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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無線網路服務操作指引 

eduroam（education roaming）係 2003 年由跨歐洲研究與教育網絡協會

（TERENA）所開發，提供跨域無線網路漫遊認證服務，目前已涵蓋全球一百多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六千家科學研究與教育機構加入。凡是 eduroam聯盟的機

構成員，皆可在已加入 eduroam聯盟的機構內實現無線網路存取的無障礙漫遊。 

為服務各校教師同仁，本市亦建置 eduroam 無線網路系統，在校園內使用

無線網路服務，請選擇 eduroam或 eduroam_5G這兩個無線網路名稱（Service 

Set Identifier，簡稱 SSID）不僅在本市各學校內可以無線漫遊，甚至在國內、外

參與此聯盟之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均可使用。只要在校園內完成認證，到有提供

eduroam 無線網路服務的地方，就可以自動連結並登入使用，毋須再次輸入帳

號及密碼。 

無線網路漫遊設定方式，請依照所使用的設備平台，參考以下對應之頁次說

明： 

壹、 利用手機連線設定方式： 

一、 Android作業系統（適用於 Android4.0以上手機、平板）： 

請參閱第 2至 5頁相關說明。 

二、 iOS 8以上作業系統（適用於 iPhone、iPad及 iPod Touch）： 

請參閱第 6至 9頁相關說明。 

貳、 利用筆記型電腦連線設定方式（適用於Windows 10作業系統）： 

請參閱第 10至 20頁相關說明。 

參、 利用 Chromebook連線設定方式：請參閱第 21至 24頁相關說明。 

  

https://voip.ntnu.edu.tw/peap/doc/for_i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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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利用手機連線設定方式： 

一、 Android作業系統（以 ASUS手機 Android 10.0版本為例）： 

Step01. 在主畫面中按下「設定」圖示。 

Step02. 點選「網路和網際網路」。 

Step03. 開啟「Wi-Fi」連線，再點選「eduroam」或「eduroam_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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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進行各項設定： 

(1) 「安全性」：WPA/WPA2/WPA3（系統自行偵測）。 

(2) 「EAP方法」：PEAP。 

(3) 「階段 2驗證」：GTC。 

(4) 「CA憑證」：不進行驗證。 

  

(1) 

(2) 

(3) 

(4) 



4 

 

 

Step05. 設定帳號及密碼： 

(1) 「身分」：使用者的「OpenID帳號+@kl.edu.tw」 

(2) 「匿名身分」：不需要輸入。 

(3) 「密碼」：OpenID設定的密碼。 

(4) 按「連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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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6. 設定完成，顯示已連線。 

Step07. 清除網路設定： 

(1) 在主畫面中按下「設定」。 

(2) 點選「網路和網際網路」。 

(3) 點選欲清除的無線網路名稱後 圖示，例如：「eduroam」。 

(4) 點選「清除」鈕，即可完成本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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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OS作業系統（以 Apple iPhone手機 iOS 13.3版本為例）： 

Step01. 在主畫面中按下「設定」圖示。 

Step02. 點選「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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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 開啟「Wi-Fi」連線。 

Step04. 選擇網路：點選「eduroam」或「eduroam_5G」。 

Step05. 輸入帳號及密碼： 

(1) 「使用者名稱」欄位中輸入：「OpenID帳號」。 

(2) 「密碼」欄位輸入：OpenID設定的密碼。 

(3) 然後按下「加入」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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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6. 在「憑證」畫面中，按下「信任」鈕。 

Step07. 完成設定，顯示已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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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8. 清除網路設定： 

(1) 前往「設定」項目內的「Wi-Fi」。 

(2) 點選欲清除的網路名稱後方 圖示，例如：「eduroam」。 

(3) 點選「忘記此網路設定」。 

(4) 點選「忘記」鈕進行確認，即完成本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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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利用筆記型電腦連線設定（以Windows10作業系統 64位元版本為例）： 

一、 前置作業： 

(一) 檢查筆記型電腦的系統類型： 

操作方式：執行「開始/設定/系統/關於」。 

(二)依據筆記型電腦的系統類型，下載 PEAP-GTC模組，下載網址連結

如下： 
1. PEAP-GTC Plugin for 32 Bit Windows，選 取後按鈕下載。 

2. PEAP-GTC Plugin for 64 Bit Windows，選 取後按鈕下載。 

https://support.arubanetworks.com/ToolsResources/tabid/76/DMXModule/514/EntryId/114/Default.aspx?Entryld=18867
https://support.arubanetworks.com/ToolsResources/tabid/76/DMXModule/514/EntryId/114/Default.aspx?Entryld=1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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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裝 EAP-GTC模組： 

Step01. 執行已下載之 EAP-GTC模組，再按「Next」鈕。 

Step02. 點選「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再按「Next」鈕。 

Step03. 點選 Complete，再按「Next」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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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按「Install」鈕。 

Step05. 安裝完成，按「Finish」鈕。 

Step06. 安裝完畢電腦需重新啟動，請按「Yes」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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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定連線（請先安裝 EAP-GTC認證模組程式，請參閱第 10至 12頁相

關說明）： 

Step01. 執行「開始/設定/網路和網際網路/Wi-Fi/網路和共用中心」。 

Step02. 點選「設定新的連線或網路」。 

Step03. 點選「手動連線到無線網路」，按「下一步」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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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輸入及設定欲新增無線網路的相關資訊後，按「下一步」鈕： 

(1) 「網路名稱」：輸入「eduroam」或「eduroam_5G」。 

(2) 「安全性類型」：選擇「WPA2-Enterprise」。 

(3) 「加密類型」：AES。 

(4) 「安全性金鑰」：無。 

Step05. 點選「變更連線設定」。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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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6. 點選「安全性」標籤，進行各項設定： 

(1) 「安全性類型」：選擇「WPA2-Enterprise」。 

(2) 「加密類型」：AES。 

(3) 「選擇網路驗證方法」：Microsoft Protected EAP(PEAP)。 

(4) 按「設定」鈕。 

Step07. 「選擇網路驗證方法」之細部設定： 

(1) 關閉「透過驗證憑證來確認伺服器身分識別」核取方塊。 

(2) 「選擇驗證方法」：EAP-Token。 

(3) 按「確定」鈕。 

(1) 

(2)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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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8. 完成「eduroam_5G無線網內容」設定，按「確定」鈕。 

Step09. 「手動連線到無線網路」設定完成，按「關閉」鈕。

Step10. 關閉「網路共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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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1. 於顯示之驗證視窗中輸入 OpenID帳號及密碼： 

(1) 「User name」：輸入使用者的「OpenID帳號+@kl.edu.tw」 

(2) 「Password」：OpenID設定的密碼。 

(3) 按「OK」鈕。 

 

Step12. 完成設定，顯示已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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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除網路設定： 

Step01. 執行「開始/設定/網路和網際網路」。 

Step02. 在「網路和網際網路」選項，先點選「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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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3. 在「Wi-Fi」選項內，選取「管理已知的網路」。 

Step04. 點選欲清除的無線網路名稱，例如：「edur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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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 在顯示的操作選項中，點選「刪除」鈕，即完成本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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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利用 Chromebook連線設定方式： 

Step01. 在主畫面中按 下網路設定圖示。 

Step02. 開啟「Wi-Fi」。 

Step03. 由「已知網路」內，選擇「eduroam」或「eduroam_5G」，若無

法顯示可點選 圖示，以手動方式新增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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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進行各項設定： 

(1) SSID名稱：輸入「eduroam」或「eduroam_5G」。 

(2) 安全性為預設「EAP」。 

(3) EAP方法：點選「PEAP」。 

(4) EAP第 2階段驗證：「自動」。 

(5) 伺服器 CA憑證：點選「不檢查」。 

(6) 身份：「OpenID帳號」。 

(7) 密碼：OpenID設定的密碼。 

(8) 按「連線」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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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5. 完成設定。 

Step06. 清除網路設定：當連線至網路後，Chromebook 會自動儲存網路

資訊。若要清除設定，請按照以下步驟操作： 

(1) 使用已設為擁有者的帳戶登入 Chromebook。 

(2) 選取右下方的 網路設定圖示。 

(3) 選取 設定圖示。 

(3) 

(2)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book/answer/105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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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網路」選項Wi-Fi「已知網路」的項目中，點選欲清除無線

網路名稱後方圖示，例如：「eduroam」。 

(5) 點選「清除」鈕，即完成本項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