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科技大學 Windows 及 office 之教職員在家工作權(校外)K M S 驗證啟用程序
– 限教職員在家 1 台電腦使用
v.1110402

啟用說明：
1.

本校提供之 Microsoft Windows Enterprise 升級版作業系統（以下簡稱 Windows）、Office
Professional Plus (以下簡稱 Office)軟體為校園大量授權版本，(這些軟體授權範圍，僅限用於
本校所屬財產電腦及教職員在家工作權 1 台電腦使用，學生私有財產電腦不在授權範圍內)，
使用者在升級或安裝時不用輸入序號，而是於安裝完成後透過網路向 KMS(Key Management
Service)服務主機取得驗證並啟用方式。

2.

未經過 KMS 驗證啟用的 Windows、Office 有 30 天的初次啟用寬限期，若 30 天以內未啟用，
則在啟用初次寬限期過後，作業系統會視為是非法版本使用者，而在畫面上出現警告訊息。

3.

已啟用成功的 Windows、Office，寬限期會從 30 天變為 180 天，故在 180 天寬限期到期之前，
使用者必須再執行此啟用步驟，成功後寬限期才會再被設定為 180 天，否則在 180 天的寬限
期一過，系統將會出現未啟用之訊息。

4.

請注意!! 學校提供的 Windows 版本作業系統為升級版，故您的電腦購置時必須是含有合法授
權的 Windows 隨機版(即 OEM 版)作業系統(例如 Windows Home..等)，才可以合法進行升級或
安裝，否則即屬違法(違法須自行承擔法律等責任)。
(**本校統購之電腦出貨時必須附有隨機版作業系統版權)

5.

通常裝有隨機版作業系統的電腦，尤其是品牌電腦或筆記型電腦，BIOS 內會有 SLIC 資料被
寫入 ACPI table，以做為搭配作業系統之辨識。由於 KMS 大量授權有其限制的機制，若電腦
BIOS 中 SLIC 的資料不正確或先前安裝了非合法的作業系統，這些電腦的 KMS 驗證是不會
通過的，會導致啟用失敗。發生這種情況的電腦，建議解決方式如下：

6.

(1)、

安裝原先隨機版作業系統後再做升級或安裝

(2)、

使用自行購買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序號

(3)、

向原購買之電腦廠商尋求合適的 BIOS 版本或無 SLIC 限制的 BIOS 來更新

您可以使用微軟公司提供的測試軟體(MGADiag)來檢查 BIOS 內容，使用方法為：執行測試軟
體>>按 Continue>>按 copy>>開啟記事本並貼上>>最底下就能看到 SLIC 相關內容。如果 ACPI
Table 中有 SLIC 且 Windows Marker Version 是 N/A，則大都無法通過 k M S 認證。

7.

校內、校外驗證啟用的方式有所不同，本文件為校外驗證啟用，請參照下頁說明。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enable verific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is document is the way outside the school.

1

@校外啟用程序( 教職員在家工作權電腦用，不含學生 )

校外驗證步驟較繁雜，若教職員在家工作用電腦為筆記型電腦，則建議將電腦攜至校內，改以校內驗
證啟用程序啟用，其步驟較為簡易。
一、VPN 軟體安裝-校外電腦第一次使用安裝與設定(若之前已安裝 VPN，請跳過 VPN 軟體安裝步驟)：
1.

下戴安裝 FortiClient VPN only
Download FortiClient VPN only

https://forticlient.com/downloads

2

2. 安裝完成後請點選啟用 Forticlient VPN

3. 進行 Forticlient VPN 環境設定
3

3.1.1

點選配置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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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輸入下列資訊:
連接名:CYUT
遠程網關: 163.17.7.29
勾選 自定義端口: 10443
完成後按「保存」

二、使用 VPN 與 K M S 驗證：
1.

注意：連結本校 VPN 前，請務必先下載儲存需求之驗證批次檔:
((說明：因啟用本校 VPN 後僅能驗證 K M S，無法連上其它網路，故請於啟用前先下載檔案 ))
((僅限驗證微軟授權本校之 Windows 企業版及 Office 專業版 ))
若要驗證「Windows」請點擊下載驗證啟用程式：win-kms-act.bat
若為「Office 2016」請點擊下載驗證啟用程式：office2016-act.bat
若為「Office 2019」請點擊下載驗證啟用程式：office2019-act.bat
若為「Office 2021」請點擊下載驗證啟用程式：office2021-act.bat
若出現此畫面，請點選「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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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indows click on the download verification enabler: win-kms-act.bat
For Office 2016 click on the download verification enabler: office2016-act.bat
For Office 2019 click on the download verification enabler: office2019-act.bat
For Office 2021 click on the download verification enabler: office2021-act.bat

If this screen appears, please click
"Keep".

If this screen appears, please click "Show in
folder".

2.

使用 VPN 連線
(1)、 請點選 FortiClient

(2)、 輸入學校教職員帳號及密碼，再點選連接

登入帳號為 t+人事代碼，密碼為教職員資訊系統密碼。
Enter your User name and Password then Press connection. (Ex：t1234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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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ndows 授權啟用程序 (License Enabler for MS Windows software.)：
(此步驟與校內驗證方式相同。This step is the same as on-campus verification.)
(1)、
將滑鼠游標移至步驟 1 已下載之
win-act.bat 檔案，並按滑鼠右鍵，選
擇「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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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the mouse cursor to the win-act.bat
file, right click and select "Run as system
administrator".

(2)、 若系統出現是否要允許下列程式變更這部電腦的提示，請按「是」繼續。
若系統出現使用者帳戶控制的提示，請按
「是」繼續。

If the user account control prompt appears, please press
"Yes" to continue.

(3)、 過程中會自動帶出「命令提示字元」視窗並執行啟用程序，若成功啟用，則按任意鍵關閉視

窗。
During the process,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bring up the following window and display the enable program
execution message. <Product activation successful> means that "Windows" has been successfully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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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ffice 授權啟用程序 (License Enabler for MS Office software.)：
(此步驟與校內驗證方式相同。This step is the same as on-campus verification.)
(1)、

若已安裝其它版本 Office，請先移除，不可同時安裝兩種 Office 版本。

You can not install both version at the same time, so if you have already installed Microsoft Office, please remove it first.
(2)、

Office 2019、2021 只能相容於 Windows 10 以後之作業系統。

Microsoft Office 2019 and 2021 can only be installed on Windows 10 and later operating systems.

(3)、
請將滑鼠游標移至 office20xx-act.bat 檔
案，按滑鼠右鍵，選擇「以系統管理員身
分執行」。

Move the mouse cursor to the
office20xx-act.bat file, right click and select "Run as
system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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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系統出現使用者帳戶控制的提示，請按
「是」繼續。

If the user account control prompt appears, please press
"Yes" to continue.

(5)、 過程中系統會自動帶出如下視窗，並顯示啟用程序執行訊息，執行最後若出現

<Product activation successful>就代表「Office」已成功啟用。
During the process,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bring up the following window and display the enable program
execution message. <Product activation successful> means that "Office" has been successfully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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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束 VPN 連接 (End the VPN connection.)：
KMS 認證完成後，請點選 FortiClientVPN 之「中斷連接」，結束 VPN，以回復正常家用網路環
境。((說明：因本校 VPN 後僅供驗證 K M S 用，無法連上其它網路，故認證完需中斷連接，才能
恢復原來的正常網路使用))

6.

上述步驟 3 與 4 之驗證方式與校內 Windows 與 Office 驗證方式相同，故相關詳細資訊亦可參考
校內驗證啟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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