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task - 安裝手冊

本手冊主要是詳述如何安裝Netask 產品，以及關於Netask 產品的相關資
訊。安裝時，請按照此份安裝手冊進行產品安裝，每一步驟都有詳細的說明

與圖解。

 
在您安裝Netask 產品前請先確認您已備妥下列事項。 

 

第一步、安裝前的準備

已申請並對應好的 Domain Name 及 IP 位址 (做好正反解設定) 

 l 確認已申請好 Web Server 端的IP 位址，如(203.75.0.1)。  

l 確認已設定好 Netask 的 Domain Name 一個(nt.XXXX.com.tw)。  

l 安裝前資料收集表：(* 為必要資料) 

※網域名稱的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twnic.net.tw 

所需資料 資料內容(供使用者列印填寫)

* 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 網路位址 (IP Address)  

* 網路遮罩 (Netmask)  

* 網路閘道 (Gateway)  

* 主要域名伺服器 (Primary DNS)  

第二域名伺服器 (Secondary DNS)  

第三域名伺服器 (Tertiary DNS)  

網站伺服器一台

 伺服器系統需求  

※Client 端電腦只需Win98 以上作業系統，搭配IE6.0 以上(建議) 。

項目 建議需求

網路環境 必須同時具備區域網路(Lan)及廣域網路(Wan)環境 

CPU PIII-500 或以上

記憶體 256MB或以上

硬碟空間 20GB以上硬碟

網路卡 10/100Base

光碟機 24倍以上光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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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sk 產品安裝光碟片二片

 
第一片光碟片：Red Hat Linux 作業系統安裝光碟片 (CD # 1)  

第二片光碟片：Netask 主程式安裝光碟片 (C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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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Netask 軟體組合套件的第一片光碟片放入光碟機中，然後重新開啟電腦(請確認開機順序

為光碟機優先)，即可開始執行安裝程序。 

 

第二步、安裝Red Hat Linux(第一片)

起始畫面

 

按鍵盤上的 [tab] 鍵選擇

「Skip」，接點按[Enter] 鍵進入
安裝畫面。  

 

(接著會出現圖形畫面，請等待一分

鐘，若超過十分鐘以上，表示該光碟

片可能與光碟機不合用)

歡迎畫面

 

當 Red Hat Linux 安裝模式的歡

迎畫面出現時，請點選「下一步」

(Next) 開始安裝。 

選擇安裝的語言畫面

 
請選擇「 English」， 接著按「下

一步」(Next)。 

鍵盤設定頁面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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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鼠設定頁面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如果滑鼠操作正常，請用預設值)

選擇安裝類型

 
選擇「 Server」後，直接按「下一

步」(Next)。 

選擇磁碟配置方式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點選後若出現警示畫面，請點選

「Yes」

設定自動分配硬碟

第 2 頁，共 7 頁世成科技 -「Netask網路世紀」企業e化EIP管理系統

2004/6/29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2.htm

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2.htm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硬碟資料移除確認

 點選「Yes」。 

  

  

自動配置畫面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開機管理程式設定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網路設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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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選擇Network Devices 的 

「eth0」，接著點選「Edit」編輯
網路卡設定 。 

  

  

網路設定 B 

 

請取消勾選 Configure using 
DHCP 
並勾選 「Activate on boot 」接

著填入IP 與Netmask。 (內容請依

照安裝前資料收集表內IP Address 

與 Netmask 的資料內容來填入) 

完成後直接按「OK」。  

網路設定 C 

 

選擇「manually」手動設定主機名

稱(hostname)；並依照安裝前資料

收集表內的Domain Name 內容來
填入。 

完成後直接按「下一步」(Next)。  

防火牆設定

 
選擇「No firewall」，接著按「下

一步」(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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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附加語言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設定時間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

「Asia/Taipei」後，接著按「下

一步」(Next)。 

  

建立管理者登入密碼

 

請自行輸入兩次管理者的密碼，接著

按「下一步」(Next)。  

(密碼至少 6 個字元)

  

套件選擇畫面 (未下拉) 

 

請按二次鍵盤上的「Tab」鍵再按

「End」鍵至畫面最下方。 

 

或是使用滑鼠點選「scrollbar」下
拉至最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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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選擇畫面 (已下拉) 

 
選擇「Minimal」，接著按「下一

步」(Next)。

  

確認安裝

 
不需設定，直接按「下一步」

(Next) 。

  

建立開機軟碟

 

選擇「No,I don't want to 

create a boot diskette」，接

著按「下一步」(Next)。

  

開始安裝套件

 套件安裝中，請等待大約十分鐘。

安裝完成

第 6 頁，共 7 頁世成科技 -「Netask網路世紀」企業e化EIP管理系統

2004/6/29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2.htm

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2.htm


  

 
不需設定，直接點選「Exit」退出安
裝畫面。  

 

恭禧，你已完成了第一片的安裝。請將光碟片取出，接下來電腦重新開機後會自行啟動執

行，請先稍待一下，直到系統開機程序完成。開機完成後請依照下列順序輸入： 

 

(管理者密碼為步驟18 所建立之管理者密碼 )

 

Red Hat Linux release 9 (sharike) 

Kernel 2.4.20-8 on an i686 

 

nt login: root 

Pass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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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安裝 Netask (第二片) 

 

放入Netask 安裝光碟片並執行安裝命令 

 

 

安裝完成 

恭禧，你已完成了全部的安裝。接下來請直接使用任何一台網路瀏覽器來測試一下。 

在瀏覽器的網址列中輸入 Netask 網址即可進入 Netask 網站的登入頁。 

( 網址即為安裝前資料收集表的網域名稱)  

使用一組預設的管理者帳號及密碼進入網站 

帳號：admin 

密碼：netask 

請依照下列順序輸入安裝命令：

 

[root@nt root]#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root@nt cdrom]# cd  /mnt/cdrom 

[root@nt cdrom]# ./install.sh

 

 

最後會進入Netask 系統自動安裝程序，等待約十分鐘出現畫面： (圖為結束畫

面) 

 

set DomainName in ucitycen OK ! 

set IP in ucitycen OK ! 

set MailServer in ucitycen OK ! 
. 
. 
. 

set MailServer_IP in ucity1 OK ! 

initial process OK in ucity1 database ! 

Process next 0 requests... 

Process stop. 

請先執行 “exit”命令登出。 (圖為登出後畫面) 

接著請按" Ctrl + Alt + Del "重開機。 

最後取出光碟片。  

Red Hat Linux release 9 (sharike) 

Kernel 2.4.20-8 on an i686 

 

nt login: 

第 1 頁，共 2 頁世成科技 -「Netask網路世紀」企業e化EIP管理系統

2004/6/29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3.htm

http://www.netask.com.tw/tw/service/help/train_install_03.htm


在確定登入後，建議將預設的帳號密碼換掉，以維護並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接下來，系統管理者要如何設定Netask，請參閱第二章 設定手冊。 

其它公司成員若要了解如何使用Netask，請參閱第三章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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