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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件說明： 

本文件目的在於說明利用安裝在 Windows Phone 的 mybox 程式，將檔

案同步到 mybox 服務所提供的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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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indows Phone 版 mybox 程式功能使用說明： 

2.1 安裝 Windows 版本 mybox 程式 

 
圖 1：Windows Phone 版本 mybox 程式安裝 1 

 
圖 2：Windows Phone 版本 mybox 程式安裝 2 

請利用 Windows Phone 內建的『市集』安裝 mybox，開啟『市集』後，

請點選市集畫面下方的搜尋圖示，如圖 1 底下黃色方框中的圖示。點選後

會出現圖 2 的搜尋畫面，此時請在『市集搜尋』下方的搜尋輸入框中，輸

入 mybox；接著再點選右下角的『』，開始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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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Windows Phone 版本 mybox 程式安裝 3 

 
圖 4：Windows Phone 版本 mybox 程式安裝 4 

 

圖 3 為搜尋結果，此時請確認開發者名稱為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確認無誤後，請點選『NCKU mybox』，進入圖 4 程式安裝畫面。

在程式安裝畫面中，直接點選左下方的『安裝』按鈕進行 mybox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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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執行 Windows Phone 版本 mybox 程式 

 
圖 5：執行 mybox 

 
圖 6：登入 mybox 

 

mybox 安裝完成後，可以在 Windows Phone 的程式集中找到 NCKU 

mybox，如圖 5 所示。直接點擊『NCKU mybox』，就會執行 mybox 程式。

開啟 mybox 後會出現要求輸入帳號、密碼的登入畫面，如圖 6 所示。此時

請輸入您的帳號與密碼。mybox 服務使用的帳號、密碼已經和成功入口同

步，使用者若欲變更密碼，請利用成功入口（http://i.ncku.edu.tw）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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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亦將 mybox 登入的帳號、密碼格式說明如下：  

※帳號格式： 

●學生帳號(Username)皆為完整學號（含英文字母，共 9 碼）。 

●教職員帳號皆為數字的教職員證號碼。 

例如：教職員證號碼為 9012345，則帳號即為 9012345。 

※密碼格式： 

●舊生（已有選課系統帳號密碼者）：原【選課系統】之密碼無法使

用的同學，請使用【新生】規則登入 。 

●新生（98 學年度入學者）：部分新生要等完成報到手續，學籍資

料建檔後，才能登入。 

●本地生：【身份證號】後 4 碼+【生日】後 4 碼。 

      如：【身分證號】：A123456789，【生日】：78 年 6 月 12 日， 

      則密碼為：67890612。 

●外籍生與僑生：【學號】後 4 碼+【生日】後 4 碼。如：【學號】：

A12345678，【生日】：78 年 6 月 12 日，則密碼為：56780612。 

●教職員密碼部分若尚未使用過成功入口網站，則預設密碼為：【身

份證號】後 4 碼加上【生日】後 4 碼。如：【身分證號】：B123456789，

【生日】：68 年 2 月 16 日，則密碼為：67890216。 

 

帳號、密碼輸入完畢後，請點選圖 6 下方的『』圖示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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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ybox 功能介紹 

登入 mybox 後，首先會顯示預設的『空間』標籤頁面，如圖 7 所示。 

 
圖 7：mybox 登入預設畫面-空間 

 

在此畫面往左或往右滑動，分別還有『標籤』、『屬性』和『分享』等三

個不同功能頁面，以下就各功能面向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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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ySyncFolder 

 
圖 8：MySyncFolder 

 
圖 9：MySyncFolder 功能項目 

 

所有與 mybox 同步的檔案，都會存放在圖 8 的 MySyncFolder。此

畫面下方的各圖示說明，可以透過點選右下角的『…』顯示。點選『…』

後可以看到如圖 9 的畫面。 

此畫面會出現顯示各圖示的文字說明以及兩項功能，此處各項功能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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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點選後可選擇在 mybox 中新增拍照、錄音或記事，如圖 10

所示。 

2. 重新整理：當使用者新增或刪除檔案後，可以點選重新整理進行頁

面重新載入，取得 MySyncFolder 最新的檔案清單。 

3. 搜尋：透過 mybox 內建的搜尋功能，利用檔案名稱尋找所有存放在

mybox 中的檔案。 

4. 設定：進入 mybox 的設定頁面，此點會在 2.4 進行說明。 

5. 上傳圖片：可將存放在 Windows Phone 內的圖片，上傳到 mybox。 

6. 新增資料夾：在 MySyncFolder 中新增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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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新增檔案-拍照、錄影、記事 

圖 10 中各項功能說明如下： 

1. 拍照：開啟 Windows Phone 中的相機介面進行拍照，並將拍下來

的圖片上傳到 mybox。 

2. 錄影：開啟 Windows Phone 中的錄影介面進行錄影，並將拍下來

的影片上傳到 mybox。 

3. 記事：開啟 Windows Phone 中的記事介面進行文字記事，並將拍

下來的記事資料上傳到 my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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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標籤 

 
圖 11：標籤 

圖 11『標籤』頁面中，會列出所有 MySyncFolder 中用星號標記的

檔案，此處沒有任何檔案顯示，則代表尚未有任何檔案被標記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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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屬性 

 
圖 12：屬性 

圖 12『屬性』標籤頁會列出『最近的更新』、『最近的音樂』和『最

近的照片』，當使用者有上傳任何檔案、音樂檔（僅限 mp3 格式）或照

片時，都會在此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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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分享 

 
圖 13：分享 

分享標籤頁如圖 13，若使用者已經有將 mybox 中的檔案製作分享

連結給其它人使用，則此畫面會列出所有分享出去的的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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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ySyncFolder-設定 

點選圖 9 中的『設定』選項，共會有『帳戶資訊』、『一般設定』和『關

於』三個標籤頁，分別說明目前使用 mybox 的相關資訊，此處分別說明如

以下各小節。 

2.4.1 帳戶資訊 

 
圖 14：帳戶資訊 

『帳戶資訊』標籤頁如圖 14，此畫面顯示目前登入的帳號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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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總空間大小。另外，若使用者不想繼續使用 mybox 功能，可以按下

『登出』按鈕，離開 mybox。 

2.4.2 一般設定 

 
圖 15：一般設定 

在圖 15『一般設定』中，可以選擇 MySyncFolder 中檔案排序的方

式，可選擇用『檔案名稱』或『修改日期』進行排序，點選後就會立即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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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關於 

 
圖 16：關於 

圖 16『關於』標籤頁主要讓使用者可以得知目前使用的 mybox 版

本號碼，藉以確認是否使用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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