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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放送臺  模組概況  

教育放送臺  功能概述  

 
本系統規劃整合教育局與各校教育訊息發送管理，由局端設定議題類別提供訊息分

類，並開放市民以訂閱相關教育議題訊息。相關功能如下： 

 
1. 提供教育局、各級學校發送相關訊息給四大人員類別：教師、學生、家長、市

民。WEB端編輯發送、APP端訂閱接收。 

2. 教育局可依據教育議題開設相關頻道，並指派人員進行訊息編輯與發送，訊息

發送前需經各單位自訂設定為「審核人員」審核通過。 

3. 各級學校預設有學校頻道，可自訂設定為「小編人員」編輯訊息與發送，訊息

發送前需經處室主任審核通過。 

4. 提供使用者登入 APP勾選訂閱議題訊息，系統固定時間會自動匯整統計全市相

關議題訊息數量，主動推播通知訂閱人員。 

5. 教育訊息包含主旨、內文、上載照片或附件檔、網址連結、開始時間、結束時

間。教育訊息發布時可選擇公開閱覽(所有人員皆可閱讀)或僅限推播對象閱覽

(僅有收到推播通知者可閱讀)。 

6. 教育訊息推播時可選擇群播(1對多個群組)、廣播功能(人員類別發送)。 

7. 提供頻道訂閱人數統計、提供各訊息讀取人數統計與分析，讀者可點閱訊息內

容、點選 讚的功能。 

8. 提供訊息閱讀統計，可依據人員類別呈現閱讀、點讚的統計圖表與數據。 

9. 學校開設模組之後，預設會幫學校開設頻道預設開啟訊息發送 學校人員要透過

模組申請「成為小編」 與 「成為審核人員」，學校內的小編與審核者都應為學

校內人員，不開放其他單位人員，公開閱覽訊息不用審核，不公開訊息須要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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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權限  對應人員  及功能說明  
系統權

限 

 權限說明 

局端 

管理權 

教育局 教資科

承辦人。 

 

l 可建立頻道、刪除頻道、停用頻道 

l 可建立議題、刪除議題、 

l 可編修頻道名稱、頻道描述、頻道圖示 

l 可審核頻道「小編人員」、審核頻道「審核人員」 

l 可查看 各科室 頻道內容、編修、下架訊息 

l 無須申請 成為某頻道小編，即可發布訊息 

l 無須申請 成為某頻道審核人員，即可審核訊息 

l 可查看所有頻道發布內容 

l 可訂閱個人觀注頻道、議題 

局端 

編輯權 

教育局 各科室

所有人員 

l 可查看所有頻道發布內容 

l 可訂閱個人觀注頻道、議題 

l 可申請成為某頻道小編，通過後可發布訊息 

l 可申請成為某頻道審核人員，通過後可審核訊息 

校端 

管理權 

學校 資訊組

長、校長 

l 可編修頻道名稱、頻道描述、頻道圖示 

l 可審核頻道「小編人員」、審核頻道「審核人員」 

l 無須申請 成為某頻道小編，即可發布訊息 

l 無須申請 成為某頻道審核人員，即可審核訊息 

l 可查看所有頻道發布內容 

l 可訂閱個人觀注頻道、議題 

校端 

編輯權 

學校 各處室所

有人員 

l 可查看所有頻道發布內容 

l 可訂閱個人觀注頻道、議題 

l 可申請成為某頻道小編，通過後可發布訊息 

l 可申請成為某頻道審核人員，通過後可審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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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功能說明  

畫面功能概述：  

 所有頻道：顯示所有已建立的頻道 

 所有議題：顯示所有已建立的議題 

 我的訂閱：此登入者按星星圖示 設定關注的訂閱頻道或議題 

 訊息發佈：此登入者已為 某頻道小編時，該頻道會顯示於此，可新增訊息發布 

 頻道管理(限局端管理人員)：可新增、管理所有頻道 

 議題管理(限局端管理人員)：可新增、管理所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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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管理 (限局端管理人員 )：  

 頻道排序：提供設定頻道置頂 1至置頂 5，其餘排序以有最新訊息的開始排序，此畫面

呈現排序等同於在 APP中的呈現排序 

 編修頻道：點選頻道右方的 編修圖示 進入編修畫面，調整頻道名稱、描述、圖示、刪

除頻道、停用/啟用頻道、查看申請成為小編的人，查看申請成為審核人員的人，可同

意或拒絕，已成為小編或審核人員清單，可點選「X」將此人權限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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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訊息  

 是否審核：預設為 需經審核，且不可取消 

 標題(必填)：此訊息標題 

 圖片(非必填)：可上傳訊息圖片 

 內容(必填)：內容上限 1600字 

 選擇議題(非必填)：議題類別 為教資科新增管理之，新增者僅可就現有類別選取，選

取對應類別，可使有訂閱此議題者，定期收到新訊息上架通知 

 起迄時間：可設定未來時間，等同於預約發送的用法 

 附件檔案，支援的格式如畫面所述 

 連結：可另放網頁連結 

 瀏覽權限： 

n 限發送對象可瀏覽閱讀：只有所選發送對象可於發布時間於 APP收到推播，並閱

讀瀏覽，非發送對象不會收到推播，也不可查閱瀏覽。。 

n 公開閱覽不限瀏覽對象： 

所有人皆可於 APP中查閱此訊息，訂閱此頻道或議題者。 

#訂閱此頻道或所選議題的用戶，可定時收到新訊息上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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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對象：此功能對「限發送對象可閱讀瀏覽」才有作用 

n 學校可以發的推播： 

u 1-本校教師 /選職務 

u 2-本校家長 /選年級(有註冊的家長) 

u 3-本校學生 /選年級 

u 4-民眾 /選民眾(發送推播至訂閱本校頻道民眾) 

u 5-所有用戶：是一個直接快選的功能，等同於全選(所有本校教師+本校學生+

本校有註冊的家長+有訂閱本校的市民) 

n 教育局可以發的推播： 

u 1-教師/選區/選學制/選校/選職務 (全市) 

u 2-家長/選區/選學制/選校/選年級(全市) 

u 3-學生/選區/選學制/選校/選年級(全市) 

u 4-民眾/(訂閱本頻道民眾) 

u 4-1民眾/(所有民眾) 

u 5-所有用戶：一個直接快選的功能，等同於全選(所有新北市的教師+學生+有

註冊的家長+有註冊的市民) 

 送審：點選送審，即已進入審核流程(每一筆皆需經過審核人員審核才可發布) 

 暫存：先暫存，等待下次編輯完畢後發送 

 通過：審核人員或管理權 會看到「通過」按鈕，通過後，此訊息才會正式進入發送上

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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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呈現說明  

收到訊息  

(1)  APP 可收到推播，也可於新北校園通「教育放送臺」中搜尋查看內容 

(2)  不限對象公開閱覽的訊息 可以按讚，也會有分享按鈕，可用手機轉發分享 

(3)  限制瀏覽對象的訊息 可以按讚。 

 
 
 
 
 
 
 
 
 
 
 
 

查看所有頻道、所有議題，點選訂閱  

 
 
 
 
 
 
 
 
 
 
 

 所有頻道：標示星星為個人已訂閱的頻道(點入頻道可點星星訂閱/取消訂閱) 

 我的訂閱：我已訂閱的頻道訊息將呈現於此，也可於「訂閱項目」中取消訂閱 

後續擴充：手機 APP 發布 手機 APP 審核，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