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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寬廣科技的 WiNOC 旅館客房上網服務管理解決方案，包括與 PMS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帳務系統的整合、旅客網路服務認證與計費、結合平面圖的網路設備控管、依角色權限

不同(Role-Based)的管理介面等。本文首先介紹本解決方案的網路架構；之後對於寬廣科技

WiNOC (Wired/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s Center)管理軟體，針對飯店旅客入住、購買服務、

到退房各階段的流程控管，作簡單的描述；最後，則條列出特別滿足飯店 IT 與商務中心人員管

理需求的 WiNOC 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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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決方案簡介 
對旅客來說，旅館是唯一可以選擇的電信服務公司；旅館須提供電信等級的網路服務是旅客的

認知，尤其對商務旅客來說，無法取得網路連線，就無法工作失去商機。 

WiNOC 是設計給旅館業者提供電信等級網路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WiNOC 創

新對帳號管理「與」網路設備管理做「整體」考量，因此對 IT 人員來說，WiNOC 就如他們的

替身，自動監控網路系統的運作，並提供異常告警。對不具有專業 IT 背景的櫃檯人員，WiNOC
管理介面所提供的訊息及建議，可迅速協助旅客解決連線問題。全自動化帳務整合，並與旅館

既有服務流程融合，可有效降低旅館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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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解決方案效益 

 

WiNOC 有別於一般傳統管理系統，核心技術的創新性，已獲得兩項發明專利的認可（發明第 I 

259677 號、發明第 I 266501 號），競爭廠商的產品，僅從旅客帳號管理「或」網路設備管理「個

別」考量，也未考量旅館的旅客服務流程及櫃檯人員是面對旅客的第一線。WiNOC 對旅客帳號

管理「與」網路設備管理做「整體」考量，因此有 1 + 1 > 2 的綜效(Synergy)。因此，WiNOC 可

以提供比單獨設備管理產品與單獨旅客帳號管理產品所沒有的整合使用方便性與統一化的介

面。 

WiNOC 的創新的價值，是著眼於使用者需求角度而不是技術的角度。功能規格的規劃是從考量

使用者要完成何種工作出發。思考旅館網路服務的系統使用者並不只單單是只對旅館旅客而

已，對旅館服務人員、對 IT 管理人員及對旅館經營者都有考量。WiNOC 針對這四種類型使用

者，分別依據其需求，創造的效益有： 

 對旅客，提供最友善的購買程序，便捷取得網路服務，開始上網工作 

網路服務購買流程絕對不能讓旅客覺得不方便。商務旅客剛下飛機一進入房間，通常是先打開

筆記型電腦，急迫得想連回公司網路。 

 對旅客，提供電信等級的網路連線服務 

WiNOC 網路服務營運支援系統，自動偵測有線網路及無線網路設備運轉狀況，旅客線上狀態

及事件檢視搜尋功能，也支援兩台 WiNOC 同步備援，符合不斷線(Non-stop)的電信等級標準，

讓旅館所提供的網路連線服務符合客戶的預期。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提供以檔案總管為設計理念的友善管理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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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微軟視窗 Windows 檔案總管操作觀念早已熟悉的服務人員，WiNOC 的管理介面操作只要

經過簡易的解說就可以上手。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簡化標準化作業程序(SOP)，排除旅客網路連線障礙 

一般櫃檯人員皆不是具有專業 IT 背景，但透過 WiNOC 的智慧型狀態檢測機制的協助，他們可

依據標準化作業程序，快速且專業的解決旅客連線問題。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符合旅館效益的顧客服務流程客製化服務 

顧客服務是一門藝術，旅館為了強化顧客關係與忠誠度，有一套由人、設備、資訊和程序規章

所組成的嚴謹工作流程。WiNOC 軟體工程設計理念具有客製化彈性，因此可符合旅館現有流

程，而不是旅館修改流程來遷就產品。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組織分權管控機制 

WiNOC 的組織階層式組織分權管控設計，可以依據旅館各式的組織管理架構，無須更改程式

而只需透過設定，就可以符合其分權管控需求。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保存旅客上網歷程紀錄，協助電信警察防範網路犯罪 

WiNOC 系統內可保存上網旅客房號、姓氏、登入時間、登出時間及網卡位址等資訊。當旅館

所使用的真實 IP 位址出現網路犯罪嫌疑時，可提供電信警察相關資料追查嫌疑犯。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網路設備健康偵測及自動異常告警 

WiNOC 協助 IT 人員自動監控系統運轉狀況，當發生異常時，透過 Email 或 SMS 通知 IT 人員，

異常故障設備所在位置及狀態。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地點管理架構並整合樓層平面圖 

旅館以樓層為設備管理的群組單位，各樓層整合樓層平面圖，可將無線網路基地台佈建位置或

有線網路交換器等設備位置，於平面圖中標示紀錄。 

 對旅館經營者，提供帳務系統無縫整合 

WiNOC 與旅館房間帳務系統直接介接，每筆網路服務費用自動依據房號入帳；WiNOC 內也留

存紀錄，作為稽核之用。 

 對旅館經營者，有效降低維運成本，提高投資回報率 

WiNOC 專為降低網路服務維運人力成本及提高旅客滿意度設計，所以可以有效降低維運成本，

提高投資報酬率。 

1.2. 成功案例 

 台北遠東飯店 Shangri-la Taipei, Far-Eastern Plaza Hotel (2006/5/18 go-live) 
http://www.shangri-la.com/ 

 高雄漢來飯店 Grand Hi-Lai Hotel, Taiwan Kaohsiung (2007/10/1 go-live)  
http://www.grand-hila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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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美高梅金殿酒店 MGM Grand Macau (2007/12/18 go-live) 
http://www.mgmgrandmacau.com/ 

 北京威尼斯人安德森中心酒店 Venetian Beijing (pending go-live) 

 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 Crowne Plaza Kaohsiung E-DA World (2010/4/8 go-live) 

 台北時代國際飯店 W Hotel Taipei (2011/2/18 go-live) 

 新竹喜來登飯店 Sheraton HsinChu (2013/2/1 go-live) 

 香港愉景灣酒店 Auberge Discovery Bay Hotel (2013/3/1 go-live) 

2. 網路架構 

 
WiNOC 應用於飯店的網路架構由以下設備組成： 

 櫃檯人員 PC (Reception)：PMS 系統的前端資料輸入輸出裝置。 

 PMS：PMS 系統(Micros Fidelio Opera)與透過 RS232 或 TCP/IP 與 WiNOC 溝通的中介軟體

(FCS WinSuite)。 

 YesTurnkey WiNOC：寬廣 WiNOC (Wired/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s Center)軟體平台。

與 FCS WinSuite/Fidelio PMS 透過 RS232 或 TCP/IP 進行無線上網帳務整合。與 Nomadix 
Gateway 配合，進行認證，並指示 Nomadix Gateway 限制使用者可用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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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wall：防止上網旅客入侵 WiNOC。 

 Wired LAN：飯店內有線網路。 

 Wireless LAN：飯店內無線網路。 

 Nomadix Gateway：Nomadix 認證閘道器。根據 Nomadix 的名詞，或稱 USG (User Subscription 
Gateway)。與 WiNOC 配合，進行認證，並接受 WiNOC 指示限制使用者可用頻寬與上網

時間。 

3. 功能與特色 
WiNOC 的創新的價值，是著眼於使用者需求角度而不是技術的角度。功能規格的規劃，是從

考量使用者要完成何種工作出發。WiNOC 思考旅館網路服務的系統使用者，並不只單單是只

對旅館旅客而已，對旅館服務人員、對 IT 管理人員及對旅館經營者都有考量。WiNOC 針對這

四種類型使用者，分別依據其需求，創造的價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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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對旅館旅客 

 對旅客，提供最友善的購買程序，便捷取得網路服務，開始上網工作 

旅館業是服務業，非常重視顧客入住的滿意度。網路時代的一般旅客，尤其是商務旅客，沒有

網路連線就好像到了一個孤島一樣。商務旅客剛下飛機一進入房間，通常是先打開筆記型電腦，

急迫得想連回公司網路。網路服務購買流程絕對不能讓旅客覺得不方便。 

 
1. 支援多國語言及 PDA 專屬介面 
2. 符合旅館慣例，旅客以房號及姓氏確認購買程序 
3. 基於安全性，旅客可自行更改密碼 

 

 



 

WiNOC 旅館客房上網服務管理解決方案 7

 

 對旅客，提供電信等級的網路連線服務 

對入住旅客來說，旅館的網路服務就是唯一的電信服務選擇，旅館必須提供電信等級的連線服

務是旅客的認知。WiNOC 網路服務營運支援系統，讓旅館所提供的網路連線服務符合客戶的

預期。 
1. 自動偵測有線網路及無線網路設備運轉狀況，異常發生時透過 Email 或 SMS 簡訊，即時

通知相關人員，以維持不斷線(Non-stop)服務的標準。 

 
圖表 1：WiNOC 自動監控網路設備及異常告警 

2. 線上狀態及事件檢視搜尋功能，當旅客有連線問題時，可由事件描述，迅速的判斷異常原

因。在依據標準化作業程序故障排除，讓旅客對旅館的專業及服務的速度，留下深刻印象。 

 
 
3. 多樣性連線方案套餐，可供旅客依據自己的需求與預算，選擇較高的頻寬或較優惠的計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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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旅客，支援頻寬管控 

上網頻寬管控，避免頻寬被佔用，也可依不同旅客等級給予不同 VIP 頻寬等級。例如：一般旅

客給予 1M/1M bps 頻寬，VIP 旅客給予 4M/4M 頻寬。 

 

 
 

 對旅客，提供 VPN 無縫連線 

WiNOC 配合 Nomadix iNAT 專利技術，提供商務旅客 VPN 連線支援，可自動動態指定不同的

真實 IP 給連回同一公司的 VPN 連線，讓大多數的 VPN Client 軟體可以執行於使用虛擬 IP 位址

的電腦。但是特殊 VPN Client 軟體必須在配有真實 IP 位址的電腦上才能正常運作。WiNOC 配

合 Nomadix 支援的“IPUpSell＂ Vendor-Specific RADIUS 屬性，可配發真實 IP 位址給有特殊

VPN 應用需求的旅客，而針對一般應用的旅客則配發虛擬 IP 位址以節省 IP 位址的用量。 
如下圖可指派真實 IP 給客房電腦，有如客房專屬 ADSL，可解決特殊 VPN 無法連線問題。簡

化客服負擔，增加客人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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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提供以檔案總管為設計理念的友善管理操作介面 

櫃檯人員是第一線服務人員，管理介面是否符合簡單易懂、易操作和符合人性的要求，影響著

其面對顧客服務時的速度與專業。對於微軟視窗 Windows 檔案總管操作觀念早已熟悉的服務人

員，WiNOC 的管理介面操作，只要經過簡易的解說就可以上手。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簡化標準化作業程序(SOP)，排除旅客網路連線障礙 

一般櫃檯人員皆不具有專業 IT 背景，透過 WiNOC 的智慧型狀態檢測機制，櫃檯人員可透過

WiNOC 帳號狀態燈號及事件檢視器，判斷旅客帳號的問題所在，並依據標準化作業程序，快

速且專業地解決旅客連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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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旅館櫃檯服務人員，提供各式旅客帳號管理 

1. 飯店 IT 人員與商務中心人員，可以使用不同的 WiNOC 操作界面，來管理旅客帳號與飯店

內部員工帳號，並且擁有不同等級的修改權限。 
2. 支援臨時上網帳號發給參加會議非住房的客人 
3. 支援大型會議大量暫時上網帳號列印 

 

 

3.3.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易管理和具安全性的客房網路 

4. 每個房間規劃專屬 VLAN。讓房客擁有獨立連線，。 
5. 防止單一客房電腦中毒癱瘓整個旅館客房網路。 
6. 可即時監控每個客房連線狀態，旅客電腦連線之房號。 
7. 將兩個不同房間的實體分開連接避免駭客或是病毒攻擊。(如果連接旅館網路的電腦中毒，

可能會癱瘓旅館的網路) 。 
8. 房客存取網路的所在位置會被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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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個房間的網路連線可個別控管，開啟或關閉。。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符合旅館效益的顧客服務流程客製化服務 

顧客服務是一門藝術，旅館為了強化顧客關係與忠誠度，有一套由人、設備、資訊和程序規章

所組成的嚴謹工作流程，為了遷就新 IT 系統而必須修改服務流程，不但耗費旅館無形成本也容

易讓 IT 管理人員成為眾矢之的。如果原來的服務流程是正確的，應該由系統客製化去符合現有

流程，才是符合旅館需求的產品設計思維。唯 WiNOC 設計之初，即考量客製化服務的需求，

在軟體工程部分，已將核心軟體模組與客製化軟體模組做清楚的切割，核心模組是以可靠度為

優先考量，客製化模組則考慮彈性與開發速度。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組織分權管控機制 

一般中大型旅館提供服務的窗口眾多，有一樓櫃台、商務中心、VIP 樓層櫃檯、健身中心、會

議中心、宴席櫃檯和電話接線服務中心等等，每個提供服務的部門，又有數個輪班的服務人員，

此時管理介面就必須擁有分權掌控的機制。WiNOC 的組織階層式組織分權管控設計，可以依

據旅館各式的組織管理架構，無須更改程式只需透過設定就可以完全符合需求。 
WiNOC 帳號管理含有階層式組織的架構設計，先依據旅館實際組織架構將階層樹狀結構設定

建立，每個組織就是個容器，內裝有所管轄的網際網路帳號外，也可以建立子組織，如錯誤! 找

不到參照來源。所示： 

 
 

每個組織中，可以建立數個管理員帳號，以管理該組織內的網際網路帳號，並依需求給予編輯、

刪除及查詢等權限。且依據階層觀念，父組織管理員可以管理子組織內的網際網路帳號。如此

彈性的管理設計，可以因應各式旅館不同的組織架構管理需求。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保存旅客上網歷程紀錄，協助電信警察防範網路犯罪 

WiNOC 系統內可保存上網旅客房號、姓氏、登入時間、登出時間及網卡位址等資訊，甚至可

以保存閘道器針對使用虛擬 IP 位址的電腦，所產生的對外連線對應紀錄，當旅館所使用的真實

IP 位址出現網路犯罪嫌疑時，可提供電信警察相關資料追查嫌疑犯。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網路設備健康偵測及自動異常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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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館 IT 人員一般編制很小，有線與無線網路設備散佈在旅館各個樓層，WiNOC 的網路設備監

控功能，協助 IT 人員自動監控系統運轉狀況，當發生異常時，透過 Email 或 SMS 通知 IT 人員，

異常故障設備所在位置及狀態。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地點管理架構並整合樓層平面圖 

如下圖所示，旅館以樓層為設備管理的群組單位，各樓層整合樓層平面圖，可將無線網路基地

台佈建位置或有線網路交換器等設備位置，於平面圖中標示紀錄。當設備出現異常時，異常告

警訊息，即可標示異常設備所在地點位置，方便管理人員故障排除派工。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 HA 高可用性支援 

透過 Nomadix Gateway 的 HA (High Availability)與 WiNOC 的伺服器叢集(Server Clustering)功
能，可以使用 2 台 Nomadix Gateway 與多台 WiNOC 建構出強固的系統來提供不間斷的服務。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客製化服務 

如果 WiNOC 標準飯店版的功能尚不足滿足飯店業主的需求，WiNOC 可以提供客製化服務以加

入新的功能。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各式監控報表 

 帳號即時狀態 

WiNOC 提供帳號快速搜尋及狀態顯示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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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紀錄 

WiNOC 提供系統事件檢視功能，「旅客購買網路服務」、「旅客更改密碼」、「櫃檯人員代

買網路服務」、「櫃檯人員變更旅客帳號密碼」等事件，皆可詳實顯示，以利在問題發生時，

迅速找出原因。 

 

 即時線上使用者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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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旅客入住紀錄 

 

 購買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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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旅館 IT 管理人員，提供各式統計報表 

WiNOC 的「報表精靈」提供不同查詢區間(日、週、月、年) 的各類型統計報表，供分析網路

服務的營運狀況，作為日後營運策略修改的依據： 

 旅客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時段分布圖 

 上網地點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上網時段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上網星期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上網月份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上網年份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依上網地點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時段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星期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日期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月份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年份統計 總計/平均(次)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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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對旅館經營者 

 對旅館經營者，提供帳務系統無縫整合 

WiNOC 與旅館房間帳務系統直接介接，每筆網路服務費用自動依據房號入帳，WiNOC 內也留

存紀錄，作為稽核之用。 

 對旅館經營者，有效降低維運成本，提高投資回報率 

WiNOC 是專為旅館設計之整體解決方案，前述功能如自動化監測、自動異常告警，友善管理

介面等等，皆專為降低網路服務維運人力成本及提高旅客滿意度設計，所以可以有效降低維運

成本，提高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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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運作流程 

4.1. 入住 Check In 

 

 

1. 飯店接待人員在櫃檯，將入住(Check In)旅客的房號與姓名輸入到 WinSuite/PMS 系統中。 

2. WinSuite/PMS 系統以 RS232 或 TCP/IP 介面，告知 WiNOC 此入住旅客的房號與姓名。

WiNOC 將這些資訊儲存於資料庫中。 

3. 如果因為櫃檯人員輸入錯誤或是其它緣故，需要變更旅客的姓名資料，在旅客姓名被變更

後，WinSuite/PMS 系統以 RS232 或 TCP/IP 介面，告知 WiNOC 此房號新的旅客姓名。 

4. 如果因為櫃檯人員輸入錯誤或是旅客變更房間號碼，需要變更旅客的姓名資料，在旅客房

間號碼被變更後，WinSuite/PMS 系統以 RS232 或 TCP/IP 介面，告知 WiNOC 此旅客新的

房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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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購買上網服務 

 

 

1. 當旅客嘗試用瀏覽器上網時，會被導到一個登入頁(見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要求輸入

登入帳號與密碼。由於旅客尚未購買上網服務，他輸入房號作為帳號，姓氏做為密碼。資

料輸入完畢後，按下 OK 按鈕到下一步。 

 

 

2. WiNOC 查詢資料庫，以確認此旅客已經完成 Check In 手續並且尚未退房。之後，則將頁

面導入到服務購買頁來讓旅客購買上網服務。在此頁中，旅客選擇頻寬等級(可選用)與可

用時數，再按下 Purchase 按鈕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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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購買成功，WiNOC 將旅客購買的服務費用資訊，透過 RS232 或 TCP/IP 寫入到

WinSuite/PMS 系統，並將上網服務的登入帳號與密碼顯示在網頁上。旅客可以按下 Log In
按鈕立刻登入網路開始上網。如果 WiNOC 發現此旅客已經退房，則服務購買操作會失敗，

並且會顯示錯誤訊息。 

 

 

4. 如果旅客想要變更上網服務的登入密碼，可以在新的密碼輸入後，按下 Change Password
來加以變更。 

5. WiNOC 回報密碼變更結果。 

注意：對於只是來飯店開會而不住宿的客人，可由商務中心人員販售預先產生的暫時帳號與密

碼，再列印出轉交給客人，並且客人立即支付上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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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用無線網路 

 

 

服務購買成功後，旅客可以在上網服務登入首頁(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輸入登入帳號(房號)
與密碼(預設為姓氏，可變更)，來登入網路。旅客登入的認證流程由 Nomadix Gateway 與 WiNOC
透過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通訊協定來完成。 

由 WiNOC 所提供的網路認證服務，可以同時讓包括「入住旅客」、「來飯店用餐購物的顧客」、

或是「飯店內部的員工」登入網路。各種類型的網路使用者，都是使用 Welcome 頁面來進行登

入網路與服務購買，而由 WiNOC 系統自動根據登入者的類型與狀態來判斷處理後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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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退房 Check Out 

 

 

旅客退房時，WiNOC 會被 WinSuite/PMS 系統告知。因此已退房的旅客如果嘗試要購買上網服

務時，WiNOC 會拒絕此要求。 

注意：旅客退房後，不可以持續使用無線網路，WiNOC 會自動通知 Nomadix Gateway 將該旅

客帳號登出。 

5. WiNOC 旅館版特色 
WiNOC 旅館版本是一個對旅客提供可靠及友善使用者介面的網際網路服務營運支援系統。 

WiNOC + Nomadix Nomadix only 

旅館專屬客製化登入歡迎網頁，讓旅客賓至如歸 (支援多國語言) 無 

自動化設計，旅客可透過房間內由 VLAN ID 區隔驗證的有線網路，來自

行購買上網方案，並取得自動產生的帳號密碼，來登入公共區域或房間內

無線網路，可減少客服人員工作負擔。 
 

不支援無線網路的計

費控制 

入住的房客可利用其房號和英文姓氏為驗證，於公共區域或房間內無線網

路，自行購買上網方案，並取得自動產生的帳號密碼，可用來登入房間內

有線網路。(旅館需注意駭客可能竊取或是猜測合法房客的房號和英文姓

氏來購買網路服務) 

無 

可支援一個房間購買至多三個帳號。 MAC-based 

當客人換房時，已經購買的上網帳號將自動複製移動至新房。剩餘時間及

密碼會被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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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化友善使用者管理介面，旅館 IT、前檯及商務中心客服人員，可輕

易上手服務旅客。(支援多國語言) 無 

彈性和可定義的角色認證控制。例如 IT 人員有全部的權限，前檯人員有

受限制的權限，而帳務人員只有讀取的權限。 只有兩種角色  

旅館的商務中心或前檯服務人員，能夠透過 Web 管理介面，來啟用和列

印暫時帳號。並將印出的帳號密碼單，遞給沒有入住的客人，在公共區域

使用有線或無線登入網際網路服務。 
無 

透過 Web 介面可批次編輯帳號屬性(帳號開啟與否狀態，密碼和上網方案)
以及批次帳號密碼單列印(含帳號、密碼、使用時間和到期時間等等資訊)。 無 

分配一個 Public IP 給有特別應用房客的帳號。. (必須搭配 Nomadix) 必須登入管理者介面

變更設定 

指配較高的 VIP 頻寬給有特別應用房客的帳號。 必須登入管理者介面

變更設定 

當入住旅客沒有提供押金，旅館可停用客房上網的服務。當上網服務停用

後，旅客無法再購買新的上網方案。同時支援手動開啟上網服務功能。 無 

詳盡的事件記錄可協助錯誤排除。 無 

保存房客的登入/登出時間、MAC 位址、IP 位址、Port 號碼，傳送位元組

以及使用時間於資料庫內，供日後統計分析使用。 無 

透過內建 Syslog 伺服器保存房客上網過程的側錄追蹤記錄(Lawful inter-
cept tracking)。 無 

可依據旅館計費政策，根據不同客戶等級或不同的樓層區域，給予不同的

頻寬和費率。 無 

可整合管理多台 Nomadix 閘道器，並支援帳號跨閘道器漫遊時，是否收費

等機制。 無 

當與 PMS 或 Nomadix 的連線介面發生異常時，發 E-mail 通知 IT 人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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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監控網路設備(如 Ethernet Switch 或 AP)的健康狀態，異常時發 e-mail
告警。 無 

基於 SNMP 協定的網路設備狀態和效能統計分析報告。 無 

可上傳樓層地點的地圖和設備圖檔來做圖形化設備管理。 無 

提供客製化服務，可根據旅館特殊需求客製以符合旅館標準作業流程。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