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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企業內部網路（Intranet）多以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IP）為網路通訊協定，並利用數據線

路進行連線，提供各種網路服務。企業建置網路時，多以 Ethernet、Fast 

Ethernet、FDDI 為企業內部 Intranet 的基礎，再利用 hubs、bridges、

routers 連結成為實體網路，一方面連結內部主機及個人電腦成為

Intranet，另一方面再與 Internet 連結，成為全球 Internet 的一部份。 本研

究的目的在實證研究 Intranet 多層級網路中心之網路管理模式，首先整

理網路技術、網路效能分析理論及網路管理有關的文獻，以作為本研究

的基礎。蒐集一企業組織 Intranet 內的網路系統現況、網路整體作業效



能滿意度、資訊系統的擴充(汰換)計畫等，以暸解網路應用效能與滿意

度；並分析網路效能滿意單位的網路管理模式，建構出實證式的網路中

心網路管理模式，並在研究中對網路效能不滿意單位或有擴充計畫的網

路單位，提出網路改善或建構策略，這些實證的資料，將可提供企業組

織網路管理中心，規劃其網路管理策略之參考使用。  

摘要

(英) 

In the Intranet of Enterprise, it was used the TCP/IP protocol to provide network 

service. In topology, Intranet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a Ethernet, a Fast Ethernet, 

or a FDDI as backbone to connect user，s computer. Also, hubs, bridges, and 

router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to comple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ranet which 

is connected to a host and many computers within the business. Moreover, the 

Intranet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for retrieving information from millions 

of sources.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ing a practical network 

management model on the Intranet with a multilevel network center. First, 

network technology, network performance analysis theory, and network 

management documents are exhaustively collected to form a basis of the research. 

Next, information about a current operating condition of the Intranet within a 

business, satisfactory degrees of departments about the total performance of the 

Intra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expansion and/or update plans of the business 

are collected. Thereafter, analyze a network management model of a department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bout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practical network management model on the Intranet with the 

multilevel network center. Moreover,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those departments 

having a low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bout the network performance and/or having 

expansion plans. By considering the suggestions, the network center of the 

business can design its own network manage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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