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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OC 縣網中心無線網路營運支援系統主要功能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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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案例 

大專院校園： 

＊ 美國芝加哥 CHICAGO114 -管理 200+ Aphelion Outdoor AP 無線涵蓋及 Nomadix 無線

使用者透過 SMS 註冊帳號及認證。(2009) 

＊ 新北市教育網路中心—管理全縣轄區 300+中小學、300+  Access Gateway、2000+  

Access Point 和 1000+  PoE Switch 及以網頁導向或 IEEE 802.1x WPA2 控管師生、來賓

無線上網。(2010) 

＊ 台南市教育網路中心—管理原南縣轄區 220+中小學、660+  Access Point 及以 IEEE 

802.1x WPA2 控管師生、來賓無線上網。(2010) 

＊ 基隆市教育網路中心—管理全市轄區 60+中小學、60+  Access Gateway、250+  

Access Point 及以網頁導向或 IEEE 802.1x WPA2 控管師生、來賓無線上網及有線上網。

(2010) 

＊ 台灣科技大學—管理全校區 250+ Aruba Thin AP 和 350+ Orinoco AP 及以 IEEE 802.1x 

PEAP 及 UAM 網頁認證控管師生、來賓無線上網。(2007, 2012) 

＊ 三軍總醫院與國防醫學院校區—以 IEEE 802.1x PEAP 控管醫生、教師、學生、職員、

來賓無線上網，前端整合 Proxim, Aruba, Cisco 等廠牌 AP 及 Controller，後端整合使

用者帳號密碼資料庫。依據不同身份別，給予不同使用授權如時間、頻寬、及專屬安全

等級的 VLAN 等(2006) 

電信業（公共無線上網）： 

＊ 台北市免費無線上網TPE-Free -整合管理全球一動WiMAX網路設備及無線基地台，預

計提供 16K 同時線上無線上網用戶 AAA 及 NMS 及 LI。2011/ 5 月專案啟動建置，6/8 日開

放 WiNOC AAA 註冊帳號，北市免費無線上網 7/1 起正式上路！已逾 100 萬人已申請帳號

密碼的民眾，只要在北市部分室內公共場合打開手機或筆記型電腦，都可免費上網。

(2011) 

＊ 台灣自來水公司 – WiNOC 管理全省 100+營業處 Aruba AP 使用者認證，整合研考會

iTaiwan 單一認證中心，自來水用戶 E-Bill 帳號無線上網及自來水全省 16 營業處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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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帳號密碼驗證無線上網。(2011/10) 

＊ 基隆港務局 – WiNOC 管理 Cisco 及 Aruba AP 設備於台北港、基隆港、蘇澳港一般使

用者認證，整合研考會 iTaiwan 單一認證中心。(2011/10) 

＊國立台中圖書館 – WiNOC 管理三大館 Aruba AP 使用者認證，整合研考會 iTaiwan 單

一認證中心。(2012/8) 

＊國立彰化美學館 – WiNOC 管理館內 Aruba AP 使用者認證，整合研考會 iTaiwan 單一

認證中心。(2012/8) 

＊ 越南電信-管理正文普羅 Hotspot Gateway 及無線使用者透過越南電信

PaymentGateway 購買時數。(2010/12) 

＊ 研考會偏遠鄉鎮平衡數位落差無線上網-管理三偏遠鄉鎮 100 個熱點及無線使用者透

過 SMS 註冊帳號。(2009) 

五星級飯店： 

＊ 台北遠東飯店 Shangri-la Taipei, Far-Eastern Plaza Hotel (2006/5/8, 2012/5/8)  

WiNOC + Nomadix Gateway 及飯店房帳管理系統，提供無線有線上網預付制自動化服務。 

＊ 高雄漢來飯店 Grand Hi-Lai Hotel, Taiwan Kaohsiung (2007/10/1) 

WiNOC + Nomadix Gateway 及飯店房帳管理系統，提供無線有線上網預付制自動化服務。 

＊ 澳門美高梅金殿酒店 MGM Grand Macau (2007/12/18) － WiNOC 整合 Nomadix Gateway

及飯店房帳管理系統，提供無線有線上網預付制自動化服務。 

＊ 高雄義大皇冠假日飯店 Crowne Plaza Kaohsiung E-Da (2010/4/15) － WiNOC 整合

Nomadix Gateway 及飯店房帳管理系統，提供無線有線上網預付制自動化服務。 

＊ 台北時代國際 W Hotel Taipei (2011/2/15) － WiNOC 整合 Nomadix Gateway 及飯店

房帳管理系統，提供無線有線上網預付制自動化服務。 

 

 

 更多成功案例 http://www.yesturnkey.com/Chinese/products/SuccessStor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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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網路架構 

 

圖表 1：建議網路架構示意圖－L2 內網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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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建議網路架構示意圖－L3 內網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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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園無線網路熱點營運支援系統 

3.1. WiNOC 主要用途 

提供縣網中心管理全縣中小學無線網路之使用者帳號，及相關網路設備監控等相關維運需求

功能，以降低整合及維運之總成本。除了已在各大專院校及五星級飯店運行多年之功能外，

另提供在地化客製化服務，更貼近縣網中心之需求及未來擴充之彈性。主要功能特色如下： 

 可與現有帳號密碼系統整合(如 POP3, LDAP…)，定期同步帳號密碼，並可依不同帳號身

份別，給予不同上網頻寬與時間。(頻寬限制須前端無線上網認證閘道器或無線基地台配

合) 

 支援搭配認證閘道器、FAT AP 或 WLAN SWITCH THIN AP 等無線網路架構。 

 支援每日總流量管控，例如使用者每日只能傳送 1G 資料，超過即停權，隔日系統自動復

權。(須前端無線上網認證閘道器或無線基地台配合) 

 樹狀階層式訪客帳號管理授權，例如縣網中心有最高權限，可管理所有訪客帳號，各小學

又有個該校總管理員，統管該校訪客帳號，再分派子管理員權限給各處室，各處室自己管

理自己的訪客帳號。 

 可依據網路架構與無線設備，支援提供網頁導向(UAM/Web Redirection)及較具資料保

護安全性之 IEEE802.1x/PEAP、WPA Enterprise、WPA2 Enterprise 等認證機制 

 搭配 IEEE802.1x/PEAP 時，可依據不同使用者身分(如訪客、學生、老師等)，指派不同

VLAN 給特定使用者，可透過 VLAN 來管制權限(前端無線基地台須搭配支援) 

 提供簡訊 SMS 網頁註冊機制，讓訪客自行註冊帳號上網。(須另外支付簡訊費) 

 支援國高或資策會跨校漫遊機制，除了紀錄漫遊登入、登出、使用者帳號、MAC 位址等

記錄外，也可對於漫遊進內網之使用者給予不同之頻寬與每日總流量限制之管控。 

 保存使用者上網歷程紀錄保留(含 Src IP、Dst IP、Port、Time、MAC)，以備日後追蹤，

協助電信警察防範網路犯罪。(須透過前端閘道器配合) 

 以地點為設備管理的群組單位，室內可整合各樓層平面圖，室外可整合 UrMap 或 Google 
Map 電子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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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監控設備健康狀態，當設備出現異常時，發出異常告警訊息，且標示異常設備所在地

點位置，方便管理人員故障排除派工。 

 提供多種網路流量及上線使用者流量等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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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大廠品質產品，在地化客製彈性優勢 

- 可依據各縣市需求，客製化不同之無線上網設備及使用者帳號認證管理系統。 

- 可客製整合國內外各大廠無線設備，中央集中式網路管理。 

- 可提供 VoIP 認證計時計費客製化需求，唯採用之 SIP Proxy Gateway 需支援 RADIUS
功能 

 提供支援國內各無線設備整合服務，支持政府擴大內需美意 

WiNOC (Wired/Wireless Network Operations Center)無線上網服務營運支援系統，就

是設計給無線上網維運單位來管理其網路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讓無線上網維運單位可以提

供電信等級的網路連線服務給使用者。如圖表 3：WiNOC 主要用途所示，WiNOC 對無線

上網帳號管理「與」網路設備管理做「整體」考量，因此可以提供單獨設備管理產品與單獨

使用者帳號管理產品，所沒有的整合使用方便性與統一化的介面，並且 WiNOC 同時把無線

上網維運單位既有服務流程融合，而成為一整體解決方案，因而可有效降低無線上網服務營

運成本。 

 

圖表 3：WiNOC 主要用途 

WiNOC 由以下幾個重要功能模組整合而成： 

A. WiNOC 無線上網使用者登入、註冊及購買友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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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OC 將使用者資料庫、網路閘道器、無線網路基地台及認證系統緊密整合，透過友善的

使用者介面，無線上網使用者可以輕易的完成購買或註冊，並登入無線網路瀏覽網際網路。 

B. WiNOC 網路設備管理功能模組 

自動監測網路閘道器、有線網路交換器及無線基地台等網路設備是否正常運作，並提供相關

人員異常告警及智慧型自動障礙排除。 

C. WiNOC 友善管理介面及自動化監控功能模組 

WiNOC 透過軟體技術，解決對第一線服務人員來說複雜難懂的機器設備操作與監控，並且

提供簡單易學且友善的操作介面，因此不具有專業 IT 背景的服務人員，也可以透過 WiNOC
管理介面所提供的訊息及建議，專業且迅速的協助使用者解決連線問題，來提高使用者滿意

度。 

另外，對 IT 管理人員來說，WiNOC 就如他們的替身，可自動監控整個網路服務的運作狀

況，並自動提供異常告警或障礙排除，無須花費過多人力維護成本。 

D. WiNOC 整合之 API 等介面 

提供 API 介面或標準 RADIUS、LDAP 及 POP3 等介面，可與第三方系統整合，自動化整合

以降低營運成本。如與第三方無線上網維運單位做上網帳號漫遊，與簽約之企業或政府機關

之 POP3 或 LDAP 伺服器整合帳號密碼，或與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前台系統整合等。 

E. WiNOC 增加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網路服務設備投資報酬 

綜合以上幾點，WiNOC 可以協助無線上網維運單位提供電信等級的網路服務給使用者，增

加使用者滿意度，且有效降低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維護網路穩定度及使用者服務成本。最

後，對無線上網維運單位經營者而言，WiNOC 提供最具效益的投資報酬。 

3.2. WiNOC 主要創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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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

網路使用者管理系統－發明第 I 259677 號。無線網路管理系統－發明第 I 266501 號)競爭

廠商的產品，僅從無線使用者帳號管理「或」網路設備管理「個別」考量，也未考量無線上

網服務維運單位的使用者服務流程及第一線服務人員是面對使用者的第一線。WiNOC 對無

線使用者帳號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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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帳號管理產品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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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網路服務的系統使用者並不只

單單是只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使用者而已，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第一線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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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IT 管理人員及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經營者都有考量。WiNOC 針對這四種類型使用

者，分別依據其需求，創造的價值有： 

A. 對使用者，提供最友善的註冊、購買及登入程序，便捷取得網路服務，開始上網 

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是服務業，非常重視使用者的滿意度。網路時代的無線上網族，尤其

是出門在外的使用者，沒有網路連線就好像到了一個孤島一樣，心裡會有急迫性想趕快取得

連線。網路服務註冊、購買及登入流程絕對不能讓使用者覺得不方便。WiNOC 提供登入頁

面之客製化服務，依據營運需求規範設計。 

B. 對使用者，提供電信等級的網路連線服務 

對無線上網使用者來說，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的網路服務就是唯一的網路服務選擇，無線

上網服務維運單位必須提供電信等級的連線服務是使用者的認知。WiNOC 網路服務營運支

援系統，讓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所提供的網路連線服務符合客戶的預期。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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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WiNOC 自動監控網路設備及異常告警 

B.2. 線上狀態及事件檢視搜尋功能，當使用者有連線問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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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的專業及

服務的速度，留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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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WiNOC 事件檢視搜尋管理介面 

B.3. 可支援 High Availability 架構，兩台 WiNOC 同步備援，符合不斷線(Non-stop)
的電信等級標準。唯備援機制為選購之模組。 

 

圖表 6：WiNOC High Availability 架構 

C. 對無線網路使用者或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第一線服務人員，提供快速檢閱無線網路狀

態公告系統 

 

圖表 7：依據所在地點查詢無線網路設備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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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全校設備健康狀態統計 

 

圖表 9：全校故障設備總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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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當日使用者流量排行榜 

 

圖表 11：超量被封鎖使用者公告 

D.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第一線服務人員，提供以檔案總管為設計理念的友善管理操作

介面 

第一線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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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廣科技 www.yesturnkey.com 

 12 

影響著其面對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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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2：WiNOC 以檔案總管為設計理念的友善管理操作介面 

E.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第一線服務人員，簡化標準化作業程序(SOP)，排除使用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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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使用者帳號的問題所在，並依據標準化作業程

序，快速且專業地解決使用者連線問題。 

 

圖表 13：WiNOC 帳號狀態燈號及相關資訊友善管理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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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區分使用者身份不同 VLAN 授權機制 

因應資訊安全考量，無線網路使用者身份不同應給予不同權限，WiNOC 支援依據使用者帳

號所屬身份別，指派不同 VLAN 之機制。(前端無線基地台須搭配支援) 

 

G.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簡易大量新增訪客帳號功能 

因應大型會議或活動需求，可產生大量暫時的來賓帳號，提供給來賓無線上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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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大量新增帳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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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5：大量匯出帳號 ID 及密碼功能 

H.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符合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效益的使用者服

務流程客製化服務 

使用者服務是一門藝術，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為了強化使用者關係與忠誠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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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耗費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無形成本也容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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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符合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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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組織分權管控機制 

一般中大型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提供服務的窗口眾多，有在地客服中心、Call Center 電
話客服中心、在地工程維護人員或總管理中心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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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據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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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依據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實際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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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表 16 所示，總部可管理全部帳號及設備，分部管理者登入只能管理分部

之使用者帳號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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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WiNOC 自訂組織階層，分層管理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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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因應各式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不同的組織架構管理需求。 

J.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保存使用者上網歷程紀錄，協助電信警察防範網

路犯罪 

WiNOC 系統內可保存上網使用者帳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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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無線上網服

務維運單位所使用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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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網路設備健康偵測及自動異常告警 

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人員一般編制有限，有線與無線網路設備散佈各處，WiNOC 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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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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 IT 管理人員，提供階層式地點管理架構並整合樓層平面圖及

UrMap 或 Google Map 電子地圖 

如圖表 17 所示，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以地點為設備管理的群組單位，室內可整合各樓層

平面圖，室外可整合 UrMap 或 Google Map 電子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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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7：室內階層式地點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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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大範圍電子地圖地點管理 

M.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經營者，有效降低維運成本，提高投資回報率 

WiNOC 是專為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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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滿意度設計，

所以可以有效降低維運成本，提高投資報酬率。 

N. 對無線上網服務維運單位經營者，提供統計報表，決策最佳數據 
N.1. 特定時段區間(如本日、本月、上個月)使用者上網總時間前十名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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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9：上個月使用者上網時間 TOP10 

N.2. 特定時段區間(如本日、本月、上個月)使用者下載流量前十名排行 

 

N.3. 特定時段區間(如本日、本月、上個月)使用者上網使用時間星期排行 

 

圖表 20：使用者上網使用時間星期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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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特定時段區間(如本日、本月、上個月)使用者上網人次依上網地點排行 

 

圖表 21：使用者上網人次依據上網地點排行 

N.5. 其它相關統計報表如下： 

 以組織或是個人使用者為基礎 (使用者相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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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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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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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地點或單一設備為基礎 (設備相關報表) 

 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時段分布圖 

 某地點使用者 上網次數/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時段分布圖 

 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某地點使用者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某地點上網時段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某地點上網星期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某地點上網月份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某地點上網年份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排行榜 

 依上網時段統計 設備總計/平均(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星期統計 設備總計/平均(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日期統計 設備總計/平均(時/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月份統計 設備總計/平均(日/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依上網年份統計 設備總計/平均(月/設備) 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地點依上網時段統計 使用者總計/平均(人)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地點依上網星期統計 使用者總計/平均(人)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地點依上網日期統計 使用者總計/平均(時/人)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地點依上網月份統計 使用者總計/平均(日/人)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地點依上網年份統計 使用者總計/平均(月/人) 人次/使用時間/上傳流量/下載流量 報表 

O. 與漫遊認證中心介接帳號可漫遊 

Roaming-out 此案註冊之帳號可透過漫遊認證中心到其他加入漫遊之單位無線上網，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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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Roaming-in 其他加入漫遊認證中心之帳號，如各大專院校學生校園無線上網帳

號，可到此案無線涵蓋點上網，無須另行註冊。 

 

圖表 22：帳號漫遊認證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