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李惠利分校)

3.

"chan"或"tai"或"man"(不論大小寫).
以下是一些合標準的密碼例子(請不要使用這
些例字作為你的密碼):
1. Abc123
2. P@ssw0rd (0 is Zero)
3. A1b2c3

夜間/部分時間制學生網絡服務(電腦及網絡工具,CNA)

提供的服務
電郵服務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李惠利分校)會為所有該校的學生
提供一個 CNA，你的電郵地址只會在你設定了 CNA
工具中的電郵轉送服務後才會啟動。你可以使用 CNA
工具來管理你的 CNA，網址如下：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校外網絡服務
透過虛擬私人網絡，你可以在家中經互聯網服務供應
商(ISP)使用職業訓練局的網絡服務(例如： Mail、圖書
館和學生內聯網等...)。
http://www.vtc.edu.hk/vtchome/VPN/eng/VPN_Page.htm
校內無線上網
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特定的範圍裡(例如：禮堂、圖書
館和餐廳等...)無線連接內聯網及互聯網。
http://wlan.vtc.edu.hk
網上筆記/教學
這是一個網上教學設施，講師可以透過 WebCT 為課程
提供課堂筆記或額外教材。
http://webct.vtc.edu.hk
專業教育學院學生網上系統
一個提供網上資訊及學生服務的網站。學生可透過此
系統查閱考試成績。
http://www3.vtc.edu.hk

戶口啟動程序 (Account Activation)
1.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的電郵地址是
<你的學生號碼>@stu.vtc.edu.hk
例如：
學生號碼： 031234567
電郵地址： 031234567@stu.vtc.edu.hk

2.

使用你的網頁瀏覽器進入 CNA 登入網頁，網址如下：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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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 "Account ActivationÆ student " 超鏈結。

戶口啟動程序已完成。你可以登入來使用 CNA 工具(例
如：郵件轉送)
登入網頁：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4.

CNA 工具 (CNA’s Utilities)
電郵轉送 (Mail Forward)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轉送你的電郵到另一個電郵戶口。
更改密碼 (Change Password)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基於安全理由，你應該定期更改你的個人密碼。
更改個人資料 (Change Personal Information)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更改你的 CNA 個人資料。
填寫全部所需資料然後按 "Activate" 按鈕。
你的密碼必須符合 1-6 所有條件:
1. 必須是六至十二個位的字串
2. 其中必須符合以下 a,b,c,d 四種條件中的最
少三種(group) :
a. (Group 1) 包含最少一個大寫英文字母
b. (Group 2) 包含最少一個小寫英文字母
c. (Group 3) 包含最少一個數字
d. (Group 4) 包含最少一個符號,例如: ! @ # $
%^&*
3. 不可以包含字典字(Dictionary Word), 例如
happy, apple, 名字等.
4. 不可以有三個以上連續字串, 例如 ABCD,
abcd, 1234 等.
5. 不可以有連續三個以上相同字符, 例如
AAAA, aaaa, 1111, @@@@等.
6. 不可以包含你的名字內任何部份, 例如你的
名字是"chan tai man", 你的密碼就不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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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密碼 (Reset Password)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當你忘記密碼時重設你的密碼。
說明 (Help)
http://www.vtc.edu.hk/mailutl/help/index_stu.htm
你可以在說明網頁內找到所有關於 CNA 工具的資料。
電郵地址別名 (E-mail Alias)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讓你額外選擇一個易記的電郵地址。
所有 CNA 工具可透過互聯網使用。

VTC – P. 3

忘了密碼 (Forget Password)
1.

2.
a.

使用你的網頁瀏覽器進入 CNA 登入網頁，然後按 "Forget
Password" 超鏈結進入。網址如下：
http://webmail.vtc.edu.hk/Mail_Utilities

b.
c.
d.

你必先啟動你的電郵轉送功能才能使用電郵地
址別名。
如果你取消了電郵轉送功能，你的電郵地址別
名也會被暫停使用。
你只能選擇一個電郵地址別名，此外當你選取
了電郵地址別名後便不能更改。
電郵地址別名只能用作收發電郵，你仍需使用
你的學生號碼來登入你的 CNA。

輔助說明 (Help)
在 "Forward to:" 欄中輸入你想轉送到的電郵地址及在
"Password:" 欄中輸入密碼，然後選擇你要否把接收到的電
郵保存在 VTC 郵箱中 (這樣會佔用戶口儲存量)。最後，按
"Submit Form" 按鈕來完成。

2.

1.
2.

你的電郵地址是：
<你的學生號碼>@stu.vtc.edu.hk
如果你取消了電郵轉送功能，你的電郵地址也會
被暫停使用。

電郵地址別名 (E-mail Alias)
填寫全部所需資料然後按 "Activate" 按鈕。

電郵轉送 (Mail Forward)
1.

1

登入 CNA 工具後，在選單中按 "Select Alias" 超鏈結。

2

檢查網頁內所顯示關於你的資料，如果資料正確便按
"Next Step >>" 按鈕，否則，請聯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
技術支援。

登入 CNA 工具後，在選單中按 "Mail Forward" 超鏈結。

你可以參閱輔助說明網頁以獲得更多有關 CNA 工具的資
料。
http://www.vtc.edu.hk/mailutl/help/index_stu.htm
如果你有疑難而不能在上述的網頁內找到答案，你可以
電郵給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李惠利分校)的職員：
lwlitadm@vtc.edu.hk
在你使用我們的服務前，請細心閱讀我們的指引和條例
網頁：
http://www.vtc.edu.hk/mailutl/help/guideline_regulation_c.ht
m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李惠利分校)學生內聯網首頁網址：
http://lwsua.vtc.edu.hk
~完~

3

請選擇一個電郵地址別名，然後按 "Save Changes" 按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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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見你的學生號碼、電郵地址和電郵地址別名顯示於
網頁內，代表你已成功設定電郵地址別名了。

VTC – P. 5

VTC – P.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