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服務中心

主要工作
為澳門大學所有的學生及教職員，提供電腦技術支援服務

聯絡我們
• 位置：中央教學樓東五座（E5）2樓 2085 室

• 電話：8822 8600

• 電郵：icto.helpdesk@um.edu.mo

mailto:icto.helpdesk@um.edu.mo


電腦室

6間電腦室位於中央教學樓東六座（E6）

2樓 - 2092室, 2093室, 2095室
• 星期一 至 星期六：07:30 – 24:00
•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3樓 - 3092室, 3093室, 3094室
• 星期一 至 星期日：24小時開放
• 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學習共享空間

位置
• 中央教學樓E6地面層

G111h室

服務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15 - 12:50 

14:15 - 16:50 

•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暫停開放

手提電腦借

用服務

快速打印用
途電腦

預約個人多

媒體電腦室



用戶名稱和密碼

用戶名稱是由學生編號頭七個位，撇除符號組成

例如：學生編號： B-B9-1234-5

用戶名稱： bb91234



更改密碼

用戶可透過資訊及通訊科技部帳戶資訊網頁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更改密碼

1. 在「 Account」欄下選擇
「Change Password」

2. 然後按 「Change」更改密碼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雙重認證服務 (2FA)

雙重認證服務為您的 UMPASS 帳戸提供了額外的保護：

• 確保您是唯一使用您帳戸
的人

• 確保帳戸安全
• 確保數據安全

服務詳情
https://icto.um.edu.mo/information-security/two-factor-
authentication-2fa

https://icto.um.edu.mo/information-security/two-factor-authentication-2fa


雙重認證服務 (2FA)

1. 下載 Duo Mobile 手機應用程式

2. 登錄至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申請雙重認證服務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學生可以使用以下任一 SSID 連接澳大無線網

UM_SECURED_WLAN

• 提供高安全性和可靠

的連接，建議大學所

有師生使用

UM_WLAN_PORTAL

• 只提供安全認證，並

未提供任何資料加密

機制，所以請勿在本

網絡中傳送個人或敏

感資料

eduroam

• 澳大師生可以在全球

有提供 eduroam 服務

的機構內使用澳門帳

號取得相關服務

無線網

配置指南

在 https://faq.icto.um.edu.mo 選擇「無線網服務」，選擇相對應的
配置指引以配置您的設備

https://faq.icto.um.edu.mo/


有線網

• 學生可以在學生宿舍使用有線網

• 藍色標籤及以「D-FD」開頭的網絡
插座
請注意: 網絡插座可能會被傢俱遮擋

配置指南

• 在 https://faq.icto.um.edu.mo 選擇
「有線網服務」，選擇相對應的配置
指引以配置您的電腦

https://faq.icto.um.edu.mo/


網頁：https://webmail.um.edu.mo

學生電郵

https://webmail.um.edu.mo/


學生電郵

電郵地址 bb91324@connect.um.edu.mo

使用期限 終生電郵服務。學生畢業後，還可以繼續使用

容量 50 GB

自定義電郵別名
已註冊 UM@Connect 的學生可申請一個自定義的電郵別名，

如 johnny.ho@connect.um.edu.mo

郵箱註冊 註冊連結：https://account.icto.um.edu.mo

Office 365 ProPlus 已註冊 UM@Connect 的學生可免費下載及安裝 Office 365 

ProPlus，其使用權限直至畢業或離校為止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澳大校園地圖

搜尋建築物、部門、設施
及運輸路徑等

網頁
https://maps.um.edu.mo

https://maps.um.edu.mo/


澳大校園卡

澳大校園卡是一張多功能的非接觸式智能卡。它是由註冊
處或研究生院發給澳門大學學生

校內設施的

出入許可卡

圖書證

電子錢包

住宿式書院

電子餐券

校
園
卡
正
面

校
園
卡
背
面



電子錢包服務

單車租借服務

購買打印限額 儲物箱租借服務

體育設施預約服務

OPA
網上支付戶口

不可退款

電子錢包服務已整合在「校園卡」內的，它為在校內進行
小額交易提供了一種非現金的電子付款模式

澳大電子錢包
UM E-purse



電子錢包增值機

位置
• 行政樓 N6 地面層大堂（近註冊處）
• 中央教學樓 E6-G111i (學習共享空間內) 

• 只接受澳門幣紙幣20元及100元

• 不設找贖或退款

• 學生也可到行政樓的出納處櫃檯進行人工增值



校園資訊服務站(Kiosk)

校園資訊服務站提供最新的校內消息以及便利的服務，
包括：

• 查詢電子錢包結餘
• 提供各種電子支付服務
• 查詢書院餐飲服務的細

明及餘額
• 預訂體育設施
• 查閱澳大地圖
• 瀏覽澳大網頁



電子支付服務包括

澳門通 銀聯閃付 電子錢包

購買打印限額 ✔ ✔ ✔

繳交學生泊車月費 ✔ ✔

轉帳至網上支付帳戶 ✔

查詢在校園資訊服務站上的交易收據 ✔

查詢結餘 ✔

繳交其他住宿處理費用 ✔ ✔

校園資訊服務站(Kiosk)



位置
• 行政樓N6地面層
• 研究生宿舍S2地面層G001室
• 澳大綜合體育館N8地面層
• 中央教學樓E5二樓，E6地面層學習共享中心

內和E6三樓電腦室
• 各個書院地面層
• 圖書館E2地面層和三樓

校園資訊服務站(Kiosk)



打印服務
大學提供兩種打印服務給學生選用：

Follow-You 學生打印 澳門通打印

支付方式
使用「打印限額」

(每位新生均給予等值澳門幣30元的試用限額)

使用澳門通卡付費
(操作指引：

https://faq.icto.um.edu.mo/how-to-
use-macaupass-printer-copier)

加值方式 在指定地點使用現金為澳門通卡加值

查詢餘額
https://icto.um.edu.mo/printing/follow-

you-student-printing
--

退回申請
因打印出錯而導致打印工作未能完成，可在
上述網址填寫「打印限額退回申請表格」

使用者可致電或電郵至服務商，聯絡資
訊已標貼在打印機上

轉帳申請
打印限額餘額可保留至學生畢業或退學為止，
不設退款。離校前，學生可在上述網址提交
「打印限額轉帳申請表」 轉帳至其他帳戶

--

澳大電子錢包 澳門通 銀聯閃付

https://faq.icto.um.edu.mo/how-to-use-macaupass-printer-copier
https://icto.um.edu.mo/printing/follow-you-student-printing
https://icto.um.edu.mo/printing/follow-you-student-printing
https://icto.um.edu.mo/printing/follow-you-student-printing


打印機及影印機位置

Follow-You 打印機
• 中央教學樓學習共享空間

E6-G111i, E6-1091a 及 1102b
• 中央教學樓E6 二樓電腦室走廊
• 中央教學樓E6 三樓電腦室走廊

澳門通打印機及影印機
• 地面層學習共享空間 G111i
• 各學院院內



Follow-You 學生打印

1. 選擇打印機「Follow‐You‐HQ」來
進行打印

使用 ｢Follow-You ｣打印，學生所打印的文件將暫存於打
印伺服器上，學生須使用澳大校園卡在網絡打印機前進行
身份驗證後才可打印

2. 在打印機上拍校園卡 (或以手動方式
輸入你的用戶帳號及密碼) 登入



Follow-You 學生打印

3. 在螢幕畫面上，選擇打印文件，然後按 Print 4. 按打印機鍵盤上的 Log 
In/Out 鍵來進行用戶登出

備註
系統會自動將暫存於打印伺服器上超過 1 小時的打印文件自動刪除



打印及影印服務收費

打印服務 顏色

紙張大小

A4 A3

單面 雙面 單面 雙面

打印或影印

黑白 MOP 0.2 MOP 0.3 MOP 0.4 MOP 0.6

彩色 MOP 2.5 MOP 5.0 MOP 5.0 MOP 10.0



MobilePrint 和 WebPrint 允許你從移動裝置（Android / iOS 7.0
或以上）或網頁瀏覽器通過澳大網絡，打印到支援的打印機上

貼有以下圖示的打印機支援此項服務：

MobilePrint 及 WebPrint

MobilePrint

下載及安裝 APP ｢EveryonePrint｣

iOS Android

WebPrint

使用網頁瀏覽器打開鏈接：

https://webprint.um.edu.mo

https://webprint.um.edu.mo/


SSL VPN 服務
SSL VPN 可讓您安全地存取澳門大學內聯網的網絡資源

• 澳門大學內聯網網頁

• 澳門大學圖書館的電子資源

•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各種內聯網服務

• 授權軟件等

登入網址

https://sslvpn.um.edu.mo/

https://sslvpn.um.edu.mo/


申請 Zoom 帳戶：https://account.icto.um.edu.mo

詳情及下載 Zoom 客戶端程式：

一對一或多方網上會議 論文答辯

Zoom 雲端網上會議能提供實時點對點或多點通訊，是在線討論，在
線課程，會議，訪談，論文答辯，虛擬教室，視頻會議和其他特殊活
動的理想選擇

Zoom 雲端網上會議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虛擬電腦室
虛擬電腦室提供一個虛擬電腦環境作教學用途，它讓學生和職員從他
們的個人電腦或移動設備遠程訪問特定的軟件。該服務可於一星期 7 
天，每天 24 小時以供使用

網頁：https://vdesktop.umac.mo

https://vdesktop.umac.mo/


軟件下載
軟件名稱 用途 下載網頁

Endnote 文獻目錄管理軟件

https://account.icto.um.ed
u.mo

ESET Internet Security 防毒軟件

Microsoft Office 365 
ProPlus
(Registered 
UM@Connect)

每個用戶可以免費下載和安裝
Office 365 ProPlus 於最多 5 台
PC 或 Mac 以及 Office Mobile 
於最多 5 台移動設備

https://account.icto.um.edu.mo/


網頁

https://elearning.um.edu.mo/

網上教育 (eLearning)

https://elearning.um.edu.mo/


網頁： https://ummoodle.um.edu.mo/

UMMoodle
UMMoodle 是澳門大學正在使用的網上教育平臺。為教
師提供一個發佈課件及開展線上活動的空間，並讓學生進
行自我學習、網上測驗、課程討論、提交作業及檢查學習
進度等

https://ummoodle.um.edu.mo/


Mahara 是我們正在使用的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平台

學生可：
• 設計自己的博客
• 編排計劃
• 製作簡歷
• 與同學及老師進行學術交流

網頁：https://eportfolio.um.edu.mo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https://eportfolio.um.edu.mo/


myUM 是澳門大學資訊服務的入口網站，學生可以通過
myUM 使用一系列的資訊服務

網頁：https://myum.um.edu.mo

• 學生資訊網上服務 (SIWeb)
• SIAPP – 試用版
• 網上繳費服務

適用於學士學位課程學生：
• 預選科目
• 增選 / 退選科目

myUM Portal

https://myum.um.edu.mo/


大學的資訊安全有賴您的幫忙。當您正在使用澳大資訊科技設施及服
務時，請留意以下錦囊：

保護您的密碼

• 使用難以破解的密

碼

•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密碼

• 定期更改密碼

保護您的資料

• 定時為資料進行備

份

• 為重要資料進行加

密

安全地瀏覽網頁

• 不要下載及開啓來

歷不明的程式

• 在校外登入網上電

郵或其他系統後謹

記登出

• 一旦收到可疑郵件，

請核實無誤方可開

啟或回覆

資訊安全



學生可能會收到一些類似的欺詐電
郵。這些電郵恍似由大學發出的

• 請勿回應此類查詢您的帳戶名稱
及密碼的郵件

•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絕對不會要求
您以電郵或通過網頁發送這類信
息

如您對收到的電子郵件有任何疑問，
請諮詢 ICTO

資訊安全 - 小心欺詐郵件



防止欺詐郵件的小貼示：

• 避免點擊可疑電子郵件中的鏈接

• 不要打開或保存來自未知發件人的附件

• 避免在電子郵件中發送您的密碼和帳戶信息

• 檢查發件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 持續更新您電腦的操作系統和防毒軟件

• 定期檢查您的在線帳戶和銀行對帳單

• 定期備份資料

如您對收到的電子郵件有任何疑問，請諮詢 ICTO

資訊安全 - 小心欺詐郵件



使用 UMPASS 用戶名稱及密碼登入前，務必先判斷網址的真偽，
請注意 UMPASS 大學官方登入網址包含以下特徵：

• 網址會顯示綠色鎖頭圖示及大學英文名稱“University of Macau [MO]” 

• 網址必須為 um.edu.mo 或 umac.mo 網域結尾

資訊安全 - 小心欺詐郵件



主要內容

• 資訊安全貼士及資訊

• 法規、守則與政策

• 指引與程序

• 即將推出：資訊安全問答大挑戰

網頁

https://icto.um.edu.mo/infosec

資訊安全網頁

*資訊安全講座將於9月11日舉行

https://icto.um.edu.mo/infosec


聯絡我們

電話

8822 8600 

位置

中央教學樓東五座(E5) 2085
室

電郵
icto.helpdesk@um.edu.mo

mailto:icto.helpdesk@um.edu.mo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網頁：https://icto.um.edu.mo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網頁及知識庫

資訊及通訊科技部知識庫：https://faq.icto.um.edu.mo

資訊科技設施及服務使用手冊：
https://icto.um.edu.mo/training/it-
facilities-and-services-handbook

https://icto.um.edu.mo/
https://faq.icto.um.edu.mo/
https://icto.um.edu.mo/training/it-facilities-and-services-handbook


ICTO 通訊
網頁：https://newsletter.icto.um.edu.mo

https://newsletter.icto.um.edu.mo/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