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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簡介 

校園快優網為網站建置系統，需要建置在伺服器環境之上，例如 Windows、

Linux 伺服器。若您的機器是個人電腦，使用 Windows、Cent OS…等作

業系統，也可加裝合適的網頁伺服器，如 Windows 常見 Apache 虛擬網

頁伺服器（常見於 xampp、vertrigoServ 等免費整合套件，您可自行於網

路搜尋到相關資源），架設校園快優網。 

＊由於 AppServ 免費安裝包內含的套件已許久未更新，因此不建議使用。 

 

二、伺服器環境需求 

校園快優網的伺服器環境建議如下： 

建議伺服器環境 CentOS 5.X ~ 6.6 或 Windows NT 

PHP PHP 5.1 以上 ~ PHP 5.5 以下 

MySQL MySQL 5.0 以上 ~ MySQL 5.2 以下 

校園快優網需要的 PHP 函式庫如下： 

PHP 函式庫 
bz2、 calendar、 ftp、gd、 iconv、 ldap、

mbstring、xml、zlib、PDO、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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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查您的伺服器是否有安裝以上函式庫，才能正常使用校園快優網。 

＊如何查看已安裝的 PHP 函式庫：以 xampp 為例，請開啟瀏覽器，輸入

http://localhost/xampp，選擇左側選單的「phpinfo()」，即可看到已安裝

的 PHP 函式庫。 

 

 

三、校園快優網版本說明 

校園快優網由於 UTF-8 對於中文的支援更廣泛，現行的版本皆為 UTF-8，

Big5 版本至 3.43 後不再維護及更新，建議升級至 UTF-8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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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始安裝校園快優網 

伺服器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開始安裝校園快優網。 

將 eweb 目錄，複製到伺服器的網站目錄底下（例如 Fedora 伺服器環境，

為 /ver/www/html/ ）。 

以下目錄請給予寫入的權限(777)。 

/cfg 

/upload 及子資料夾 

/style/bannerbg_user 

/style/bannerLogo_user 

/style_home/bannerbg_user 

/style_home/bannerLogo_user 

/module/activephoto/activephoto 

/module/activephoto/activephoto_auto 

/module/download/update 

/module/media/media_update 

/module/news/news_updata 

/module/schedule/userScheduleDate 

/module/system_modules/images 

/system_pagewall/upload 

/system_pagewall/style_home/bannerbg_user 

/system_pagewall/style_home/bannerLogo_user 

/tool/reply (若使用網站重置功能) 

/mobile 

/mobile/image/picture 

/mobile/image/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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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用 phpMyAdmin。開啟瀏覽器，網址列輸入「127.0.0.1/phpmyadmin」

（以本機為例），登入後新增校園快優網資料庫。

1. 建立新資料庫，名稱為 eweb。(資料庫編碼須為 UTF-8) 

 

2. 將「安裝說明」資料夾內的 mysql.sql 檔案打開，將內容全選後複製。 

 

輸入「eweb」，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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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到 phpMyAdmin，選擇 eweb 資料庫，按 SQL 選項，在欄位中貼上

剛才複製的內容，然後按「執行」。 

 

4. 執行完畢後，點一下 eweb 資料庫。看到此畫面表示資料庫匯入完成。 

 

貼上文字，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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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說明修改快優網的 configure.php 與 .htaccess 檔案。 

1. 開啟 eweb 目錄下的 configure.php，檔案內每一行後面皆有註解。請

參考下圖標記處（黃色）修改各項雙引號內的內容。 

 

修改內容： 

►MySQL 帳號 

►MySQL 密碼 

►資料庫名稱 

►網站根目錄 

►web 的路徑 

►web 實體路徑 

►管理者的 mail 

►預設上傳大小* 

  

*註：file_image 系統預設上傳大小，是限制「非模組功能」（例如成

員相片、網站首頁圖片）的圖檔上傳容量，建議設為 5000000（5MB）。

若要修改「模組功能」，請在快優網安裝完成後，登入後台，到系統

資訊／模組管理，點選各模組的扳手圖示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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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啟 eweb 目錄下的 .htaccess 檔案，其中「RewriteBase /eweb/」請

將 eweb 修改與根目錄相同的名稱，預設是 /eweb/。 

〈確認此三行開頭沒有「#」字號。〉 

 

 

 

RewriteEngine On 

RewriteBase /eweb/ 

RewriteRule ^([\w]+)$ index.php?home=$1 [L,Q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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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以下說明，修改 Apache 的設定。 

1. 開啟 httpd.conf。 

由於不同版本的 Linux，該檔案所在位置可能不同，例如： 

Ubuntu 是位在 /etc/apache2/sites-available/default 

Fedora 是位在 /etc/httpd/conf/httpd.conf 

2. 找到以下路徑<Directory "/var/www/html">，並確認 AllowOverride 是不

是 All，如果不是請改成 All。 

 

3. 找到以下兩項目，開頭若有「#」字號，請將該「#」字號刪除。 

 

4. 存檔後重新啟動 Apache。 

 

DocumentRoot "/var/www/html" 

<Directory "/var/www/html"> 

    … 

    AllowOverride All 

    … 

</Directory> 

LoadModule proxy_module modules/mod_proxy.so 

LoadModule rewrite_module modules/mod_rewrit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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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瀏覽器，網址列輸入 http://127.0.0.1/eweb/（以本機為例），出現校

園快優網首頁，表示安裝完成。 

 

1. 按右下角的「管理

者登入」進入系統。 

 

 

2. 在管理選單按「系

統資訊／模組管理」，

點擊「全部安裝」，或

選擇您需要的模組進

行安裝。 

更多說明請點左側管

理選單「操作教學」。 

安裝完畢，就可以開始使用校園快優網。  

管理者的帳號與密碼

預設皆為：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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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一、校園快優網（以下簡稱“快優網”）是校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本公司”）開發的套裝系統。 

二、快優網為網站建置系統，建置於網頁伺服器環境內，貴單位伺服器與

本公司建議伺服器環境系統之維護與安全性與本公司無關，皆由貴單

位負責，本公司不負任何伺服器維護與安全性責任。如貴單位安裝之

網頁伺服器衍生之法律問題，全為貴單位之行為。 

三、非經本公司授權及許可，禁止對本系統程式進行任何更改、反編輯、

軟體轉換工程、反組譯或任何更改原始程式設計系統之鎖定與解除鎖

定。 

四、所有包裝上之品牌、產品名稱、及螢幕畫面所有相關之商標及著作權

皆屬本公司所有。 

五、系統內之圖文編輯器外掛模組相容(CKEditor、CKFinder)，版權歸原

開發公司 Frederico Knabben 所有，教育市場使用授權範圍仍屬

Frederico Knabben所有，快優網產品提供相容之外掛模組與安裝的協

助，如使用範圍超過教育市場授權，請自行刪除系統目錄下的 ckeditor

與 ckfinder兩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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