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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互联网讲座

明治大学 信息基础本部

2009年4月

请往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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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料

 互联网讲座文字资料（用于分发）
 MIND网站上的公开资料

 MIND使用遵守事项大纲
 大学校规・・・必读

 互联网讲座听课证书（蓝纸）
 讲座中途分发的材料

 下半部分是宣誓书，请在会议结束后提交
 日后不接受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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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

1. 本次讲座的目的

2. MIND与MIND规则

3. 方便快捷地使用互联网

4. 有关信息安全的注意事项

5. 可使用的校内设施介绍

6. 其他参考信息

会议时间大约为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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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次讲座的目的

访问外网＝必须参加此次讲座

经常使用MIND

大学有大学的校规→遵守

大学校规外需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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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习内容

明治大学校园网的使用规则

互联网使用规则

包括内部访问和外部访问

如何不成为受害者或加害者

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电脑病毒或间谍软件

信息安全（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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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听讲后你可以做的事情

从明治大学校园的个人电脑访问外网

 MIND移动通信连接服务

有关MIND移动通信连接服务的说明将在稍后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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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到登录为止的流程

回收听课证书的下半部分（宣誓书）

登录处理需要几天时间

完成登录处理后即可使用

 MIND移动通信连接服务同时生效

下一页将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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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ND移动通信连接服务

 移动通信信息端口连接（各校区的教室及其他）
 VPN连接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SL-VPN）

 从家里的电脑连接到大学内网

 无线LAN连接

校区 接入点的设置场所

骏河台 中央图书馆地下1楼休息室

和泉
第一校舍1楼休息室、媒体楼1楼休息室、教师休息室、
媒体楼４楼休息室

生田
学生会馆3楼休息室、中央校舍3/4楼、A馆会议室
（A406・A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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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谓MIND

 MIND

明治大学综合信息网络

Meiji University Integrated Network Domain

 MIND有MIND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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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IND的规则

 MIND的相关规则
MIND网站上的公开资料

规则的种类
MIND使用准则

MIND运用准则

MIND审查委員会要点 等等

最重要！
详情请参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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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ND使用准则

第7条（遵守事项）・・・大原则（请参见

MIND使用遵守事项大纲）

1. 仅限于教育、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使用。

2. 不得用于营利目的。

3. 不得侵犯通信隐私。

4. 为确保MIND的正常运行，请合理使用。

5. 不得传播侵犯他人权利或违反公共道德的信息。

6. 请正确使用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

7. 其他需征得信息基础本部长同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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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便快捷地使用互联网

 约5亿7千万台
・・・全世界连接互联网PC等终端的台数

（2008年的统计数据）

 系统的公共性非常高

 网络并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勇于对自我负责

不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大家都应
具备作为明治大学学生的自觉与伦理道德



13

3-2 相关法规

犯罪行为 相关法规

非法存取（非法使用） 有关禁止非法存取行为等的法律（非法存取禁止法）等

散发猥亵物等 刑法第175条“散发猥亵物等”

老鼠会・传销 有关打击“老鼠会”传销的法律・刑法246条“诈骗”等

违法药物的销售
药事法・大麻取缔法・兴奋剂取缔法・麻药及精神治疗药物取
缔法等

网络骚扰 有关针对骚扰行为等限制的法律等

胁迫・诈骗 刑法第222条“胁迫”・刑法第246条“诈骗”等

犯罪预告
刑法第222条“胁迫”・刑法第233条“损害名誉及妨碍业
务”・刑法第234条“威力妨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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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侵犯各种权利

知识产权（著作权等）
隐私权
肖像权
个人信息的处理

道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不论是大学的研究班或是社团活动，
都要注意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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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剽窃和引用

引用有引用的规则
若违反规则，就可能违反著作权法
被视为违法甚至于“剽窃”

从报告、论文、课题的意义的视角来看也
是个大问题

复制和粘贴的确轻松。
但因为如此，稍不注意你就有可能成为

纠纷中的“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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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网上交流时产生的纠纷

 目前用文字交流仍然比较普遍

 SNS (mixi)、BBS (2ch)、电子邮件、网聊etc…

 很难传达微妙的语感和主旨

特别是与对方素未谋面

素不相识・・・不了解对方的性格和脾气

看不到对方的脸部和表情、无法感受谈话的氛围

即使是好朋友，网上交流时也需要注意

 会招来不必要的误解

要比平时交流更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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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煽动言论

博客、SNS、论坛（BBS）等
说开玩笑也逃避不了责任
谎言可能引发大的纠纷
成为警察搜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犯罪预告等）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浏览
误认为是事实而进行批评的人
明知是假的却仍然冷嘲热讽的人
只是觉得好玩而火上浇油的人

不具备匿名性质。
因此，请不要发表反社会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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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SNS的纠纷

 Social Network Service

有名的“mixi”、“MySpace”等

拥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的人们，或者校友之间能够轻松
愉快地进行交流

 问题

挑衅和骚扰等问题

由不恰当的留言导致的纠纷

注意对地址和生日等个人信息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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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电子邮件的礼仪规范

与手机信息的区别
适当地换行・・・不换行的话会使文章变得很
难懂

明确必要事项・・・例如写上自己的姓名
必要的时候署名
内容准确且简单明了
注意收件人地址（即使送错了也不会退回）
不一定能即时发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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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安全

 安全、便捷使用网络的心得

 避免卷入网络犯罪的自我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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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密码的管理
 帐号

 ID（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服务时的权利和资格

 遗失/失窃・・・可能被他人不正当使用

 不正当访问禁止法・・・以某种方式获取他人帐号，并进行不
正当的使用，此行为属于犯罪

 密码设定的窍门
设定较难猜测的密码
定期更换
尽可能不要留下记录
混合使用数字和英文字母
混合使用大小写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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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脑病毒

定义
从外部通过某种途径侵入的恶意程序

感染途径
电子邮件的附件

从网上下载的文件

外部存储器（FD和USB）等

网页上运行的脚本

仅浏览网页有时也会感染病毒！
症状与处理方法请参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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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电脑病毒

症状
个人电脑无法启动、经常死机

文件被删除或被传播到网络上

侵入个人电脑，同时攻击其他电脑→既是受害
者，又是传播者！

处理方法（重要）
安装杀毒软件（需要经常更新）

有些软件价格较低或免费

打开文件时需谨慎

通过Windows Update等，使OS保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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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SL通信

各种网上服务
网络购物、预约票券、会员制网站

发送ID 、口令、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

危险
窃听

篡改

冒充

“SSL技术”防护
加密、数字证明、哈希函数

若网站对应SSL通信时，将显示“加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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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他纠纷案例

网络钓鱼诈骗
诱导用户进入相似度非常高的假网页
盗取用户的帐户及信用卡号

单击诈骗
假装单方面合约成立
骗取非法费用

互联网拍卖诈骗
虚假购物，导致货款被骗

群发邮件、谣言信息
类似“诅咒邮件”的电子邮件→不要继续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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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使用施設（骏河台）

媒体教室、媒体实习室
 12号馆（院系办公楼和大学会馆之间）
需要“基础服务使用帐号”
→GraceMail的ID与口令（@kisc.meiji.ac.jp）

中央图书馆多媒体区域
中央图书馆1楼
需要学生证

就业指导办公室
大学会馆2楼
需要学生证
主要用于求职活动和资格考试等相关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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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使用施設（和泉）

媒体教室、媒体自习室
和泉媒体楼2楼

需要“通用认证系统帐号”

→Oh-o!Meiji的ID和口令

和泉图书馆多媒体区域
和泉图书馆2楼

需要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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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施設（生田）
 信息处理教室

 中央校舍5、6楼、第二校舍A馆2、3楼

 需要“基础服务使用帐户”

→GraceMail的ID和口令（@isc.meiji.ac.jp）

 生田图书馆多媒体角
 生田图书馆2楼

 需要学生证

 就业指导办公室
 中央校舍1楼

 需要学生证

 专用于收集与求职活动和资格考试等相关的信息

 公共电脑
 学生会馆2、3楼、第一校舍2号馆1楼、第二校舍A馆1楼

 需要“基础服务使用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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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MIND宣传资料

 明治大学的信息服务

通称“MIND宣传资
料”

对帐号种类和咨询处有
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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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明治大学的帐号

用途 ID 初始口令 忘记口令时

通用认证
系统帐号

•Oh-o!Meiji系统
（门户网站・班级网站）
•MIND移动通信连接服务
（VPN・无线LAN・移动通信端口）
•图书馆系统
（图书馆门户服务・外部数据库・电子期
刊）
•证明文件自动发行机
•使用和泉校区的媒体教室、自习室的PC

10位数的
学号

在办理入
学手续时

填写

所在系的窗口

基础服务
使用帐号

•电子邮件（GraceMail）服务
•公开主页用的网络空间
•使用骏河台、生田校区的PC

学号组成的7

位数字的ID

（xx00000）

各校区教育媒体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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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联系地址

目的

地区

地址
有关个人电脑、网络、

各种系统的咨询
信息相关科目、教育

信息化推进本部

骏河台 12号馆7楼
骏河台技术支持中心

03-3296-4286

骏河台教育
媒体办公室

03-3296-4438

和泉 和泉媒体楼1楼
和泉技术服务中心

03-5300-1190

和泉教育
媒体办公室

03-5300-1189

生田 中央校舍5楼
生田技术支持中心

044-934-7711

生田教育
媒体办公室

044-934-7710

刊登在《MIND宣传资料（明治大学的信息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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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请填写好“互联网讲座听课证书”。

请将听课证书的下半部分撕开并上交。

请妥善保存好听课证书（上半部分），直
至毕业。

在使用方法或帐号等方面如有问题，
请咨询各校区的技术支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