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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功能架構圖 
前臺功能架構圖如下： 

 
圖：前臺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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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網站服務平臺首頁 

桃園好客藝文網平臺首頁如下： 

 
圖：平臺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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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平臺功能說明 

為持續營造桃園市優質的客家人文藝術學習環境，整合各領域相關藝文資源，

特此規劃提供藝術人才媒合交流平臺，供有需求者查閱及媒合服務之用。提

供平臺功能說明如下： 

一、會員註冊 

若要使用本平臺登錄人才資料或媒合案件需求，需登入會員身分才可

使用，若是單純查詢資料，則可不限會員身分。 

要進行會員註冊時，請點選首頁「會員登入」後，在會員登入畫面下

方，點選「會員註冊」按鈕，進入申請帳號輸入頁進行資料填寫，欄

位前有* 號表示該欄位資料為必填欄位。 

 
 

(一) 填寫各欄位資料，紅字*號為必填。 

1. 帳號：帳號需為 3-20個英數大小寫混合字元。 

2. 會員分類：會員區分為“個人”與“團體”兩個分類。 

3. 團體分類：團體會員區分政府機關、企業、學校、立案團體、民

意代表服務處、各村里辦公室等類別。 

4. 出生年/成立年：下拉選單年份，格式為「國曆年」。如申請單位

屬於團體，則生日填寫團體成立年份。 

5. 手機：輸入時不用加註分格符號，如：0911xxxxxx。 

6. 市內電話：請輸入區碼，如：(02)xxxxxxxx，手機及市內電話至

少需擇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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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mail與備用 Email：填寫備用 Email時，備用 Email請盡量和

主要的 Email不同。 

8. 聯絡地址：輸入郵遞區號後，縣市欄位系統會自動代入。 

9. 驗證碼：請輸入右方顯示的 4個字元，英文部份大小寫需符合顯

示的，若顯示的驗證碼不易辨識，可按下旁邊“換一組驗證碼”，

更新驗證碼。 

10. 當會員註冊申請資料審核確認後，系統將派送完成註冊密碼信，

密碼共有 12碼，密碼內容包含英文及數字混合。 

 

圖：「會員註冊」按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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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登入 

本平臺部份資訊提供非註冊會員瀏灠使用，若有需要進行人才登錄或是媒

合案件功能，則需要以會員身分登入平臺後使用。 

以下說明會員登入作業，點選首頁右上方「會員登入」功能，進入會員登

入畫面。 

 

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資料填寫無誤後，按下「登入」，完成。 

 

完成會員身分登入平臺後，在首頁的左上方原本為「會員登入」，會自

動轉變改為「會員登出」。 

 

當會員登入時，連續輸入的資料錯誤達 3次，系統會自動鎖住，使用者

需再間隔 5分鐘後，才可以重新進行會員登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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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資料修改 

登入會員後，點選會員專區「我的基本資料」，進入後點入下方的「修改

我的基本資料」，修改個人基本資料，修改完畢按送出。 

 
圖：個人資料瀏覽功能畫面 

 
圖：個人資料修改完成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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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忘記密碼 

點選「忘記密碼」，輸入帳號、電子信箱及驗證碼後按「確認送出」，系

統會提供一組新的密碼並發送至您的電子信箱。 

 

圖：忘記密碼欄位資料 



系統操作手冊(前臺) 

8 

五、最新消息 

桃園好客藝文網資訊最新消息頁面提供公告訊息，可供推廣市內客庄人文

藝術作品成果及本平臺最新消息。 

(一) 活動訊息 

 
圖：活動訊息功能畫面 

 

 
圖：最新消息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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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音專區 

點選影音專區進入，可以查詢影音專區訊息，也可以點入瀏覽。 

 

圖：影音專區功能畫面 

 

圖：影音專區內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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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文人才 

平臺提供民眾及團體單位，人才資料庫登錄及媒合需求服務，需求使

用時者須為會員才得於本平臺張貼需求等相關服務，會員註冊完成後，

即可登入會員身分，於藝文人才庫建檔，透由尋找或媒合機制推薦給

需求者。 

 

圖：人才庫登錄及審查流程圖 

 

(一) 人才登錄 

人才登錄內勾選「人才類別」後，僅就已勾選的人才類別下，在人才

標籤條列出來的選擇內勾選。各欄位後方有*號者為必填。 

 

圖：人才類別及人才標籤勾選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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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人才登錄資料功能畫面 

填妥各人才登錄欄位，*號為必填；填寫完成按送出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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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人才登錄已送審功能畫面 

若審核已通過，便可在找人才功能裡瀏覽到自己的資料。 

 

圖：已登錄於找人才資料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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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找人才 

於藝文人才庫建檔的人才，已對每位人才建立多個標籤特性，做為媒

合比對條件，需求者可透過尋找或媒合機制找人才。 

可依人才類別、人才標籤、可服務縣市、關鍵字等進階搜尋條件找尋，

符合的適當人才會出現在下方條列出。 

 
圖：人才列表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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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人才列表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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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關注」，該人才即會列入「關注的人才」選單內，並在該位人

才資料內容裡顯示「已關注」。 

 

圖：人才已關注功能畫面 

 

 

圖：關注的人才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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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要媒合 

有客家人文藝術人才需求之任何活動，即可以提出需求；本平臺為桃

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維護管理者，如違反規則，管理單位有權強制關

閉該使用者權利。 

 媒合方式： 

˙ 每張需求單的人才媒合規則，將依據活動場地縣市、客語腔調

及標籤特性符合者，以上三項皆符合的人才即可以列入媒合推

薦名單。 

˙ 每則媒合需求單須設定活動期限（最多可調整 3次）。 

˙ 媒合到的相關人才資源，由系統主動 email至需求者。 

˙ 每則需求可建立留言，提供供需雙方互動機制。 

˙ 媒合成功設定(以問卷方式評斷及統計)。 

˙ 每日凌晨批次送出推薦名單。 

˙ 每次送出人才名單皆不會重覆。 

˙ 會員可以在媒合需求單上瀏覽推薦名單及人才資訊。 

˙ 提供需求單記錄實際協助人才資訊。 

 

圖：媒合需求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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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合案件登錄 

提供會員線上登錄媒合需求單，經審核通過，系統自動透過人才資

料庫進行媒合比對，符合條件之名單，將主動以 email 方式通知需

求者。 

 

圖：媒合案件登錄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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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媒合案件填妥送出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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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媒合案件已成功送出功能畫面 

 

欲媒合的案件，若已通過審查，則會在媒合案件列表裡出現。 

 

圖：媒合案件登錄於查詢結果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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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合案件查詢 

點選「我要媒合」下的「媒合案件查詢」，進入媒合案件列表頁，

可勾選需求的“人才類別”、“人才標籤”、“貼文日期區間”、

“活動場地”及“關鍵字”進行搜尋比對。 

 

圖：媒合案件查詢功能畫面 

 

圖：媒合案件查詢結果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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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手上路 

(一) 影音小幫手 

點選「新手上路」下的「影音小幫手」，進入影音小幫手列表頁。 

 
圖：影音小幫手列表功能畫面 

 

 
圖：影音小幫手內頁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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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見問題 

點選「新手上路」下的「常見問題」，進入常見問題列表頁。 

 
圖：常見問題功能畫面 

 

 
圖：常見問題/問題頁面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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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便民專區 

(一) 相關作業辦法 

點選「便民專區」將會另開視窗頁面引導到客家事務局官網的便

民服務檔案下載列表頁。 

 

圖：便民專區功能畫面 

 

 

圖：便民服務/檔案下載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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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意見信箱 

點選首頁下的「意見信箱」，進入意見資料填寫頁，請輸入內容後

按“送出”按鈕，即可送出意見反映。 

 
圖：意見信箱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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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網內搜尋 

於首頁下的「網內搜尋」輸入資料，即搜尋出關鍵字資料。 

 

圖：網內搜尋功能畫面 

十二、相關連結 

點選首頁下的「相關連結」，即另開新視窗展開該網站資訊。 

 
圖：相關連結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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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網站導覽 

點選網站導覽，進入網站導覽頁，可供快速瀏覽本網站功能及提供

連結。 

 
圖：網站導覽功能畫面 

 

 
圖：網站導覽連結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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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隱私權政策 

點選隱私權政策，則進入本平臺“隱私權政策及網站著作權聲明”。 

 
圖：隱私權政策功能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