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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TANet 新世代 Gigabit校園網路連線計劃 

一、 前言： 
依據教育網路 TANet 中區網路管理中心—中興大學審核辦法，提供本校連外

專線頻寬提昇，於 5 月 5 日參與中區網路管理會議提出申請文件，且說明未

來學校提昇頻寬所辦理事宜。  
目前國立彰化高中網路 TANet 連外頻寬使用一路專線頻寬為 100 M bps 連接

彰化線教育局 (彰化縣網中心 )，另外兩路為中華電信 100M/40M DSL 及 FTTB 
100M/100M，計劃申請高速乙太線路連線頻寬為 100M/100M bps(亞太電信 )，
以下為本校針對申請辦法八大項提出說明。  
 

二、 計劃說明： 
一、「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納入單位規範及建立處理機制：  

1-1.已完成修改「國立彰化高中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新增條文如下：  

第十一條  網路使用人不得有濫用網路系統行為。（相關懲罰事項列於

「校園網路管理規則」辦法）【新條文】 101.12 

第十二條  對違反本規範之行為人或非特定對象所採取之各項管制措

施，應符合必要原則、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其所為之

處分，應依正當法律程序，提供申訴和救濟機制。處理相關

網路申訴或救濟程序時，應徵詢「計算機諮議委員會」之意

見。（詳細執行方式另訂「彰中電腦網路使用管理辦法」）【新

條文】  

第十三條  依「彰中電腦網路使用管理辦法」之受處分人，其另有違法

行為時，尚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負法

律責任。【新條文】  

網頁位址：http://cc.chsh.chc.edu.tw/doc/lawforNetwork02.html  
1-2. 已完成制定「國立彰化高中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法」，懲罰條文如下：  

第五條 凡觸犯下列規定者，經查情節後提報較輕者，可依據校規記警告貳次，

停止其所有網路使用權，為期二個月至四個月。 

第五條之一 凡觸犯下列規定者，經查情節後提報較重者，可依據校規記小過乙次，

停止其所有網路使用權，為期三個月至六個月。 

第六條 凡觸犯下列規定者，經查情節後提報較輕者，可依據校規記警告貳次，

停止其所有網路使用權，為期二個月至四個月。 

第六條之一 凡觸犯下列規定者，經查情節後提報較重者，可依據校規記小過乙次，

停止其所有網路使用權，為期三個月至六個月。 

網頁位址： http:// cc.chsh.chc.edu.tw /doc/lawforNetwork02.html  
 

http://cc.chsh.chc.edu.tw/doc/lawforNetwork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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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量統計圖（學校電腦中心管轄主要 Router 及 Switch 的 MRTG 流量圖

MRTG）：已完成網頁環境 http://mrtg.chsh.chc.edu.tw/，校園架構圖如下圖： 
 

 

 

 
網路流量統計項目如下表：  
 

中興樓 MRTG 

• 電腦中心 Catalyst 3560G (192.168.110.101) 
• 中興樓區網 SMC8624 (192.168.110.102) 
• 電腦中心 Catalyst 3750X (192.168.110.254) 

中興樓一樓處室 MRTG 

• 人事室 DGS-3100 (192.168.110.104) 

藝能大樓 MRTG 

• 國文科 EX2200 (192.168.110.126)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01/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02/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54/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04/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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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 EX2200-48 (192.168.110.122) 
• 體育組 EX2200 (192.168.110.125) 
• 英文科 EX2200 (192.168.110.124) 
• 綜合科 EX2200-48 (192.168.110.123) 
• 音樂科(特教組) EX2200-48 (192.168.110.121) 
• GIS 地理資訊教室 EX2200 (192.168.110.127) 

弘道樓 MRTG 

• 教務處 C750x-24 (192.168.110.111) 
• 教務處 EX2200-24 (192.168.110.112) 
• 輔導室 EX2200-24 (192.168.110.113) 
• 學務處 EX2200 (192.168.110.114) 
• 教官室 EX2200 (192.168.110.115) 

科教大樓 MRTG 

• 科教大樓 Catalyst 3560 (192.168.110.253) 
• 地球科學實驗室 EX2200 (192.168.110.235) 

資訊館 MRTG 

• 資訊館 EX2200 (192.168.110.247) 
• 學生宿網 EX2200 (192.168.110.234) 
• 無線控制器 FG-200A 
• 核心防火牆 FG-100D 

 
註：以上每項統計首頁圖形，經點選後可顯示該統計資料的日統計、週統計

與月統計三個細項資料。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2/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5/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4/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3/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1/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27/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11/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12/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13/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14/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15/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53/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35/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47/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34/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200a/
http://mrtg.chsh.chc.edu.tw/mrtg/1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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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三十名 IP Address 使用量（學校對 TANet 流量 In/Out 排名）：  
(完成網頁位址 :  http://192.168.5.58) 

 輸入流量前 30 名統計： 

 
 輸出流量前 30 名統計： 

http://192.16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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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mail 帳號（ abuse、 security）：   

4-1.完成帳號設定全名為： abuse@chsh.chc.edu.tw、 security@chsh.chc.edu.tw 
4-2.完成設定上列二組帳號，並轉送郵件至作業人員郵件，圖書館 -資訊媒體

組電子郵件帳號： info@chsh.chc.edu.tw。  
五、 IP 使用及異動作登記管理：已完成網頁 http://163.23.x.y /ipman 

 
校園網路 IP 位址管理一覽表：  

使用單位 位置 IP 網段 管理人員 Server 數量 

國立彰化高中  163.23.x.y      

圖書管資訊媒體組 圖書館 163.23.x.y 梁仕炘 網路主機  x8 

     資料庫主機 x3 

     行政主機 x3 

     

生活科技科 資訊館(1-3 樓) 163.23.x.y 陳章裕 教師研究主機  x10 

  163.23.x.y 1  教學電腦  x200 

  163.23.x.y ~  網路主機  x3 

  163.23.x.y   

   地理科 藝能大樓(六樓) 163.23.x.y 盧昕彤 行政主機  x1 

  163.23.x.y  教學電腦  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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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 藝能大樓(3 樓) 163.22..x.y 莊宗達 行政主機  x1 

   莊宗達 教師研究主機  x1 

    教學用主機  x30 
      

學生宿舍 男生宿舍 192.168.14.x  學生用主機  x10 

  女生宿舍 192.168.14.x  學生用主機  x7 

     

註：上列網路位址皆依據校園網路 IP 位址管理主機，所彙整出的資料列表。 
 

六、廣告信件或網路攻擊行為的反應處理機制，並建立處理現況及公告之網頁：  
 
 

 
完成網頁位址： http://163.23.x.y /doc/illegalpublish01.html，檢查與公告程序網頁：

http://163.23.x.y/step-virus，圖示如下：  
 

步驟一： 

發 現 中 毒 主 機 --- 由

fortiGate100D 查出對外連結

異常的主機位址，如右圖，連

結數量異常增加者為可疑者。 

 

 

 

 

 

步驟二： 

阻擋中毒主機干擾網路運作---對該主機所連接的交換器

(3750x 或 3560)，將該主機 IP 傳輸功能停止。 

 
 

http://163.23.x.y/step-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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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公告與通知---公告異常

位址連線，並列出 IP位

址，由資訊組進速處理。 

 

 

 

 

 

 步驟四： 

問題解決回應---目前有建置病毒掃毒主機的單位

如右，若該單位已解決問題者，立即開放該 IP 連線

功能。 

單位 建置 運作狀況 

資訊中心 是 正常 

藝能大樓 是 正常 

弘道樓 是 正常 

科教大樓 是 正常 

資訊館 是 正常 

中興樓 是 正常 
 

 
 
 

七、阻擋犯罪與色情之資訊或網頁，需建立處理機制並述明阻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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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校園利用 FortiGate 防火牆網站資料篩選機制，阻擋不當網站，經上圖所

述之設定，完成阻擋網頁如下圖：  

 

7-2.FortiGate 防火牆將所產生如上圖所示，阻擋不當網站資料之存取。  
 

八、申請連線計劃書是否經學校或單位主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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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位址 http://163.23.x.y/1.htm) 
階 段 一 ： 依 據 學 校 目 前 網 路 設 施 條 件 ， 現 行 則 先 以 fort iGate100D 及

fortiGate80C 防火牆對外連接。規劃連接中興大學線路頻寬採用

100M /100Mbps，本校預計採用亞太電信 -彰化機房連接，再由亞太 -
台中南門機房彙接其它學校網路專線，再連接至中興大學機房，所

經由亞太電信幹線部分接線頻為 100M bps。  
階段二：預計 104 年將購置頻寬附載平衡管理器管理對外四路連線。  

 
 

四、 結論： 
以上申請方案說明乃依據教育部規定，考量成本負擔、斟酌校園空間，以及

保持與台中區網緊密聯繫等因素而規劃，企望將來連線成功後，與台中區網及各

中區連線學校保持更緊密聯繫，共同協助處理網路連線障礙等相關問題，為彰化

區網貢獻所需，共創雙贏的新局。  

http://163.23.x.y/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