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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係包含：一主程式控制器，係由一主網頁
載入；一客戶端裝置，係顯示該主網頁；以及一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其中，該主程
式控制器將一嵌入式網頁元件載入該主網頁，並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送至該嵌入式
網頁元件伺服器，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根據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回該嵌入式網頁
元件之調整值至該主程式控制器，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包含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
層級調整值、位置調整值及尺寸調整值；該主程式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
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使該主網頁之該主程式控制器能主動根據比對結果適
應性地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層級、位置及尺寸。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若該嵌入式
網頁元件之調整值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該主程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
調整值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若該嵌入式
網頁元件之調整值不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該主程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
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之差異之級距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更包含一子程式
控制器，其中該子程式控制器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送至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根據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回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
值至該子程式控制器，而該子程式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與該客戶
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以適應性地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位置及尺寸。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子程式控
制器係傳送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指令至該主程式控制器，而該主程式控制器將該嵌
入式網頁元件原有之層級、位置及尺寸儲存於一瀏覽器或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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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嵌入式網
頁元件係與一金流系統連接。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若該嵌入式
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該子程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頁
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若該嵌入式
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不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該子程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
頁元件之內容之尺寸之差異之級距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瀏覽器或
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儲存該嵌入式網頁元件原有之層級、位置及尺寸後，該主程式
控制器係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尺寸，使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尺寸與該主網頁之尺寸
相同，而該子程式控制器設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為可調整狀態。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子程式控
制器設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為可調整狀態後，該客戶端裝置係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
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定值，並透過該子程式控制器傳送該嵌入式網
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定值至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嵌入式網
頁元件伺服器接收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定值
後，該子程式控制器關閉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可調整狀態，並將復原指令傳送至
該主程式控制器。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其中該主程式控
制器接收復原指令後，該主程式控制器由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讀取該嵌入式網頁元
件之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定值，以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層級、
位置及尺寸。
13. 一種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係包含下列步驟：由主網頁載入一主程式
控制器；透過一客戶端裝置顯示該主網頁；由一主程式控制器將一嵌入式網頁元件載入
該主網頁；由該主程式控制器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送至一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由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根據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回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至
該主程式控制器，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包含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層級調整值、位
置調整值及尺寸調整值；以及由該主程式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與該客戶
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使該主網頁之該主程式控制器能主動根據比對結果適應性地調
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層級、位置及尺寸。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其中由該主程式
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之步驟更包含下列
步驟：若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由該主程式控制器根據
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其中由該主程式
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之步驟更包含下列
步驟：若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不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由該主程式控制器根
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之差異之級距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
件。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其中更包含下列
步驟：由一子程式控制器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送至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由該
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根據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傳回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
- 4714 -

(3)
至該子程式控制器；以及由該子程式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與該客
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以適應性地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位置及尺
寸。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6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經由該子程式控制器傳送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調整指令至該主程式控制器。
1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3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與一金流系統連接。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6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其中由該子程式
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之步驟更包
含下列步驟：若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由該子程
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6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其中由該子程式
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與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進行比對之步驟更包
含下列步驟：若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調整值不符合該客戶端裝置之尺寸，由該子
程式控制器根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尺寸之差異之級距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
內容。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7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由該主程式控制器將該嵌入式網頁元件原有之層級、位置及尺寸儲存於一瀏覽器或
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1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由該主程式控制器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尺寸，使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尺寸與該
主網頁之尺寸相同。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2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由該子程式控制器設定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為可調整狀態。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3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由該客戶端裝置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
定值，並透過該子程式控制器傳送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之層級設定值、位置設定值
及尺寸設定值至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4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由該子程式控制器關閉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可調整狀態，並將復原指令傳送至該主
程式控制器。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5 項所述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方法，更包含下列步
驟：該主程式控制器由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伺服器讀取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內容層級設定
值、位置設定值及尺寸設定值，以調整該嵌入式網頁元件之層級、位置及尺寸。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一實施例之方塊圖。
第 2 圖~第 3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一實施例之流程
圖。
第 4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二實施例之第一流程圖。
第 5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二實施例之第二流程圖。
第 6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三實施例之方塊圖。
第 7 圖 係為本發明之能適應性地調整嵌入式網頁元件之系統之第三實施例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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