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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哪裡可以尋求協助？認識圖書資訊處…

 如何使用校園網路？從何開始/如何啟用…

 常用資訊系統有哪些？用途及如何使用…

 智財權及資安與個資保護認知宣導…

 重要宣導-如果因應疫情，須遠距上課，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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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可以尋求協助？
認識圖書資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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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據點

存誠樓三樓 (MA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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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網頁內各項說明與手冊
https://olis.twu.edu.tw

8



如何使用校園網路？
如何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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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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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認識兩個帳號(學號有加S和沒有加S使用區別)
當你成為環球科技大學的學生時候，配發㇐個學號給你
因為這個學號還在籍(在校生，沒有休學退學或畢業)，所以配發了電子郵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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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用【電子郵件】

如何進入信箱 https:// webmail.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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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驟後，會遇到的問題…

 要啟用電子郵件帳號，必須先登入資訊系統，而首次使用資訊系
統必須先變更預設密碼…

 資訊系統帳密確認及變更預設密碼路徑有兩種
– 方法㇐：透過學校網頁，找到網站..
– 方法二：直接打 https://sso.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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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資訊系統預設密碼-方法㇐：官網上找…

學校官網 www.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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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資訊系統預設密碼-方法二：直接打網址
直接打 sso.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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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步驟囉！--開始變更預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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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把資訊系統預設密碼改掉囉…

如果有變更成功，它就會跳到原來的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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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啟用【電子郵件】

如何進入信箱 https:// webmail.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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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下步驟…



變更完資訊系統密碼後，就可以開始啟用電子郵件囉！

電子郵件啟用步驟
1. 教職員工生使用員工編號或學號 並輸入

密碼，登入啟用系統

2. 驗證：
1) 正常可以登入啟用系統設定信箱密碼
（可以和資訊系統相同或不同）

2) 使用者帳號或密碼錯誤重試
3) 帳號被鎖定：您的SSO帳號已被 鎖定請至

圖書資訊處帳號解鎖
4) 須強制變更密碼：未曾變更SSO 密碼或管理

者變更您的密碼請 立即變更密碼

這裡的帳號和密
碼是您剛才修改
的資訊系統帳號

和密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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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操作方式無誤，就可以設定您信箱的密碼了

出現【密碼變
更成功】表示
啟用成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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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帳號啟用成功，除了可以使用校屬
電子郵件外，亦可用同㇐組帳號/密碼，
使用學校的無線網路。

郵件啟用相關問題可參考線上手冊，有更詳細的步驟與說明
https://webmail.twu.edu.tw/activateyouraccount/pdf/20200824.pdf

電子郵件帳號是學號前加小寫S喔，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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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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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無線網路連線名稱：
TANetRoaming)亦可使用本校的e-mail帳號與密碼登入
使用無線網路。(帳號請輸入完整的電子郵件位址，如
s110a11101@m0.twu.edu.tw)

帳號，為s+學號，如：s110a11101 (帳號的英文字為小寫)
電子郵件位址，為s+學號@m0.twu.edu.tw，如 s110a11101@m0.twu.edu.tw

22



校屬郵件外，學校還提供專屬本校Google郵件服務…

 s學號@gm.twu.edu.tw (Google 應用服務> Gsuite/Google Workspace)
–和㇐般使用gmail方式㇐樣，只是要打入學校提供帳號
–享有 Google各種服務及相對容量的儲存空間
–畢業後（含退學)即尚失使用權
–首次使用信箱請進行密碼變更

–須完成兩步驟驗證

這個很重要，沒啟用30
天後即無法登入該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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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本校Google郵件服務

 帳號：s學號@gm.twu.edu.tw （如 s11043312@gm.twu.edu.tw）

 密碼：
– 本國學生：身份證字號全碼 （第㇐個字母大寫）
– 境外生：小寫s加西元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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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電子郵件線上資源(gm.twu.edu.tw)
 帳號啟用(步驟說明)

– https://gm.twu.edu.tw/enable.php

 兩步驟驗證(google提供)
– https://www.google.com/landing/2step/
– 登入 G Suite 後，點選連結，點選「開始使用」，依說明完成設定。
– 帳號啟用後，須於30天內完成，

 代收設定(步驟說明)
– https://gm.twu.edu.tw/transf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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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資訊系統有哪些？
用途及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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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如果您在啟用郵件前已完成這件重要工作，即可以不用再做㇐次囉，但
密碼必須每六月變更㇐次，以確保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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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變更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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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變更預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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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把資訊系統預設密碼改掉囉…

如果有變更成功，它就會跳到原來的登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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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變更成功後，建議先設定備用信箱
(忘記密碼時可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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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有設忘了就
有救啦，沒設忘了就需

親自到資訊中心
(MA308)處理



萬事具備，來看看有哪些應用…

行動服
務-手機

APP

學生資訊
系統

學習歷
程-EP

圖書館館
藏查詢

UCAN職
能施測

諮商個案
管理系統

網路學
園-EL

其它支援
性系統

單㇐登
入服務-

SSO

推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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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概述

教務相關

• 學籍…

• 選課…

• 成績…

• 畢業…

學務相關

• 出缺勤查詢

• 請假…

• 獎懲…

• 操行…

學雜費

• 繳費狀況查詢

• 線上繳費…

33



如何進入學生資訊系統

https://www.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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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改過密碼，請使
用變更過的密碼喔



線上學習平台(網路學園el)

https://el.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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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操作手冊 https://el.twu.edu.tw/base/10001/door//WMPro 使用手冊/wm5.0_學生環境操作手
冊.pdf



https://ep.twu.edu.tw/
學習歷程平台(學生ep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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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職能診斷(UCan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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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權及資安與個資保護認知…
用途及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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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原創、保護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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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合法使用資訊科技

四不 ㇐沒有
尊重保護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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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智慧財產，支持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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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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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智慧財產權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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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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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書籍/文件不應使用任何非法或未經授權之複印、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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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與自我資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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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

 個資法重要事項
– 個資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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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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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你和我…

 勿任意安裝不明軟體、連結不明網站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以免
感染電腦病毒、木馬或惡意程式

 作業系統應經常更新，修補程式漏洞，避免被駭客攻擊(例如：勒
索病毒)

 個人電腦應安裝掃毒/防毒軟體，定期更新病毒碼，防堵可能中毒
的網路管道，隨身碟或外接式硬碟等儲存設備，放入電腦讀取前
應先進行掃毒再使用

 行動裝置之使用，應注意帳號及密碼的管理及APP的安全性

 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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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離開座位，電腦應該設定螢幕保護
程式(須設定開 機密碼，時間最⾧不
得超過15分鐘)或是其他控制措施保
護

 離開座位致所使用資訊設備有遭入
侵之虞者，應於離開前將螢幕鎖定
或登出已登入之系統(同學最常於電
腦教室使用後未登出即離開教室)

 ⾧時間離座位，建議將電腦關機
– 杜絕來自網路的破壞
– 防止帳號或密碼被盗用
– 防止重要資料遭竊

 無論電子或紙本，備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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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宣導
-因應疫情，須遠距上課，該注意什麼…

47



遠距上課有老師都用什麼工具？？？

 目前學校的主流工具有
– Google meet 
– 本校網路學園

 部份老師參雜使用
– Line
– FB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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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使用meet上課

 為讓同學能快入加入老師課程，請同學務必跟授課老師保持聯繫，
或隨時注意各課程之公告(每個老師使用的工具可能有所不同)
– 使用meet上課時，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
請使用本校配發之sXXXXXX@gm.twu.edu.tw 帳號進入課程，它可解決進入
老師課程時需要再被同意的問題….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s110xxxxx@gm.twu.edu.tw 和 s110xxxxx@m0.twu.edu.tw 是不同的
 s110xxxxx@gm.twu.edu.tw 和 自己私人的 XXXXX@gmail.com 是不同的

– 我們上課用meet, 要s110xxxxx@gm.twu.edu.tw 登入google 服務
(請務必學會識別或了解不同帳號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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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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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eet的使用…【手上有會議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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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eet的使用…【手上有會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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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上課的資訊哪裡找？？

1. 和導師保持聯繫，隨時尋求協助

2. 隨時關注課程授課教師之上課資訊，同時和同學保持聯繫，這時候
“人傳人”是最快取得資訊的方式

3. 進修部網站尋找相關訊息
https://web.twu.edu.tw/~nightschool/showindex.php

4. 致電進修部
任何問題都會有專人協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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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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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APP，可以查個人課表和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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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有Line，可以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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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官方FB也很熱鬧…

https://www.facebook.com/TWUniversity/

加入FB官網，隨時掌握大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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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前，回想㇐下…

 今天回去後，請先確認
1. 資訊系統能不能用？預設密碼是否變更了？
2. 校屬電子郵件能不能用？是否已進行啟用程序？
3. 學校配發的gm帳號能不能用？是否已啟用兩步驟驗證？
4. 因應視訊上課：會不會使用使用必要工具？
 網路學園能不能登入？ 會不會使用？
 google meet 會用了嗎？

5. 班上否建立班級群組？我有沒有加入…這很重要，因緊急時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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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到圖資處-資訊中心來喝茶吃糖和我們
相互請益(存誠樓MA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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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處網頁Q&A

Google
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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