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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服務簡介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主要工作以建構校園資訊服務系統，支援資訊應用與網路教學
課程實施，發展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與網路教學系統。
本中心設置「網路組」
、
「資訊系統組」和「行政及服務組」三組。中心主任為資訊
工程學系陳宗禧博士兼任。現編制有資訊系統組組長一人，由材料科學系李昆達博士兼
任。網路組組長一人，由應用數學系林琲琪博士兼任。行政及服務組組長一人，由數位
學習科技學系蘇俊銘博士兼任。三等技術師、技士、助教各一人及校聘管理師五人。

壹、本學期辦理與學生相關業務及活動
一、提供住宿學生宿舍網路連線服務
本校學生宿舍每間寢室每個床位均鋪設網路連線接點，宿舍網路系統採認證上網方
式，住宿學生只要自備個人電腦，輸入個人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均可上網使用校園網
路。
二、提供新生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1、電子計算機中心主動建置新生電子郵件信箱(帳號為學號)，使用期限自入學至畢(結)
業後一年。
2、電子計算機中心與 gmail 合作提供學生無限制容量郵件空間，歡迎同學申請使用。
申請網址：http://netsrv.nutn.edu.tw/gmapply/

貳、校園網路系統架構簡介
一、校園網路架構簡介
本校校園網路連線架構，以電子計算機中心為校園網路核心經由中華電信公司
FTTB 專線(1GB)與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連線串接臺灣學術網路新世代骨幹
網路，校內以光纖纜線連接各單位。榮譽校區以中華電信 FTTB(500MB)專線連接府城
校區。
二、校園無線網路使用簡介
本校自 92 年開始規劃建置校園無線網路連線系統，迄今已完成校府城校區各會議
室、演講廳、研討室、校園休憩中心及可供師生研討之開放休憩空間無線網路連線系統。
95 年建置榮譽校區校園無線網路連線系統，擴充無線網路主控設備及基地台 43 組，
榮譽校區校園無線網路有效訊號涵蓋範圍達 90%以上。97 年完成府城校區無線網路系
統擴充工程，使本校成為處處可上網學習的行動大學校園。
本校師生在校園內，隨時可以筆記型電腦等具備無線網路連線功能之設施，透過個
人之電子郵件帳號認證，登入本校無線網路系統，在餐廳、阿勃勒樹下、休憩中心、文
薈樓中庭及會議室等無線網路有效訊號涵蓋範圍地點上網。
另為提高服務品質，本校已申請加入「TANet 無線網路漫遊中心網站」
，本校教職員
生在已加入此漫遊中心之大專校院校園，可以使用本校電子郵件帳號進行跨校無線漫遊，
以單一帳號即可至各校無線上網，達到全國大專院校間無線網路資源共享之目的。
相關校園無線網路使用說明，網址為 http://www.cc.nutn.edu.tw/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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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網路電話使用簡介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 95 年規劃建置校園網路電話系統，府城校區教職員生由校內
分機撥 700 再撥榮譽校區分機，或榮譽校區教職員生由校內分機撥 7000 再撥府城校區
分機，即可完成通話作業。
另提供網路電話軟體，學生家長可透過網路撥打免費網路電話至學生宿舍寢室。相
關校園網路電話使用說明網址為 http://www.cc.nutn.edu.tw/voip

參、電子計算機中心電腦教室簡介
本中心管理 4 間電腦教室，文薈樓 3 樓 J305、J306 二間電腦教室各 51 部電腦，格
致樓二樓 C201 電腦教室 51 部電腦，榮譽校區 B 棟三樓 ZB302 電腦教室 51 部電腦，相
關電腦教室服務內容請參閱 http://www.nutn.edu.tw/s-pcroom.htm。

肆、校園資訊服務系統簡介
本校自 85 年開始規劃建置資訊服務系統，結合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與校園網路資
源應用系統，整合校內行政業務，強化教學與研究資訊服務，並提供師生資訊檢索與交
換服務。相關校務系統自 85 學年度陸續上線使用，已完成教務系統、學務系統、課程
網站、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師聘書系統、學生學習歷程平台、意見交流園地、宿舍網
路服務系統及校園公告系統，並整合建置南大入口系統，提升本校行政業務處理與教學
管理效能，成效顯著。
一、校務行政系統使用簡介
校務行政系統包含教務系統、學務系統、人事系統及公文系統，各項校務系統服務
功能，以課務資料查詢、課程網站(E-Course)、學籍資料查詢、學生選課系統、學生成績
查詢系統、學生線上請假系統及學期缺曠獎懲資料查詢，與學生關係最為密切。且為保
障各項學生資料存取安全性，各項與學生個人有關之查詢均設有密碼管制功能。
相關學生系統網頁連結，請參考本校網頁／南大入口。

臺南大學校務行政系統南大入口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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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網路應用系統資源簡介
本校網際網路應用系統，建置有全球資訊網及電子郵件系統，相關網址及連線使用
方式如下所列。
全球資訊網：http://www.nutn.edu.tw
學生電子郵件系統：https://stumail.nutn.edu.tw

伍、學生電子郵件帳號系統使用簡介
一、學生電子郵件主機及帳號資訊
本校學生電子郵件帳號，於新生入學時由電子計算機中心主動建置，新生電子郵件
帳號為學生個人學號(包含英文字母部份，且為小寫)，預設密碼為 出 生 月 日 及 身 分 證
末 4 碼 (共 8 碼 )。新生入學後使用前述帳號與密碼，依相關電子郵件收發使用說明，
即可收發個人電子郵件。目前學生電子郵件信箱每人使用空間為 200MB。
學生電子郵件系統主機：stumail.nutn.edu.tw
個人 email 位址：帳號@stumail.nutn.edu.tw
二、電子郵件收發使用說明
本校學生電子郵件系統主機可使用 Outlook Express 等軟體或或 Open Webmail 系統
收發信件，Open Webmail 可由 https://stumail.nutn.edu.tw 進入，系統首頁也有收發信軟
體使用與設定說明。

陸、南大學生無限制容量 gmail 郵件帳號申請說明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與 gmail 合作提供學生無限制容量郵件空間(gm2)，歡迎全校同
學申請使用。
一、gm2 帳號使用說明：
1、使用 gmail 搭配專屬臺南大學網域：學號@gm2.nutn.edu.tw。
2、畢業後該帳號可繼續使用。
3、可將 stumail 的信件設定成自動轉至 gm2。
二、gm2 帳號申請說明：
1、以個人電子郵件帳號及密碼登入 gm2 帳號申請網址：
http://netsrv.nutn.edu.tw/gmapply/。
2、填具個人基本資料後送出申請。
3、印出申請單並親筆簽名。
4、將已簽名之申請書送交電子計算機中心府城校區格致樓 C203 辦公室。
5、電算中心審核通過即建立帳號，並發郵件通知 gm2 帳號開通。
6、gm2 登入網址：http://mail.gm2.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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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生宿舍網路申請與使用簡介
為提供住宿學生上網之便利性，學生宿舍網路系統採行自動分配 IP 號碼及身份認
證上網作業模式，並訂定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學生宿舍網路使用管理要點。
一、學生宿舍網路使用設定步驟與程序
凡住學校宿舍之學生，欲使用宿舍網路系統者，須自備個人電腦(含網路卡)，將電
腦連接宿舍網路及 IP 型態設定為自動取得後，宿舍網路系統將會自動配發 IP 號碼，透
過底下認證方式電腦即可連上校園網路。本校學生使用宿舍網路(校園網路)，須遵守教
育部及本校相關網路規範，並不得利用網路從事觸犯法律或違反校規之行為。
認證方式：開啟瀏覽器，連接校外網址(如 yahoo 或 google…等)，此時瀏覽器將跳
出認證視窗，輸入帳號密碼後即可上網。認證帳號密碼為本校學生個人 E-mail 信箱帳號
及密碼。相關宿舍網路 IP 設定及故障自我排除，請參閱電算中心校園網路網頁資訊，
網址：http://www.cc.nutn.edu.tw/Home/Network。
二、臺南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為充分發揮校園網路功能、普及尊重法治觀念，引導網路使用者正確使用網路資訊，
提供可資遵循之準據，以促進教育及學習，本校依據教育部「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99.01.11 臺電字第 0980210235C 號令)，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範」。
本校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請參閱本校全球資訊網／在校學生／網路與資安系
統／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網址：http://www.nutn.edu.tw/s-net-rules.htm。
三、校園網路故障報修服務系統
為有效處理學生宿舍網路使用問題，電子計算機中心研發網路故障報修系統，供學
生反應網路相關問題。另提供住宿學生查詢使用宿舍網路流量前 100 名資訊，避免學生
每日使用宿舍網路流量超過 10Gb 被限速。校園網路故障報修系統，連結於本校全球資
訊網／在校學生／網路與資安系統／網路故障報修系統。
網址：http://g2.nutn.edu.tw/net123/。

捌、簽訂微軟全校學生合法授權軟體合約
本校為充實教學資源，提昇學生競爭力，95 年 11 月與微軟簽訂全校學生合法授權
合約(MS CA)，95 年 11 月起本校學生均可合法下載 Windows 作業系統最新升級版、
Office 專業版最新版，安裝到自己的個人電腦(包括自己家裡的電腦)，不須額外付費。
且於合約有效期限內畢業之本校學生，可保留畢業當時取得之軟體版本永久使用權，
但不能昇級至後續之新版本。以 104 年 6 月為例，Windows 作業系統最新升級版為
Windows 8.1，Office 為 2013 版。
本校學生微軟 CA 授權軟體內容說明，請參閱本校全球資訊網／在校學生／電腦軟體資
源／微軟學生校園 CA 授權內容說明。網址：http://www.nutn.edu.tw/cc/msca/mca_st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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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尊重智慧財產權─遵守著作權法
為加強學生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著作權法令之宣導，以免學生誤觸法網，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已編製完成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網站。請全校同學運用相關網站內容，協助加強
智慧財產權之宣導。
智慧財產權宣導資料網址如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著作權 FAQ
http://www.tipo.gov.tw/np.asp?ctNode=7079&mp=1
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50021
網路法律-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 http://eteacher.edu.tw/Read.aspx?PostID=16
國立臺南大學智慧財產權宣導網：http://www.nutn.edu.tw/copyright/index.htm

主任辦公室：格致樓 C204 室，分機 600。
中心辦公室：格致樓 C203 室，分機 601~609、552。
榮譽教學中心辦公室：B 棟三樓 ZB303，分機 7109。
電腦教室：
府城校區文薈樓 3 樓 J305、J306，分機 554。
府城校區格致樓 2 樓 C201，分機 608。
榮譽教學中心 B 棟 3 樓 ZB302，分機 7109。
電子計算機中心網址：http://www.cc.nutn.edu.tw
意見信箱：yuan@mail.nutn.edu.tw
地址：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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