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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D管理平台 

一、 WEB AD功能： 

提供管理人員透過Web界面，管理AD上的部門及使用者帳號，

可新增、修改或刪除及停用使用者，並提供不同的部門授權

給不同的管理者維護。 

(1) 支援IE、Chrome、FireFox瀏覽器方式操作WebAD 

(2) 透過Web界面直接管理AD上的組織及人員資料 

(3) 提供分層授權管理功能，管理者可建立階層式群組及使用

者帳號及執行權限設定功能等資訊，並分層授權使用者管

理其所被授權管理之OU或群組下的帳號及執行權限設定

功能。 

(4) 可透過管理系統針對組織做委任授權管理，並提供Web化

之操作界面，供系統管理者及單位帳號管理人員透過

Browser管理被授權管理之使用者帳號。 

(5) 系統紀錄：具備檢視使用者登入IP、登入（出）時間之紀

錄等相關功能。並提供Web based介面以日期與使用者為

查詢條件做查詢。 

(6) 一般介面至少包含下列功能 

 使用者密碼更改及設定 

 使用者帳號建立及刪除 

 使用者密碼變更及基本資料更新 

 使用者部門異動 

 啟用/暫停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帳號與密碼驗證 

 部門建立、刪除及異動 

(7) 可透過該管理平台，以網頁連線方式進行AD管理工作，包含網

域帳號密碼修改、組織單位遷移、網域群組成員的成員修改。 

(10) 提供 WebBase 樹狀組織界面管理 LDAP V3 及 AD 相容的目

錄伺服器，並可針對目錄服務伺服器內的組織及人員做

管理，並支援整合 AD 做驗證。 

(11) 人員維護包括階層式架構，並可執行修改、刪除及移動

之操作。 

(12) 提供樹狀人員組織的 Web 管理維護介面，單位管理採 N

層結構之單位組織，提供新增、修改、刪除等功能。 

(13) 系統提供部門及人員的權限設定，如設定在部門，則部

門內的所有人員皆繼承部門權限。 

(14) 可指定管理的 DC 及 OU，設定好後，Web 界面則會依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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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顯示目錄服務上的 OU，每個 OU 提供使用者列表、

下層部門列表、編輯、移動、刪除等功能。 

(15) 提供新增部門功能，並可設定部門主管；部門主管的來

源亦是目錄服務上的使用者；之後亦可於使用者列表

中，變更部門主管。 

(16) 管理者可於 Web 界面上的使用者列表中設定帳戶選項；

帳戶選項包含： 

 使用者必須在下次登入時變更密碼 

 密碼永久有效 

 使用者可回復加密來存放密碼 

 帳戶已停用 

 互動式登入必須使用智慧卡 

 帳戶受信任可以委派 

 這是機密帳戶，無法委派 

 這個帳戶需要使用 DES 加密類型 

 不需要 Kerberos 預先驗證 

(17) 提供帳號到期日設定，可設定此帳戶的到期日期或帳戶

永久有效。 

(18) 提供 Log 機制，記錄所有透過本系統存取目錄服務的操

作，該紀錄功能須包含事件之日期與時間，來源 IP，訊

息類型與事件記錄在內的事件紀錄，並可將 Log 內容存

入資料庫中以供日後稽核查詢，並提供 Web 介面以日期

範圍、使用者或關鍵字為查詢條件。 

(19) 提供設定 OU 授權管理功能，可指定 AD 上的特定人員管理特

定的 OU，被授權的管理員，則可以針對此 OU 進行使用者及此

OU下的部門進行新增、刪除、修改、移動等功能。 

(20) 提供停用帳號列表，在 AD內被停用的人員，皆會顯示在此列

表，管理者亦可搜尋被停用的人員。 

(21) 提供資料匯出功能，可匯出使用者資料供其它系統使用。 

(22) 提供使用者密碼到期列表，可從列表中顯示所有到期的帳號

資料及密碼到期日。 

(23) 提供密碼變更功能，供密碼到期或需要變更密碼使用。 

(24) 於變更畫面上輸入使用者帳號、舊密碼、新密碼及新密碼

確認，系統確認無誤後，即可變更使用者密碼。 

 

 

二、 密碼變更： 

(1) 提供密碼變更功能，供密碼到期或需要變更密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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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變更畫面上輸入使用者帳號、舊密碼、新密碼及新密碼

確認，系統確認無誤後，即可變更使用者密碼。 

(3) 系統可啟用密碼變更不得與密碼歷程三次的舊密碼相同。 

 

三、 帳號申請： 

(1)提供申請填寫畫面，欄位包括姓名、職稱、身分證字號、

現職單位、申請帳號。(可客制) 

(2)使用者可於登入頁,點選帳號申請功能，進入填寫頁面，

填寫完成後發Mail通知管理者。 

(3)使用者所申請的帳號，會檢查AD目錄內是否存在，以及待

審核的列表中是否有此帳號；有重覆則會提示訊息。 

(4)提供帳號檢查按鈕，可於填寫頁，檢查自己所輸入的帳號

是否已被使用 

(5)提供帳號申請列表功能，審核人員可於帳號申請列表中進

行審核動作。 

(6)審核通過則於AD目錄中，新增此使用者，使用者可於下次

開機時，輸入審核通過的帳號及密碼，與AD做登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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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說明 功能 

1 組織單位管理  

 

 

提供組織單

位的異動管

理 

1. 提供組織單位的名稱修改 

2. 提供組織單位的刪除 

3. 可移動組織單位 

4. 可對組織單位下的人員或群組進行搜尋 

5. 提供對組織單位下的人員匯出成Excel檔

案清單功能 

2 人員管理 

 

除了擁有一

般使用者帳

號的新、刪除

等功能外，提

供更細緻使

用者帳號的

管理功能 

1. 提供使用者帳號重設密碼的功能 

2. 提供使用者帳號鎖定時，帳號解鎖的功

能 

3. 提供使用者帳號下次登入時，須修改密

碼的功能 

4. 提供使用者帳號停用的功能 

5. 提供人員調職時，可搬移使用者帳號到

特定的單位 OU 中 

3 電腦帳號管理 提供電腦物

件帳號的異

動管理 

1. 提供新增電腦物件帳號的功能 

2. 提供刪除電腦物件帳號的功能 

4 授權管理 

 

提供針對組

織部門，可授

權使用者管

理該部門 

1. 提供系統管理者可設定部門授權人員 

2. 授權項目包括： 

新增使用者 

編輯使用者 

刪除使用者 

新增子部門 

刪除子部門 

主管設定 

帳戶到期日設定 

帳戶選項 

下次登入需變更密碼 

3. 被授權人員可於管理界面列出可維護管

理的部門 

4. 列表管理 依帳號狀態

提供相關使

用者列表，可

快速瀏覽查

詢 

1. 全部使用者列表 

2. 啟用帳號列表 

3. 停用帳號列表 

4. 鎖定帳號列表 

5. 密碼永久有效列表 

6. 使用者密碼到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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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者密碼變更 提供使用者

可自行變更

密碼 

1. 於個人資訊設定內，使用者可自行變更

密碼。 

2. 密碼變更不得與密碼歷程三次的舊密碼

相同。 

6. 密碼到期提醒 提供密碼到

期前，通知使

用者變更密

碼 

管理者可設定密碼到期前Ｎ天，發送 EMail

通知使用者密碼到期。 

7. 物件異動稽核功

能 

AD 中的物

件異動的報

表提供，以利

日後稽核的

追踪 

可以根據『使用者帳號』、『使用者姓名』、、

『部門名稱』等欄位為搜尋條件，按下搜

尋按鈕之後則會顯示異動的記錄。 

提供以下的異動記錄: 

1. 人員異動記錄:  

欄位記錄資訊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姓名 

 異動類型 

 單位 

 管理者帳號 

 管理者 IP 

 異動時間 

 

2. 組織單位異動記錄:  

欄位記錄資訊 

 組織單位名稱 

 異動類型 

 單位 

 管理者帳號 

 管理者 IP 

 異動時間 

 

3. 群組異動記錄: 

  欄位記錄資訊 

 群組名稱 

 異動類型 

 單位 

 管理者帳號 

 管理者 IP 

 異動時間 

 

4.電腦異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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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記錄資訊 

 電腦名稱 

 異動類型 

 單位 

 管理者帳號 

 管理者 IP 

 異動時間 

 

5. 密碼變更時間表: 

  欄位記錄資訊 

 使用者帳號 

 使用者姓名 

 上次修改密碼時間 

8. AD 帳號申請 提供使用者

申請帳號 

1. 使用者可填寫申請資料,並送出審核。 

2. 各單位管理者可審核申請者資料,通過

後則建立使用者帳號。 

3. 系統管理者，可設定各單位審核人員或

統一由管理人員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