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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計網中心 

計網中心網路服務 

計網中心網址：cc.stust.edu.tw  (網頁版)        m.cc.stust.edu.tw (行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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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臺學生入口頁面 

提供計中系統、教務、學務、總務等之各項學生系
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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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密碼啟用及變更 

新生入學時請務必完成密碼啟用，完成啟用後才能
使用學校各項校務系統。 
 系統位置：南臺首頁->本校學生->密碼變更及啟用系統 
 啟用程序教學說明 

 
 

http://net.cc.stust.edu.tw/email/enablegmail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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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臺信箱服務 

南臺Google應用 
 Google Gmail 郵件(無限)、Google Calendar 行事曆Google 

Docs 文件、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Google Apps。 
 本校學生一律使用南臺Gmail作為校務電子郵件通訊的主要管道，
請同學務必常常接收信件 

 郵件位址為 「帳號@stust.edu.tw」  

如何將學校信箱信件自動轉寄至個人信箱，例：
Yahoo、Hotmail、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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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線網路服務 

南臺科大有設置多點無線基地台，只要輸入您學校
的Email帳號與密碼，即可啟用無線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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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管理 

本校網路流量管制 
 校園有線網路每一網路IP位址單日流量上限為6 GBytes。 
 校園無線網路每一使用者單日流量上限為6 GBytes。 
 若流量超過上限則限制頻寬為128 Kbps。 

 
為加強資訊安全及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除計網
中心公告認可之P2P軟體，校園網路禁止使用 P2P 
類型之軟體。 
◆相關介紹：
http://cc.stust.edu.tw/tc/node/management 
 

 

http://cc.stust.edu.tw/tc/nod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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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安全宣導 

 本校為單一登入系統，密碼長度至少8碼，並妥善保存，
不要給他人使用。 

 Email不要隨意瀏覽不明郵件，注意網路釣魚的惡意行為。 

 電腦請安裝防毒軟體，學校有校園授權軟體。 

 學校首頁→本校學生→計網中心資訊→校園授權軟體
下載 

 作業系統定期更新/修補作業系統已知漏洞，避免軟體漏
洞被入侵。 

 勿隨意安裝網路上的不明軟體，以免被植入木馬或病毒。 

 個人資料請定期備份。 

◆宣導網址：http://cc.stust.edu.tw/tc/node/isc 

 

http://cc.stust.edu.tw/tc/node/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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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開放教室 

計中有兩間網路電腦開放教室，平日可供學生上網
查詢資料及練習作業，亦有掃描器可供使用。 
 地點：E207、E208 

 開放時間 
 

 
一般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 22:00 

假日時段 開學第1～3週、期中考與期末考前二週及考試當
週開放（09:00 ～ 12:30、14:00 ～ 16:30） 

暑假時段 配合學校公告 

寒假時間 不開放 

以上開放時間若遇國定假日暫停開放 



10 南臺科技大學   計網中心 

(八) 南臺FACEBOOK粉絲團 

南臺Facebook粉絲團會不定期發布最新南臺新聞與
相關校園活動實記。請務必加入粉絲團一起Follow校
園動態唷!! 

   
 南臺科技大學 | 

https://www.facebook.com/stust.edu.tw?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stust.edu.tw?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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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南臺影音分享平台 

歡迎提供所有在南臺的酸甜苦辣，有歡笑，有淚水，
值得回憶的影音片段，讓我們一同分享。 
◆系統網址：http://my.stust.edu.tw/site/video 

 

http://my.stust.edu.tw/sit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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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臺E網通 

南臺e網通為校務資訊系統單一入口，登入即可取得
校內各項資訊系統。 
系統連結：https://eportal.stust.edu.tw 

 
 

https://eportal.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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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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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儲存空間 

提供學生15G儲存空間、與好友分享檔案、建立網路
備份空間。 
 相關操作請參考：http://cloud.stust.edu.tw/page1-1.html 

 

雲端桌面 Office 365 

http://cloud.stust.edu.tw/page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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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端桌面 

雲端桌面 
 可有效統整所需的應用程式、提升使用的便捷性、提供

雲端電腦教室。 
 可在任何地方任何設備使用桌面 
 提供雲端電腦教室(結合LiveDVD) 
 可與本地端設備作聯繫 

 【第一次】使用必須先啟用，同時最大上線人數為200人。 
 軟體及使用手冊下載網址：     

http://net.cc.stust.edu.tw/cloud/view 

 

https://webap.stust.edu.tw/gapps/LDAP/changepwd.aspxhttps:/webap.stust.edu.tw/ViewActivate/
http://net.cc.stust.edu.tw/clou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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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FFICE 365 

 Office 365 結合大家熟悉的 Microsoft Office、協同
合作 SharePoint及整合通訊Lync，讓教師、學生可
以透過任何行動裝置存取學校重要資訊，與協同合
作。 
 Office365啟用步驟 
 Office365簡易介紹  

 
 

雲端桌面 

http://net.cc.stust.edu.tw/office365/office365_enable
http://net.cc.stust.edu.tw/office365/office365_enable
http://net.cc.stust.edu.tw/office365/office365_introduction
http://net.cc.stust.edu.tw/office365/office365_introduction
http://net.cc.stust.edu.tw/office365/office365_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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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基本能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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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基本能力檢核 

資訊基本能力檢核零學分必修之畢業門檻。 
資訊基本能力檢核以自我學習為主，請同學多上網
練習「資訊基本能力檢核會考」題庫，如果同學有
上網進行題庫練習，將會有很高的通過率。 
 考試時間：每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期間 
 題庫網址：http://my.stust.edu.tw/course/7526  

 

http://my.stust.edu.tw/course/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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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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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Y數位學習 

 My數位學習為本校網路校園學習聚集地，可讓同學
方便快速了解各門課程、參與社群的討論、事件、
公告與文件等訊息。 
 網路教學(學期課程、歷年課程) 
 校園社群(班級網站、社團網站與計畫/實驗室等網站) 

 系統網址：http://my.stust.edu.tw  
 系統位置：南臺首頁->本校學生->教務資訊->My數位學習 

 

http://my.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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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磨課師 (MOOCS) 

 104學年開設『天才李白』與『英語課室的戲劇表演』
兩門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同學熱情參與！ 
 系統網址：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


22 南臺科技大學   計網中心 

(三)開放式課程 (OCW) 

開放式課程目前共有43門課程供同學可以線上觀看
課程影片，幫助學生與自學者自我學習相關領域之
知識。 
 網址：http://ocw.stust.edu.tw/ 

http://ocw.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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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人學習檔 
(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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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人學習檔(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南臺人學習檔」提供學生所有在校的各項課業及
課外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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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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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地圖 

呈現時序表完整的課程規劃，可看到修習狀況及未
來預開設之課程。 

◆系統網址：http://course.stust.edu.tw 
◆系統位置：南臺e網通->學生資訊系統->教務資訊->網路選課系
統->學習地圖 

 
 

http://course.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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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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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系統 

學生辦理請假方式以網路請假為主 
 逾期(超過10日且未滿30日)須列印紙本假單請假會簽 

 

可查詢已登錄成功的假單並檢視會簽流程 

可查詢本學期缺曠請假情形 

查詢本學期獎懲情形並顯示目前操行分數 

一般假別(病/生理/事/婚/喪/產)請依系統提示完
成請假登錄，公假需選擇指導老師，如有問題可
儘速詢問生輔組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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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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