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服務簡介
NCNU Computer and Network Center



位置

中心位於圖資大樓一樓右
側，相關業務諮詢請洽
049-2910960分機 4016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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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大綱

• 校務系統 p.4

• 校內網路資源 p.9

• 電腦教室及雲端資源 p.15

• 電子郵件服務 p.19

• 校園授權軟體 p.24

• 資訊系統與設備 p.26

• 智財權與自由軟體 p.30

• 個人資料保護 p.33

• 數位學伴計畫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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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 #Moodel #遠距教學

1.校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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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帳號密碼設定(1/2)

帳號 = 學號 (EX:111321500)

★本國生預設密碼為身分證字號，EX:N********* 

★僑生及外籍生預設密碼為生日(民國年月日6碼)，EX：930101

第一次登入後, 為保護您個人資料的安全, 
系統將要求立即變更密碼, 請牢牢記住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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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帳號密碼設定(2/2)
◼ 忘記密碼怎麼辦？
請利用教務系統頁面3.FAQ「忘記密碼」, 輸入您的身分證字號、
學號、生日及學校給您的 email, 系統會重新設定一組新密碼, 並
email到您的學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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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CNU Moodel 課程系統

◼ NCNU Moodle 課程資訊網為本校數位學習暨遠距教學平台，結合課
程行事曆、課程討論區、分組、繳交作業、活動紀錄、線上投票、問
卷調查及遠距教學等功能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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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遠距教學
◼ 本中心目前備置三套遠距教學系統供校內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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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100人、無時數限制

上限100人、最多 60 分鐘

上限100人、最多 60 分鐘



#區網中心 #wifi #宿舍網路

2.校內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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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南投區域網路中心

校園網路

學術網路
有線網路
無線網路

TANet
TWAREN

南投區域
網路中心

◼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為台灣學術網路（TANet）南投地區之區域
網路中心，同時也是國家高速網路中心GigaPOP 的據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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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生宿舍網路

有線網路

• 每個寢室每個同學有專屬連

接乙太網路(速度1G)插孔

無線網路

• 僅在交誼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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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生宿舍網路服務(1/2)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一
起加入維運小組!
享床位保障及住宿費
減半的福利~

宿舍網路維運小組
服務地點：宿舍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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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學生宿舍網路服務(2/2)

• Netcut (網路剪刀手)

• Netcut Defender(網路剪刀手防護工具)

嚴禁使用下列兩套軟體

利用P2P傳輸軟體注意事項

• 利用P2P傳輸軟體上傳及下載他人著作，恐
觸犯著作權法。

• P2P傳輸軟體如BT、eDonkey、eMu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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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無線網路登入
◼ 連線採用本校所提供 E-MAIL 登入
◼ 請選選擇
NCNU(Web login)
TANetRoaming
◼ 具有較高安全性連線加密機制請選選擇
NCNU(802.1X)
Eduroam
◼ 詳細操作請參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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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帳號#印表額度 #雲端桌面

3.電腦教室&雲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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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電腦教室位置
◼ 電腦教室共7間
◼ 開放時間：請參考計中網頁

圖資028、027、026教室 科三208教室

人文103、110教室

教院A10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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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電腦教室服務

CN網域帳號

• 登入電腦教室電腦之帳號密碼。

印表額度

• 投幣機自動儲值 (行政大樓及圖書館各一部，最小單位10元)。

印表額度原則

• 離校時額度未罄，請至計網中心申請退費。

• 請參考計中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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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雲端服務

雲端電腦教室

• 整合電腦教室教學軟體

雲端辦公室

• 整合校內公務用系統

◼ 雲端桌面 (校內、校外24小時均可使用)

從校首頁的這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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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mail#Cloudmail

4.電子郵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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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信箱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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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新生首次登入信箱

首次登入請先至

webmail 系統修改密碼

預設帳號

• s[學號]@ncnu.edu.tw

預設密碼共八碼

• 本地生：身分證後四碼

+ 出生月日四碼

• 外籍生：出生月日四碼

+ 出生月日四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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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信件收發

◼ 寄到 Webmail 的信件將自動轉送到 Cloudmail

完成首次修改密碼後
請由 Cloudmail 收發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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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9/12後的信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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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Office 

5.校園授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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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學生授權軟體
◼ 每位在學學生可安裝一套在自己的電腦。
◼ 微軟學生校園授權

 Windows 作業系統升級版（原個人電腦至少須有
隨機版的Windows作業系統授權，才能升級）。

 Microsoft Office 專業增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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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密碼 #設備報修

6.資訊系統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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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計中相關資訊系統帳號及預設密碼

系統 帳號 預設密碼

校務系統
(包含Moodle系統、校園行政E化
系統)

學號 本國生：身分證字號
僑生：生日(民國年月日6碼)

電子郵件系統 s(小寫)+學號 本地生：身分證後四碼 + 出生
月日四碼
外籍生：出生月日四碼 + 出生
月日四碼

CN 網域(電腦教室登入用) 學號 本國生：身分證字號後4碼+生
日(月跟日4碼)共8碼
僑生：生日(月跟日4碼)+
生日(月跟日4碼)共8碼

校園無線網路認證、SSL-VPN s+學號+@ncnu.edu.tw 電子郵件系統密碼 27



6.2資訊設備報修

由校首頁的這裡進入

點此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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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網路通訊

使用費：

每學期收取350元

宿舍網路使用費：

每學期300元

（僅住宿生需額

外收取宿網費用）

6.3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 教育部於106/7/26公告：

自106/8/1起，電腦實習費及網路使用費統一更名為「電腦及網
路通訊使用費」並可辦理就學貸款，不需另行拆單。

當學期出國當交換學生者或
全學期校外實習者，使用費
可退還二分之一喔! 29



#勿使用非法教科書#ODF

7.智財權與自由軟體

30



7.1保護智慧財產權

◼電腦或網路非法下載教科

書

◼複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

教科書

◼非法電子書

◼於社群平臺轉貼境外疑似

侵權網站網址供他人連結

請勿使用以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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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的特色

• 允許你自由使用、散佈、研究、改良。

• 一般商業軟體則禁止或限制以上作法。

為什麼要使用自由軟體？

• 自由軟體不使用封閉格式，您可選擇不同的自

由軟體來開啟檔案並處理應用。

• 一般商業軟體因其封閉檔案格式，只能由特定

軟體才能開啟。

最常使用的文件處理軟體
Libre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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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當事人之五大權利

8.個人資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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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保護個人資料

• 查詢或請求閱覽

• 請求製給複製本

• 請求補充或更正

•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 請求刪除

個資當事人之五大權利

◼ 依個資法第3條之規定，個資之當事人有以下權利，
且不能預先拋棄，亦不得以契約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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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線上陪伴

9.數位學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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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期大學伴招募

◼ 需求人數：約110名

◼ 獎助金／每月：2000~4000

(依課程數而定)

◼ 聯絡資訊: 049-2910960#4019 潘助理

◼ Email：ytpan@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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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計畫執行模式
◼ 核心價值:「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

◼ 課程模式：以「集中管理式」上課，藉由視訊設備與線上學習平臺，讓教學端
(大學生)與學習端(國民中小學)以定時、定點、集體進行一對一線上即時陪伴與
學習。

◼ 課程時數：每學期10週，每週2次，每次1.5小時，合計每學期上課30小時。

◼ 課程內容：科目以國語、英文、數學為主，依照學校版本製作教材。

◼ 品質管控：教育訓練、教材審核、教學日誌填寫與回覆、教學錄影檔抽查與紀
錄、滿意度問卷調查、TA小組交流分享會議、期末檢討會議。

◼ 預期成效：培養大學伴關懷生命、服務社會的價值觀。提升小學伴學習動機、
開拓人生視野。

◼ 福利制度：獎助金及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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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暨大計畫執行歷程
◼ 暨大從民國95 年起迄今已有16年的偏鄉線上陪伴經驗，目前參與學童至今已

累積達1,735位。
年度 人數 說明

95 28 暨大設置網路應用服務中心，服務範圍以南投縣為主。

96 164 服務北、中、南三區之偏鄉學童。

79-98 219 持續接受教育部委託，整合中區資源。本校開始擔任中區輔導中心角色，合作夥伴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嘉義大學。

99 213 規模擴大，分為北中南東四區推展，暨大為中區輔導中心

100 219
暨大為中區輔導中心，主要輔導區域為中、彰、投、雲

101-102 207

103-104 144

執行模式改由各校服務所屬縣內中小學。(合作夥伴中小學由教育部進行媒合)

105-107 276

108 70

109 65

110 63

111 67 合作夥伴學校：仁愛鄉都達、仁愛、春陽及法治國小及信義鄉同富國中 38



9.3 111-1學期數位學伴行事曆

暨大學伴計
畫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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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