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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域概論 

所謂網路，即是一個電腦與電腦交流的空間，分為 LAN、

MAN、WAN三種模式，其中 LAN即是區域網路的縮寫，像

我們學校，就是一個標準的區域網路，舉學校電腦的例子來

說，我們可以畫出以下結構圖： 

LAN-----軟體 

      --硬體-------集線器 

               ----網路線 

               ----網路卡 

 

 

 

聽說以前，台北縣教育單位的網路主機是設在我們學校的，

也就是說台北縣的每一個學校的網路，都是從我們學校拉出

去的，我們學校享用的資源可比其他學校更多呢！ 

第二章 網路應用 

開始上電腦課，老師會配給每個學生一組帳號和密碼，每個同學根據

這個密碼，就有權限使用學校的網路硬碟、電子郵件、首頁空間 

主機 

個體 

個體 

集線器 
網
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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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網路硬碟，並不是一個實體磁碟機，而是由遠端的主機給的虛擬

空間，網路硬碟可利於上傳下載之功效，我們學校，每人可享有 3MB

的網路硬碟空間（爆了就沒了） 

內容如下 

1. 帳號：st90029 

2. 密碼：074017   統一為六碼，由老師亂數抽選 

3. 學校主機：ms1.ctjh.tpc.edu.tw 

4. 電子郵件為：st90029＠ms1.ctjh.tpc.edu.tw（3MB空間） 

5. 網路硬碟：ftp：//st90029＠ms1.ctjh.tpc.edu.tw 

學生網路權限為：觀看、下載學校淺層文件和同學的文件 

                觀看、下載、上傳自己的網路硬碟空間 

匿名者的網路權限為：觀看、下載學校淺層文件和學生的文件 

6. 個人網頁：ms1.ctjh.tpc.edu.tw /~st90029 

第三章 WinZip 

使用軟體：WINZIP （學校的大概是 7.0版） 

操作流程： 

壓縮部分 

1. 普通壓縮：對檔案按右鍵，選 Add to zip 

出現蹦視窗，選 I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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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Add to archive位置之下鍵入檔名 

選 ADD就好了 

2. 自動解壓縮檔：在*.ZIP檔上按右鍵，選 Creat Self-Extract 

於 Add to archive位置之下鍵入檔名 

一直按 Yes就好了，解開來的是*.EXE檔 

解壓縮部分： 

3. 直接解開：選 Extract to 即可 

4. 解到資料夾裡：選 Extract to folder …即可 

5. 解開自動解壓縮檔：於圖示上雙擊，點選 UNZIP即可 

第四章 續傳軟體 Ws_Fpt95 

我們在使用檔案傳輸時，可以有以下方法： 

1. 在瀏覽器上下載 

2. 使用續傳程式 

續傳程式的功用，便在於不使用瀏覽器而對於網路硬碟執行 UPLOAD

和 DOWNLOAD的手續，續傳程式目前最熱門的便是 CUTE FTP和

WS FTP兩種，CUTE是最多人使用的，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WS 

此種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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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Name/Address:主機位置 

User ID：帳號 

Password：密碼 

若勾選 ANONYMOUS匿名登入權限最大 

第五章 砍站程式 

使用方法如下 

1. Key in  “archie.edu.tw” 

2. find    “teleport” 

3. Download “teleport.zip” 

4. Load to  “My Documents” 

5. unzip    “extract to folder” 

6. setup.exe 

7. Use      “teleport pro” 

8. 盡量的砍站吧！ 

第六章 E-mail 

主旨：作業四 

內容：給老師的信 

條件：1.背景音樂（*.mid） 

遠端使用者 主機 S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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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附加檔（*.doc） 

      3.簽名 

老師的 E-mail：luti@msi.ctjh.tpc.edu.tw 

加分題：找不同的 midi檔，寄出 

進階 

甲、 下載 E-mail背景音樂（請看附件一） 

乙、 建立通訊錄 / 通訊群組 

丙、 抄送副本 / 密件副本 

丁、 回覆，轉寄 

戊、 郵件管理（設定拒絕往來戶，防止垃圾信件） 

己、 郵件安全 1.郵件取消欲覽 2.不要打開來路不明的

檔案（*.exe *.vbs *.doc） 

第七章 多媒體-聲音 

意義：江文字、圖片、影像及動畫整合 

聲音格式： 

庚、 WAV（5分—40MB） 

辛、 MP3（5分—4MB） 

壬、 WMA（5分—4MB） 

癸、 MIDI（5分—0.4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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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做： 

下載-安裝WINAMP 

播放 MP3 

更新WINAMP面版 

第八章 多媒體-影像 

1. AVI  （0.5分—110MB） 

2. MPQ1（VCD 35秒—5MB） 

3. MPQ2（DVD） 

4. RM（REAPLAY 公司） 

5. WMV（MICROSOFT 公司） 

6. MOV（APPLE 公司） 

實做：下載-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 軟體 

      欣賞獻上影片-廣播 

第九章 多媒體-音樂轉檔 

音樂轉檔 

1. 音軌 → WAV 

2. 音軌 → MP3 

3. WAV  → MP3 

4. MP3  → 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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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做  下載-安裝 CDEX1.4版 / 中文化 

      將 CD 轉 MP3 

      下載-安裝 MUSIC MATCH 6.01版  開始聽 

按 工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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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傳送"選單 

將"使用郵件原來的格式回覆"取消，並將郵件傳送格式改為"純文字" 

PDF 檔案以 "pdfFactory" 試用版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選擇那封郵件，按轉寄 

在附加檔案欄中可看到背景音樂 

PDF 檔案以 "pdfFactory" 試用版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將檔案拖曳到桌面上(或其他資料夾) 

PDF 檔案以 "pdfFactory" 試用版建立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