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網路應用校園網路應用‐‐基礎課程基礎課程
圖書與資訊服務處
網路媒體組



簡介簡介
校園網路應用的基本概念。
提升本校同仁對校園網路應用的認知及
能力。



訓練大綱訓練大綱
課程 1：Internet網路概論及其應用
◦ 網際網路的基本常識。
◦ 網路服務面面觀。
◦ 簡易網路硬體安裝。
課程 2：校園網路使用與常見問題
◦ 網路使用設定。
◦ 網路檢測基本步驟。
◦ 常見問題與實際案例分析。



InternetInternet？？
網際網路
由ARPAnet(1970)為基礎發展出的世界
上最大的全球性互聯網路。
原代表使用IP協定架設而成的網路。
今泛指各種類型的網路－全球資訊網。
Intranet－企業內部網路、內網
Extranet－企業外部網路



Broadband－同一時間可傳送多種訊息，
常應用於廣域網路的資料傳輸上。
利用較新的技術，讓用戶在撥接時獲得
比較高流量的資料傳輸。
ADSL(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非對稱式數位用戶網路，利用電話線提
供寬頻上網。
Cable Modem
透過有線電視業者的纜線系統，在用戶
端加裝一台纜線數據機上網。

寬頻？寬頻？



ADSLADSL與與Cable ModemCable Modem比較表比較表
項目 ADSL Cable modem

使用線路 獨立電話線 多人共享有線電視同軸線纜

頻寬 下行: 512k ‐ 8Mbps(頻寬獨享)
上行: 64k ‐ 1.5Mbps(頻寬獨享)

下行: 27M‐36Mbps(多人共享頻寬)
上行: 768k‐10Mbps(多人共享頻寬)

傳輸 雙向 單向/雙向

另支付電話撥
接費用 否 是(單向)/否(雙向)

頻寬管理 頻寬獨享 頻寬共享, 無法保證用戶端頻寬

IP 位址 固定制: 固定IP位址
非固定制: 動態IP位址 動態IP位址

資料安全性 保密性較佳 保密性相對較差

適合用戶 企業用戶, 個人/家庭用戶 個人/家庭用戶



頻寬？頻寬？
Bandwidth－是指在固定時閒內（通常
以秒來計算）傳輸媒介所能傳輸的資料
量，常以 bps ( bits per second，即每秒
傳輸的位元數）為單位



TCP/IPTCP/IP？？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由ARPANet發展而來
TCP：負責將資料正
確地送達接收端。
IP：負責設定IP位址
及選擇傳輸路徑。
採用連接導向方式
進行資料傳輸，如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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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P位址？位址？
Internet上每部電腦需設定一個特定編號，
此編號則為IP－門牌號碼。
IP位址是由四組8位元的二進位數字所組
成，每組數值在010～25510之間。(例如：
203.66.88.89)
IP位址可細切為網路位址及主機位址：
◦ 網路位址：可識別所屬的網路。
◦ 主機位址：可識別網路上的個別電腦設備。
區分為A、B、C、D、及E五個等級，常用
的是A、B、C三個等級。



WWWWWW？？
全球資訊網（簡稱「W3」，英文「Web」或「World 
Wide Web」）－万维网。
常被當成網際網路(Internet)的同義詞，其實是靠著網際
網路運行的一項服務。
英文短語「surfing the Internet」，即瀏覽網路－衝浪。
由三個主要的標準構成：
◦ 通用資源標識（URI）－世界所通用的負責給全球資訊網上
例如網頁這樣的資源定位的系統，包括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和URN(Uniform Resource Name)兩部分。

◦ 超文本傳送協定（HTTP）－負責規定瀏覽器和伺服器如何互
相交流。

◦ 超文本標記語言（HTML）－定義超文本文檔的結構和格式。

全球資訊網聯盟(W3C)－制定一系列標準並督促Web 應用
開發者和內容提供者遵循這些標準



火星文？火星文？
一種刻意為之的次文化用語。
通常只要讓人無法立即判定、理解的文句皆可
泛稱。
例句：
◦ ㄋ們好ㄚ！－你們好啊！
◦ 醬不好，偶口以表嗎？－這樣不好我可以不要嗎？
◦ 沒有few(fu)－沒有感覺(feeling)

◦ 街係挖欸喀－這是我的腳
◦ 1切斗４幻ｊ，↓ｂ倒挖ｄ！－一切都是幻覺，嚇
不倒我的！



Web2.0Web2.0？？
不是指單一的技術標準，只是用來闡述技術
轉變的術語。
核心概念－互動與分享。
特點是鼓勵作為資訊最終使用者透過分享，
使到可供分享的資源變得更豐盛。
如果Web 1.0的代表者是Netscape，那Web 2.0
的代表就是Google。
Web2.0代表網站：UrMap Flickr HEMiDEMi
Google Maps YouTube



部落格？部落格？
Blog（網誌）－是weblog（網路日誌）的簡寫，亦稱部落閣或
博客。
以網頁作為呈現媒介的個人專欄。
必須要滿足以下條件：
◦ 彙整（Archive）：這些文章必須經由特定方法加以整理存放；可以是單純
地按照時間整理，或是任何的分類方式。

◦ 靜態鏈結（Permalink）：這些文章必須公開於網路上，且能讓其他讀者藉
由某個固定的網址鏈結直接讀取。

◦ 時間戳印：這些文章必須具有時間戳印，記錄寫成的時間。

◦ 日期標頭：這些文章必須要標出日期標頭；這意味它們將會是有時序性的，
內容可能與時空背景有一定的關聯。

採用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或者Rich Site Summary或者
RDF Site Summary）技術。
台灣著名提供網誌書寫的網站：
無名小站、樂多、Xuite、天空部落、PCHOME個人新聞台…等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實體傳輸媒介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網路傳輸媒介比較網路傳輸媒介比較
細同軸電纜 粗同軸電纜 雙絞線 光纖

最大長度 185M 500M 100M 2~5KM

網路規格 10Base‐2 10Base‐5
10Base‐T/
100Base‐TX

10Base‐FL/
100Base‐FX/
1000Base‐SX/
1000Base‐LX

可連接節點數 30 100 2 2

網路拓樸 Bus Bus Star Star

連接接頭 BNC AUI RJ‐45 ST/SC

優點

安裝容易、支
援頻寬較高

傳遞距離長、
支援頻寬較高、
安裝容易、

價格低廉、安
裝容易、

體積小、重量
輕、安全性高、
距離遠、頻帶
寬

缺點
維護不易、易
遭竊聽

安裝較困難 易受干擾 價格高



UTPUTP傳輸速率比較傳輸速率比較

等級 傳輸速度 等級 傳輸速度

Cate 1 2Mbps Cate 4 20Mbps

Cate 2 4Mbps Cate 5 100Mbps

Cate 3 16Mbps Cate 6 2.4Gbps

目前普遍使用Cate‐5及Cate‐6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無線傳輸媒介

紅外線 微波

電波式無線網路
衛星通訊



無線網路通訊協定無線網路通訊協定
IEEE 802.11a：
◦ 範圍在室內30米內，最大可達54 Mbps。

IEEE 802.11b：
◦ 範圍在室內30米內，最大可達11 Mbps，目前無線網路最常用的。

IEEE 802.11g：
◦ 範圍在室內30米內，最大可達54 Mbps。

IEEE 802.11n：
◦ 範圍在室內50米內，室外125米內，最大可達540Mbps。

藍芽（Bluetooth）：
◦ 主要應用在短距離（10 ~ 100公尺）的數據及語音通訊上，最大可
達723.1 Kbps。

WAP：
◦ 主要用來規範手機及無線終端設備（如PDA）上網存取網站資料的
方法。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網路連結裝置



目前常用網路連結裝置目前常用網路連結裝置
數據機（Modem）
◦ ADSL Modem

◦ Cable Modem

網路卡（NIC）
◦ 電子訊號網路卡
◦ 光源訊號網路卡
◦ 無線傳輸網路卡

集線器（Hub）
橋接器（bridge）
◦ 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 (簡稱AP)

網路交換器（Switch）
路由器（Router）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網路終端設備



InternetInternet網路環境網路環境
網路服務伺服器



InternetInternet網路服務網路服務
DNS
WINS
DHCP
HTTP/HTTPS
PROXY
SMTP
POP3
TELNET
FTP



DNS(Domain Name System)DNS(Domain Name System)

若我們上Internet時每次到不同的網址
都要記不一樣而且都又臭又長的IP位址
恐怕上網的興趣會打折扣，於是為了方
便記憶主機位址。我們就給予IP一個網
域名稱 (Domain Name)， e.g. 
www.yzu.edu.tw 透過轉換就變
140.138.36.91。
提供這種可以讓主機名稱與IP位址互換
的服務的主機，叫做網域名稱伺服器。



WINSWINS(Windows Internet Name Service)(Windows Internet Name Service)

由Microsoft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網路名稱
轉換服務。
可以將NetBIOS電腦名稱轉換為對應的
IP位址；網芳上所看到的電腦名稱，就
是透過WINS轉換才能看到。
Microsoft 企業網路整體架構中的一個
重要的部份。
WINS所轉換的NetBIOS名稱最長為15個
字元。



DHCP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一種使網路管理員能夠集中管理和自動分配IP位址的
通訊協定
分為兩個部份﹕

◦ 伺服器端－所有的IP網路設定資料都由DHCP伺服器集中管理，
並負責處理客戶端的DHCP要求。

◦ 客戶端－使用從伺服器分配下來的IP環境資料。

提供兩種 IP 定位方式﹕

◦ Automatic Allocation 自動分配－一旦客戶端第一次成功的從
DHCP 伺服器端租用到 IP 位址之後，就永遠使用這個位址。

◦ Dynamic Allocation 動態分配－當客戶端第一次從 HDCP 伺服
器端租用到 IP 位址之後，並非永久的使用該位址，只要租約
到期，客戶端就得釋放這個 IP 位址，以給其它工作站使用。



HTTP/HTTP/HTTPSHTTPS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本文傳輸
協定，是網際網路上應用最為廣泛的一
種網路傳輸協議。所有的WWW文件都
必須遵守這個標準。
HTTPS－HTTP的安全版，透過SSL (Secure 
Socket Layer)加密網路安全機制，建立起客
戶端和伺服器之間的安全通道，以保護
網路使用者所傳輸的個人資料，如信用
卡號、帳號、密碼等資料。



PROXYPROXY
代理服務－代理網路用戶取得網路信息

使用Proxy的好處：

1. 減少不必要的傳輸, 降低網路的負載

2. 加快擷取網頁的速度, 減少等待的時間

3. 提供使用防火牆的區域網路連上 Internet 方法

使用者 (Client) 提出要求

Proxy Server本身是否有所需資料,

若有則跳至6

向真正的 Web Server 提出索取資

料需求

真正的 Web Server 回應資料

Proxy Server 儲存 Web Server 回

應的資料

Proxy 回應使用者 (Client) 需求



SMTPSMTP(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一種在網際網路當中傳輸電子郵件 (E‐
mail) 的通訊協定。
使用TCP－25 port（埠）
原始的SMTP的局限之一在於它沒有為
發送方進行認證的功能，因此很容易淪
為產生垃圾郵件的工具。



POP3POP3 (Post Office Protocol version 3) (Post Office Protocol version 3) 

在網際網路的電子郵件當中，與
IMAP(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ol )，
都是用來接收 E‐mail 的通訊協定。
POP3使用TCP－110 port （埠）
IMAP使用TCP－143 port（埠）
IMAP與POP不同的地方在於，在IMAP伺服
器的電子郵件會存放在伺服器，而且即使
您已經下載並閱讀您的郵件，那些郵件還
是存放在伺服器上；而POP郵件會直接下
載到您的電子郵件用戶端，而不會停留在
伺服器中。



TELNETTELNET
遠程登錄服務的標準協定和主要方式。
為用戶提供了在本地電腦上完成遠程主
機工作的能力。
終端使用者可以在telnet程序中輸入命
令，這些命令會在伺服器上運行，就像
直接在伺服器的控制臺上輸入一樣。
傳統telnet連線對話所傳輸的資料並未
加密。
為目前多數純文字式BBS（電子布告欄）
所使用的協定。



FTP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File Transfer Protocol)

檔案傳輸協定－用於在網路上進行文件
傳輸的一套標準協定。
FTP服務一般使用20和21兩個埠。埠20
用於在客戶端和伺服器之間傳輸資料，
而埠21用於傳輸控制，並且是命令通向
ftp伺服器的入口。
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和文件管理器和
FTP伺服器建立連接－形如
ftp://<login>:<password>@<ftpserveradd
ress>



BTBT ((BitTorrentBitTorrent))

通訊協定－點對點
(P2P)檔案分享的
技術
下載的人越多，速
度越快。
下載完不馬上關閉
BitTorrent軟體，就
可以成為種子分流
讓其他人下載。



校園網路快上手校園網路快上手



家用家用ADSLADSL簡易安裝簡易安裝

Step 將電話背面的電話
線接頭連接至分歧器上

Step 從分歧器接一條新的電話線至
ADSL數據機

Step 從
分歧器接一
條新的電話
線至電話 電話

分
歧
器

電話線插孔

Step 將網路線
連結ADSL數據機
與電腦主機

Step 將ADSL數據機的電
源線接頭連接至電源插座

當PWR及SYS燈號亮
起，即表示安裝正確

電
話
線

網
路
線

電源線



校園網路架構校園網路架構



無線網路環境無線網路環境
戶外

室內：涵蓋各館建築物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元智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元智大學網路流量管理辦法
元智大學電子郵局使用辦法
資訊資源使用禮儀規範



一般網路設定一般網路設定

一般公用教室請選擇
自動取得IP位址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TCP/IP：設成自動取得IP。
SSID：設成"YZUWLAN"。
Channel：不須設定，可自動偵測。
Transmit Rate：設成"Auto"。
Network Type ：設成"Infrastructure"。
開啟瀏覽器，使用電子郵件帳號密碼登
入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設定



瀏覽器設定瀏覽器設定



瀏覽器設定瀏覽器設定



瀏覽器設定瀏覽器設定

• http://proxy.yzu.edu.tw/proxy.pac

校內使用瀏覽器請設定：

• http://lbproxy.yzu.edu.tw/lbproxy.pac

•需要認證（元智電子郵件帳號）

校外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請設定：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網路不通？
網路很慢？
網頁打不開？
連不上奇摩，但是可以連學校首頁？
e‐Mail打不開？
MSN連不上？
無線網路無法使用？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常用指令
ipconfig /all 檢視配置
ipconfig /renew 重新整理配置
ipconfig管理 DNS 和 DHCP 類別 ID
ping 測試連接
arp解決硬體位址問題
nbtstat解決 NetBIOS 名稱問題
netstat顯示連接統計
tracert跟蹤網路連接
pathping測試路由器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 ~測試電腦通訊狀況
(一) ping 自己 IP 

[開始]  → [執行] → 輸入 [cmd] → 輸入 ping 自己 IP 

正常會出現

若出現

可能原因：
1.檢查IP的值是否確 2.檢查網路卡驅動式3.網路卡損壞
4.另一台電腦有相同的ip，請注意是否有ip衝突的畫面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 ~測試電腦通訊狀況
(二) ping 別人 IP 

[開始]  → [執行] → 輸入 [cmd] → 輸入 ping 別人 IP

正常會出現

若沒有可能原因：
1.網路線有問題
2.網路卡有問題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 ~測試電腦通訊狀況
(三) ping gateway

[開始]  → [執行] → 輸入 [cmd] → 輸入 ping gateway IP

正常會出現

若沒有可能原因：
1.可能被鎖：可能因為流量過大、或中毒導致被鎖
2.網路線有問題
3.網路卡有問題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 ~測試電腦通訊狀況
(四) ping Domain Name 

[開始]  → [執行] → 輸入 [cmd] → 輸入 ping Domain Name

正常會出現

若沒有，可能原因：DNS 設定錯誤



網路基本檢測網路基本檢測 ~ 網路線路的檢查

1. 檢查網路線是否鬆脫
當右下角的工作列通知區域圖示由 轉為 圖示，並
顯示網路電纜已拔除說明

出現上面畫面時，請重新將網路線兩端再插一次，並確定
路線接頭和插槽是確實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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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網路線接頭
網路線與電話線兩線比較

※上為電話線、下為網路線，請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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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線照相圖 網路線兩邊插頭繪圖

網路線的接頭是由四條雙絞線八個顏色所組成，所以請由上到下
檢查接頭顏色順序。

兩邊分別為：
橘白、橘、綠白、藍、藍白、綠、棕白、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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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試線路
(一) 將網路線拔起來，再插上去，如依然有叉叉，請依下面

步驟測試：
1. 將您的網路線插至同事的網孔，如果正常
2. 請將同事的網路線插至您的網孔，如果不正常

依據以上情況，則表示您的網孔有問題，請向資服處報修

(二) 如果不是以上情形，請再依據下列步驟檢測：
1. 將您的網路線插至同事的網孔，如果不正常
2. 請將同事的網路線插至您的網孔，如果正常

依據以上情況，可能您的網路卡異常，請檢查網路卡



THE END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