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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維護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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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資訊應用服務

圖資處下的資訊服務

提供資訊環境、資訊系統、網路資源、資訊服
務，扮演資訊交換及資源共享之角色。

支援教職員生學術、教學、研究、學習之活動，
以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及行政效率。

全校資訊安全管理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作業推
動。

推動全校資訊應用技能及資訊畢業門檻鑑定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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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

服務架構



服務據點
存誠樓三樓 (MA308)



服務據點

存誠樓三樓



服務據點

存誠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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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教職員生能夠使用校內無線網路(無線
網路連線名稱：TWU)，使用無線網路時，
請使用自己的校內e-mail帳號與密碼登入。

• 本校已加入跨校漫遊機制，當同學在他校
時，若該校同樣有加入跨校漫遊機制亦可
使用本校的e-mail帳號與密碼登入使用無線
網路。(帳號的使用請建入完成的電子郵件
位址，如 s10641101@twu.edu.tw)

校園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電子郵件帳號

電子郵件帳號：學號前加小寫s (如學號為 10611101)

帳號即為 s10611101，郵件位址為s10611101@twu.edu.tw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字母大寫

(國際學生：s+西元出生年月日)

空間容量：200MB 
(網路硬碟空間+郵件:200MB)

網路郵局 http://mail.twu.edu.tw/

無線網路帳號學號前加小寫s  帳號即為 s106411101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字母大寫 (國際學生：s+西元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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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網路

–開啟您設備的無線裝置

–連接到TWU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



• 身分驗證

–開啟瀏覽器，連線任意網站

–完成身分認證，暢遊無限

無線網路

開啟您熟悉的瀏覽器
進行身分驗證



無線網路-連接網路(個人電腦)

開啟您熟悉的瀏覽器
進行身分驗證



無線網路-連接網路(行動裝置 )

開啟您熟悉的瀏覽器
進行身分驗證



電子郵件

• s學號@twu.edu.tw

– 200MB，個人網站/電子郵件共用空間

• s學號@gm.twu.edu.tw (Google 應用服務)

– 享有 Google各種服務及無限量的儲存空間

– 畢業後仍可使用，作為校友聯絡管道

• 首次使用信箱請進行密碼變更

mailto:s學號@st.twu.edu.tw
mailto:s學號@gm.twu.edu.tw


電子郵件(mail.twu.edu.tw)



電子郵件(mail.twu.edu.tw)



電子郵件(mail.twu.edu.tw)



電子郵件(mail.twu.edu.tw)



電子郵件(gm.twu.edu.tw)



電子郵件(gm.twu.edu.tw)



電子郵件(gm.twu.edu.tw)



電子郵件(gm.twu.edu.tw)



電子郵件(gm.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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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入口 eProtal

單一帳號服務SSO

sso.twu.edu.tw

校務e化資訊系統(學生/教職員/行政服務)
ecampus.twu.edu.tw

校園導覽
服務系統

同步教學
學習平台

el.twu.edu.tw

行動服務
整合系統

sso.twu.edu.tw

全校整體資訊系統發展架構

TWU

學生學習
歷程系統

ep.twu.edu.tw

行政支援
服務系統

BI
UCAN整合
強化自我認知

影音學習
多元發展

Podcasting

帳號完整學號，如：106411101
密碼預設為身份證字號後九碼
(國際學生密碼：s+西元出生年月日)

行動服務
APP/Line



學生資訊系統的使用
教務相關作業
• 學籍、選課(初、加退選、抵免…)、成績、畢業作業

學務相關作業
• 出缺勤、請假、獎懲、操行成績..

學雜費處理
• 線上繳費、繳費狀況查詢…

數位學習平台
• 網路學園、影音學習、學習歷程（EP）…

• 行動數位校園

• 雲端社群（http://hi.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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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學生資訊系統



線上學習平台(網路學園系統)

http://el.twu.edu.tw/



學習歷程平台(EP系統)

http://ep.twu.edu.tw/



大專學生職能診斷(ucan平台)



修改資訊系統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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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資訊服務

-環球數位校園-



資訊應用服務

學生證(校園RFID卡)的使用

教學用電腦教室的門禁(RFID驗證 )

自由上機教室之開放(RFID驗證 )

校園無線網路存取服務提供

畢業後Email信箱的保留



資訊服務提供

資訊相關課程上機實作

•實務課程上機使用：存誠樓三、四樓；創意樓四樓

自由上機服務

• 課餘的操作： MA309、MA311

• 每日上午8:30~下午9:30；六日亦有開放(另行公告)

資訊應用推廣

• 不定時開設各種教育訓練課程…



進出各電腦教室

進入 離開

靠卡感應
按壓離開



自由上機

• MA309 資訊講堂

–提供訓練研習與自由上機

• MA311 自由學堂

–提供自由上機與列印
(配合合作社作業，請購買影印卡）



數位校園
請善用學校首頁各項連結!www.twu.edu.tw



環球社群平台



環球社群平台



環球社群平台



環球社群平台



RFID校園導覽平台



RFID校園導覽平台



RFID校園導覽平台



RFID校園導覽平台

按我就可以拍照

按我回到輪播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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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應用能力(TWIT)
畢業資格檢定說明



「資訊應用能力(TWIT)」畢業資格檢定暨實施標準作業流程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證書樣式



資訊實務整合應用師(TWIT)考照流程



 本校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學
生

 想增加資訊應用能力取得本證照之學生



• 每個學期將會有2場次提供有興趣參加，時間約為期
中考前後及期末考周前三周

(實際時間將視資訊素養課程進度而修訂)



• 學生在修業期間，如取得具有校外公信力之資訊類專業證
照可申請抵免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

• 檢附相關證照具備本校資訊能力認證範圍測驗至少三項主
題者，得申請抵免「資訊應用能力(TWIT)」檢定之專業證
照。

• 申請抵免資訊能力檢定之學生仍須免費參加「主題10：校
園資訊環境與服務應用」主題檢定，其及格標準應達總分
70分（含）以上。

• 同一主題只能使用一張證照。

• 部分證照可以對應多主題(如MOS大師認證(Master))。



證照類別 認證項目 對應主題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作業系統（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主題09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文書處理（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主題01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電子試算表（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主題03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電腦簡報（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主題02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網際網路（實用級，進階級，專業級） 主題09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Linux系統管理（專業級） 主題09



證照類別 認證項目 對應主題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TQC) Linux網路管理（專業級） 主題09

Microsoft Office 專家認證(MOS) 大師認證(Master) 主題01 主題02 主題03

Microsoft Office 專家認證(MOS) Microsoft Word  (Expert) 專業認證 主題01

Microsoft Office 專家認證(MOS) Microsoft Excel  (Expert) 專業認證 主題03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PI) Level 1以上 主題09

Sun Microsystems SCJP以上 主題09



證照類別 認證項目 對應主題

Adobe ACA國際認證 Photoshop、Dreamweaver、Flash 主題06

國家技術士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主題01 主題03

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EEC)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師 (e-Enterprise Assistant 

Planner , EEAP)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e-Enterprise 

Planner , EEP)

主題04

電子商務管理師認證(ECM)
電子商務分析師認證(標準ECA) 、電子商務規劃師認
證(進階ECP) 、電子商務管理師認證(專業ECM)

主題04

網路行銷管理師認證(IMM)
網路行銷分析師認證(標準IMA) 、網路行銷規劃師認
證(進階IMP) 、網路行銷管理師認證(專業IMM)

主題05

多媒體網站管理師認證(MWM)

多媒體網站分析師認證(標準MWA) 、多媒體網站規
劃師認證(進階MWP) 、多媒體網站管理師認證(專業
MWM)

主題06



證照類別 認證項目 對應主題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TQC+ ) 設計領域＊ 主題06

顧客關係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 主題07

顧客關係管理
CRM Merchandise Analyst[CRM顧客關係管
理商品分析師]

主題07

設計領域包含：

電腦繪圖概論與數位色彩配色、電腦繪圖設計 (Illustrator) 、影像處理 (Photoshop) 、Flash動
畫設計、 Flash動畫編輯製作、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電腦圖像編輯製作 (Illustrator) 、
影像編輯製作 (Photoshop) 、網頁編輯製作 (Dreamweaver)、編排設計 (InDesign)



• 通過檢定之學生成績逕由圖資處-資訊中心進行證照登錄處
理。

• 辦理抵免資訊能力檢定之學生至遲應於畢業當學期：

 第一學期（上學期）為一月十日，第二學期（下學期）
為五月二十日以前完成相關證照登錄，並需檢附相關證
照文件，以證明該學生具一定程度的資訊基本能力。



• 「資訊應用能力(TWIT)」因具教育部民間丙級證照鑑定證書採認，
檢定考試得由發照單位收取相關檢定費用。目前收費是500元(可以
重考一次) ，第3次考試400元

• 【低收戶及身障生免收認證檢定費用說明】

對於低收入戶及身障生是不收取認證相關費用，證明的部份如下：

※自99年09月01日起，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低收入卡】
者認證單位免收認證鑑定費用，請將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政府單
位的低收入證明(影本)送至圖書資訊處-資訊中心( MA308 )辦理。

※請記得在報名截止日前繳交，逾期不補收文件



01職場文書處理基礎與實務能力
02職場簡報基礎與實務能力PPT
03職場試算表工具基礎與實務能力Excel
04現代化企業人才電子商務應用基礎與實務能力
05數位行銷與網路創意基礎與實務應用
06數位多媒體網站設計基礎與實務應用
07客戶關係管理基礎與實務應用
08資訊倫理與法律基礎與實務應用
09資訊安全基礎與實務應用
10校內資訊環境與應用



資訊應用能力檢定的「十大資訊應用主題」

TWIT

資訊應用

能力檢定

職場文書處理基

礎與實務能力

(Microsoft Office 

Word)

職場簡報基礎與

實務能力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職場試算表工具

基礎與實務能力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現代化企業人才

電子商務應用基

礎與實務能力

數位行銷與網路

創意基礎與實務

應用數位多媒體設計

基礎與實務應用

顧客關係管理基

礎與實務應用

資訊倫理與法律

基礎與實務應用

資訊安全基礎與

實務應用

校園資訊環境與

服務應用



• 線上測驗方式

• 十大主題進行亂數隨機方式

• 出題每次考試至少為80題

• 及格標準應達總分70分（含）以上



• 十大主題範圍已經公布電子檔在認證考場

http://twit.twu.edu.tw

另外配合通識課程(資訊素養)上課，將隨授課教師開
通(模擬系統) ，可以進行模擬測驗。

非授課對象，將協助開通模擬系統，以利進行模擬
測驗。

http://twit.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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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安全合法使用資訊科技

四不 一沒有
尊重保護

智慧財產權



尊重智慧財產權

•不任意下載不

•不任意拷貝不

•不任意轉貼不

•不使用違法軟體不

•沒有獲得合法授權不使用沒有



校園智財權管理原則

1. 應尊重智慧財產權，單位或 個人使用、
複製及修改電腦軟體，應依著作權法相關
規定辦理。

2. 不應使用任何非法或未經授權軟體，落實
使用合法電腦軟體。

3. 各書籍/文件不應使用任何非法或未經授
權之複印、再製。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要求



•個資法重要事項

–個資法和一般法最大不同為當事人舉證改為被
告舉證(校方/系所/學生會/學生社團/…)

–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
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已明
列在相關法源內，依特別法得以蒐集、處理或利用)

–其它事項請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個人
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個資法宣導



其它事項宣導



注意事項一

• 選課時，若無法成功登入系統，請向教
務處註冊組，查明身份證字號/居留證號
是否正確

• 若有郵件(無線網路)無法帳密檢查成功請
持學生證至圖資處-資訊中心(MA308)更
改。
(未有學生證之前可請系辦開立相關證明)



注意事項二選課需知1

1. 加退選作業：一律採線上選課

1. 選課期間：自106年9月18(一)日10時至106年09月27(三)日24時止
第一天：9月18日（一）10時-開放畢業班、延修生
第二天：9月19日（二）10時-全面開放

2. 新生請注意：新生第一學期不須自行選課，僅須前往確認自選的課表，自一年
級下學期起，方得自行選課。

2. 轉學生請先辦理學分抵免核定通過後，再進行選課。

3. 選課完成後，同學可列印個人課表留存無需繳回。同學選課時，如選取非本班開
課課程，是否列入畢業學分，應完成認可抵免申請。

4. 學選課結果，均以網路加、退選後結果為準，未上網加選之科目雖有去上課亦不
予承認；已上網加選之科目無退選，且全學期都未到課者，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5. 選課期間若有問題，請至各系辦公室、通識教育中心(創意樓一樓AS105)或洽課
程發展組（創意樓一樓AS114）尋求協助。

6. 如何查詢課表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登入➡06課務管理➡065e開課查詢

 學校首頁左上方選取學生➡資訊系統➡課表查詢

 建議同學依就讀科系，到各系所網站點選「課程規劃」，即可依不同學制，
查詢全學年課程規劃。



注意事項二選課需知2

1. 每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規定

2. 選課其它說明

 請至http://web.twu.edu.tw/~oaacs/課程發展組網頁➡【選課資訊】查看相
關訊息，每學期亦有選課公告，請同學務必於公告時詳閱相關規定。

 轉系及轉學生請先至註冊組申請學分抵免。抵免通過免修之課程，應自行退
選，未退選者，視同自願重覆修習。

 選課完成後，請檢視個人課表確認選課結果，選課結果如有疑義，請於選課
截止期限(9月27日)前，至教務處課程發展組查詢。加退選結束後，發給各班
選課確認單，請同學於9月28日(四)至10月5日(四)前，上網再【確認】個人選
課紀錄，填報選課學分確認、簽名，經導師及系辦蓋章後統一回報，逾期未
回報者，以選課系統所存資料為準。

學制 年級 下限 上限 超修限制

研究所 一、二 3 12
經所長同意，可超修

2~3學分。
四技 一、二、三

16 25
成績優異，經系主任
同意，可超修3學分

二技 三
四技

四 9 25
二技

本表為「環球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四條相關內容簡化、整理而成，如有不明白
之處，敬請參閱原辦法條文內容。
申請超修「加退選異動申請單」，並經簽核單位核章後，送至課程發展組辦理。



隨時到資訊中心來喝茶吃糖和我們相互請益
(存誠樓MA308)

把問題po到本處的討論區，我們隨時
有同仁前往解惑

打個電話來吧！
#2901~#2910

寄信給我們
ccis@twu.edu.tw

請系上老師轉達
您的問題…(但請務必清楚)

網頁Q&A

那裡可以找到協助











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