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雲端：
校園授權軟體好簡單

Offi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內容 報告人

校園授權軟體介紹 丁義雄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 丁義雄

發問、有獎徵答

雲端服務介紹 曾子岳

雲端服務操作說明 曾子岳

發問、有獎徵答、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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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授權軟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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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軟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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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授權軟體

校內目前提供之授權軟體光碟檔案格式為：ISO (映像檔)

請利用以下兩種方式使用ISO檔案
1.利用燒錄軟體，將映像檔燒成實體光碟後使用
2.利用虛擬光碟軟體，直接掛載映像檔



授權軟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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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授權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教職員版 全校授權 教職員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學生版 全校授權 學生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Visio 30 教職員生 雲端連線使用

Project 30 教職員生 雲端連線使用

 防毒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Sophos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GData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授權軟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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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SAS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MATLAB 100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SPSS 17 65 教職員生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SPSS 21 25 教職員生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SPSS 24 25 教職員生 臨櫃借用/網頁下載

AMOS 16 30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Nvivo 5 教職員生 雲端連線使用



授權軟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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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Acrobat 11 200 教職員 臨櫃借用

 影音編輯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非常好色 v9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威力導演 12 60 教職員生 電腦教室

威力導演 14 450 教職員生 公用電腦 / 雲端連
線使用

ADOBE CC 15 教職員生 雲端連線使用

CS4 60 教職員生 集思軒/電腦教室



授權軟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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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軟體

軟體名稱 授權數量 授權範圍 取得方式

新自然輸入法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PowerCam 全校授權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LiveDVD 45 教職員生 網頁下載



支援非Microsoft平台之授權軟體

支援Mac之授權軟體

- O365 

- Matlab

- SPSS

支援android/iOS之授權軟體

- O365

支援Linux之授權軟體

-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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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啟用方式

 KMS驗證

 Windows各版本

 每180天重新驗證

網路授權

 Matlab、SPSS、AMOS

序號查詢

 http://ftp.nsysu.edu.tw/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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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取得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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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軟體取得方式

圖資處網頁下載

http://lis.nsysu.edu.tw

臨櫃借用

圖書與資訊處

綜合業務組丁先生

校外下載(未在140.117.*.* IP範圍內)

須先透過VPN連線

2016/11/30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3

授權軟體
取得方式

圖資處
網頁下
載

臨櫃借
用

http://lis.nsysu.edu.tw/


圖資處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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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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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期三天

 填寫借用單

 留證件



軟體取得方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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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網頁下載之授權軟體

 Windows、Office、Sophos、GData、SAS、SPSS、
MATLAB、AMOS、非常好色、新自然輸入法、
PowerCam、LiveDVD

可臨櫃借用之授權軟體

 Windows、Office、SAS、SPSS

可雲端使用之授權軟體

 Visio、Project、Nvivo、Adobe CC、Acrobat Pro



校外連線下載(非140.117.*.* 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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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N

 網頁連線

 程式下載



Java設定(1/2)

先到控制台，點選Java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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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安全”標籤

2.點選”編輯網站清單” 3.新增”https://vpn.nsysu.edu.tw”

Java設定(2/2)



網頁連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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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IE右上方的”齒輪”圖示，
再點選”相容性檢視設定”



網頁連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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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在新增此網站的欄位中，輸入
nsysu.edu.tw網址，再點選
「新增」按鈕。



網頁連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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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從網址列輸入
https://vpn.nsysu.edu.tw。



網頁連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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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點選「開始」按鈕後，
會出現數個安裝應用程
式的訊息，請確認安裝。



網頁連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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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從右下方的工作列上，可
看到黃色的鎖頭圖示，即
表示已vpn連線成功。

點選鎖頭圖示即可
看到被指派的校內
IP位址。



程式下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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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網頁連線無法成功時)

1. 網址：
http://ftp.nsysu.edu.tw

2. 點選：自由軟體->VPN

3. 選擇作業系統

http://ftp.nsysu.edu.tw/


程式下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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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請依電腦作業系統版本
(32或64位元)下載並安
裝用戶端連線程式



程式下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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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安裝Pulse 

Secure程式
三步驟。

1.

2.

3.



VPN連線方式說明

程式下載(4/6)

 執行Pulse Secure程式(在所有程式的Pulse Secure

資料夾內)並新增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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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程式下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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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輸入使用者名稱及
密碼。

3.點選”連線”按鈕。
1.選擇”身份”。



手動安裝連線程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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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連線方式說明

從右下方的工作列上，
可看到此圖示，即表
示已vpn連線成功。

點選該圖示
兩下，出現
「已連線」。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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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惠予指教!



漫步雲端：校園授權軟體好簡單
單位：圖書與資訊處

報告人：丁義雄、曾子岳



使用授權軟體全新方法：雲端連線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雲端連線(虛擬桌面)

未來取得授權軟體可以…

不用下載 不用安裝、設定 不限制時間地點使用
(上課班級優先使用)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雲端連線(虛擬桌面)

不用下載：

只需事先安裝好雲端系統或使用瀏覽器登入雲端系統，

可以為您省去下載程序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雲端連線(虛擬桌面)

不用安裝、設定：

減少因為設定、安裝過程有疏忽造成的安裝失敗，

還能跨平臺 (Mac、Linux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
安裝

甲系統

A版本 B版本

乙系統

驅動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雲端連線(虛擬桌面)

不限制時間地點使用：

使用時間、地點不再被限制，

即使是在校外或戶外、早上或半夜，

都能直接使用。

※人數限制



軟體取得方式說明：雲端連線(虛擬桌面)

雲端新夥伴：行動裝置

雲端服務不只可以在傳統電腦上使用

還能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上操作









讓圖資處帶您漫步雲端



圖資處現有雲端服務

虛擬機器 (VM：Virtual 
Machine)
→架設伺服器、集中化、虛
擬化
※目前只開放教師、行政人
員申請

虛擬桌面 (VDI：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軟體雲端化、客製電腦環境
※上課班級優先使用(人數限制)



虛擬機器：架設伺服器主機

建置校務系統、研究計畫網站需要架設伺服器

研究計畫

~~~~~~~~
~~~~~~~~
~~~~~~~~



虛擬機器：架設伺服器主機

籌措經費、經過開會流程並同意 系統或網站下線後，機器被閒置

…經費
預算？

是否
必要？

報價、
招標



虛擬機器：架設伺服器主機

架設行政、研究用伺服器不必購買新主機

圖資處提供伺服器主機租用，能客製化您要的環境，

也有提供防火牆與不斷電環境，讓您使用得更安心



虛擬機器：機器維護汰換

容易故障、不易維護

機器故障無法更換或擴充零件

超過保固、維護費用增加



虛擬機器：機器維護汰換

機器名稱：
○○

使用年限：
○年
金額：
○○○○
財產編號：

○○
管理人：
○○○

舊機器報廢或轉移

新增財產管理標籤

系統重新配置、安裝



虛擬機器：機器維護汰換

• 不必購買新機器

• 不必自行維護設備

• 減少經費支出

• 方便管理及系統維護

• 減少管理人員的管理壓力



虛擬桌面：訂做一個桌面環境

• 校園授權軟體

• 管理電腦教室

• 架設臨時性的電腦環境



虛擬桌面：訂做一個桌面環境

校園授權軟體不須安裝及下載，任何平臺及系統也能使用授權軟
體



虛擬桌面：訂做一個桌面環境

提供新方案給沒有發派軟體的單位管理、維護電腦



虛擬桌面：訂做一個桌面環境

架設考試檢定專用或會議專用的電腦環境

~~~~~
~~~~~
~~~~~
~~~~~
~~~~~
~~~~~
~~



虛擬桌面：授權軟體採購

授權軟體費用：使用人數 X 授權費用 X 年份



虛擬桌面：授權軟體採購

系所A 系所B 系所C

30個授權 50個授權 45個授權

共需要125個授權



虛擬桌面：授權軟體採購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 系所A 系所B 系所A 系所B 系所A

下午 系所C 系所C 系所C

只要50個授權



讓我們開始「玩玩看」吧！



總結與回顧：

•校園雲端服務

1. 虛擬機器：架設伺服器、虛擬化機器

2. 虛擬桌面：軟體雲端化、臨時性環境建置、減少軟體授權數採
購



資訊相關諮詢

•校園授權軟體、VPN
圖資處 丁先生 分機：2464

•校園雲端服務
圖資處 曾先生 分機：2500



在網站上了解更多



簡報結束 煩請各位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