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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行動機箱專案目標



無線行動包專案目標

• 可隨時隨地上網。支援4G/3G、LAN Forward(Local Bridge不認
證)、Tunnel Mode (suppot Local Bridge and Tunnel Route需認證).

• 可以單顆220C拆下使用(需認證)。同VPN登入相同使用環境。
• 可以承載40個平板以上，平順看480P Youtube影片。取決於對外

頻寬。
• 提供4G for教師 Lan for 學生 PBR功能

• ===========無線行動包附加功能============
• 可以無線投影電腦、平板教學。Support    Android   Windows。

具有雙畫面/四畫面接收功能 VGA    HDMI
• 具有電子白板筆教學功能
• 沒有對外網路時，可以Local分享檔案。

– 老師R/W  學生 Read Only



• 支援4G/3G、

• Local Forward(Local Bridge不認證)

• Tunnel Mode 

• (suppot Local Bridge and Tunnel Route需認證)



介面、路由、防火牆政策



目標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設定3G USB網卡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配置介面網路組態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配置等價多路徑路由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配置防火牆規則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啟動規則NAT功能



使用 瀏覽器連結 FG-60D



啟動3G modem功能

點選

config system modem

set status enable

set auto-dial enable

set phone1 "*99***1#"

end



點選

確認有IP



配置介面組態

點選 Interface

點選



點選



配置介面組態

點選

點選





開啟圖形介面路由配置功能

滑鼠點選

滑鼠點選

滑鼠點選



設定以3G USB網卡為優先對外路徑

點選

點選

點選修改成255



滑鼠點選

滑鼠點選



新增FG3040B 物件

輸入物件名稱

輸入 IP



新增防火牆規則

點選

點選



Internal 到 3G USB網卡 禁止連線
至FG3040B

封包發起來自介面與來源地址

封包發起目的介面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FG3040B



Internal 到 3G USB網卡 允許連線至
網際網路

封包發起來自介面與來源地址

封包發起目的介面與目的地址

啟動NAT



Internal 到 Wan1  禁止連線至
FG3040B

封包發起來自介面與來源地址

封包發起目的介面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FG3040B



Internal 到 Wan1  允許連線至網際
網路

封包發起來自介面與來源地址

封包發起目的介面

與目的地址

啟動NAT



Internal 到 Wan2  允許連線至網際
網路

封包發起來自介面與來源地址

封包發起目的介面

與目的地址

啟動NAT



點選

確認順序



設定完成後….

• 1.當3G USB網卡與Wan1或Wan2同時連線時，
會只透過3G USB網卡連線至網際網路

• 2.當3G USB網卡或Wan1有連線時，可連線
至連線至網際網路， 但會不能連線至教育
局的FG3040B

• 3.當Wan2有連線時，可連線至連線至網際
網路



AP的佈署



目標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使用FortiGate作為無
線網路控制器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配置SSID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派發無線網路配置至
無線AP

• 透過本章節了解如何訂定無線網路管理規
則



配置無線設備 Country Code

點選

config wireless-controller setting

set country TW

end

FGT60D4613047858 (setting) # end

This operation will also clear channel 

settings of all the existing wtp profiles.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配置介面組態

點選

點選



配置網路介面Internal-啟動管理AP

選擇透過此介面管理無線AP



新增新增SSID

點選

點選點選



輸入介面名稱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擇
”Local…”輸入SSID

名稱

輸入11111111



修改成開放模式

點選

config wireless-controller vap

edit NTPC-MLearning

set security open

end



配置管理無線AP範本

點選

點選



輸入範本名稱

選擇AP支援型號

選擇支援規避干擾功能
選擇支援頻段暨AP

可負載平衡

選擇發布SSID



授權接管無線AP

點選

滑鼠右鍵 授權接管AP

約需等待30S ,確認授權成功



套用AP管理範本

滑鼠右鍵

選擇管理範本

SSID 套用資訊



AP設定

確認AP IP



使用 瀏覽器連結 AP



點選

輸入教育局FG3040B IP

輸入FG60D Internal IP



NAS的設定



http://global.download.synology.com/download/Tools/SynologyAssistant/5005/Wi

ndows/SynologyAssistantSetup-5.2-5005.exe

下載並安裝Synology Assistant

http://global.download.synology.com/download/Tools/SynologyAssistant/5005/Windows/SynologyAssistantSetup-5.2-5005.exe


待電源燈恆亮後,執行Synology Assistant “搜尋”



在找到的設備上按右鍵選”安裝”



http://global.download.synology.com/download/DSM/5.1/5022/DS
M_DS215j_5022.pat

下載安裝檔並選擇安裝檔路徑(DSM_RS215j_5022.pat)

http://global.download.synology.com/download/DSM/5.1/5022/DSM_DS215j_5022.pat


在密碼欄輸入 !QAZ2wsx
取消勾選Synology Hybrid RAID



設定IP 子網路 預設閘道 DNS



系統安裝成功後點擊下圖中的”登入RackStation”



以admin/!QAZ2wsx登入



設定自動更新



建立儲存空間



















新增共用資料夾









新增使用者帳號





取消密碼強度設定





新增學生帳號(無密碼)







新增老師帳號(密碼teach2015)







到APP下載ds file檔案



1.輸入IP位置
2.帳號：admin
3.!QAZ2wsx
4.登入



等待登入



點選資料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