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域使用者與群組帳戶的管理 
網域系統管理員需要為每一個網域使用者分別建立一個使用者帳戶，讓他

們可以利用這個帳戶來登入網域、存取網路上的資源。網域系統管理員同

時也需要瞭解如何善用群組，以便有效率的管理資源的存取。 

 管理網域使用者帳戶 

 一次同時新增多筆使用者帳戶 

 網域群組帳戶 

 群組的使用準則 

3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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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理網域使用者帳戶 
網域系統管理員可以利用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主控台來建立與

管理網域使用者帳戶。當使用者利用網域使用者帳戶登入網域後，便可以

直接連接網域內的所有電腦、存取他有權存取的資源。換句話說，網域使

用者在網域內的一台電腦上登入成功後，當他要連接網域內的其他電腦

時，並不需要再手動登入其他電腦。這個只需登入一次的功能，被稱為單

一登入(single sign-on)。 

 
本機使用者帳戶並不具備單一登入的功能，也就是說利用本機使用者

帳戶登入後，當要再連接其他電腦時，需要再手動登入。 
 

在伺服器還沒有升級成為網域控制站之前，原本位於其本機安全資料庫內

的本機帳戶，會在升級成網域控制站後被轉移到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

內，而且是被放置到圖 3-1-1 中的容區 Users 內，同時這台伺服器的電腦帳

戶會被放置到圖中的組織單位 Domain Controllers 內。其他加入網域的電腦

帳戶預設會被放置到圖中的容區 Computers 內。 

只有在建立網域內的第 1 台網域控制站時，該伺服器原來的本機帳戶才會

被轉移到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其他網域控制站原有的本機帳戶並不會

被轉移到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而是被刪除。 

 
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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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組織單位與網域使用者帳戶 

您可以將使用者帳戶建立到任何一個容區或組織單位內。以下假設要先建

立名稱為業務部的組織單位，然後在其內建立網域使用者帳戶 mary。 

建立組織單位業務部的途徑為選用【開始 系統管理工具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 對著網域名稱 sayms.com 按右鍵 新增 組織單位 如圖 
3-1-2 所示輸入組織單位名稱業務部 按確定鈕】。 

 
圖 3-1-2 

 
圖中預設已經勾選保護容器不被意外刪除，因此您無法將此組織單位

刪除，除非先在Active Directory使用者和電腦主控台中【選擇檢視

功能表 進階功能 對著此組織單位按右鍵 內容 如圖 3-1-3所示

取消勾選物件標籤之下的保護容器不被意外刪除】。 
 

 
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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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單位業務部內建立使用者帳戶 mary 的途徑為【對著組織單位業務部

按右鍵 新增 使用者】。注意網域使用者的密碼預設必須至少 7 個字元，

且不可包含使用者帳戶名稱中超過兩個以上的連續字元，還有至少要包含A 

- Z、a - z、0 - 9、非字母數字(例如!、$、#、%)等 4 組字元中的 3 組，例如

123saymsSAYMS 是有效的密碼，而 1234567 是無效的密碼。若您要變更此

預設值的話，請參考第 4 章的說明。 

使用者登入帳戶 

網域使用者可以到網域成員電腦上(非網域控制站)利用兩種帳戶來登入網

域，它們分別是如圖  3-1-4 所示的使用者登入名稱與使用者登入名稱 

(Windows 2000 前版)。 

 
圖 3-1-4 

 
一般的網域使用者預設是無法在網域控制站上登入，若要開放的話，

請參考第4章的說明。 
 

 使用者登入名稱 

這個名稱又稱為 UPN(user principal name)， 它的格式與電子郵件帳戶相

同，如前面圖 3-1-4 中的 mary@sayms.com，這個名稱只能在隸屬於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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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Vista、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XP、Windows 2000 電腦上登入網域時使用(如圖 3-1-5 所示)。

在整個樹系內，這個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圖 3-1-5 

UPN 並不會隨著帳戶被搬移到其他網域而改變，舉例來說，使用者 mary

的 使 用 者 帳 戶 是 位 於 網 域 sayms.com 內 ， 其 預 設 的 UPN 為

mary@sayms.com，之後即使這個使用者帳戶被搬移到樹系中的另一個

網域內，例如網域 sayiis.com，其 UPN 仍然是 mary@sayms.com，並沒

有被改變，因此 mary 仍然可以繼續使用原來的 UPN 登入。 

 使用者登入名稱 (Windows 2000 前版) 

如前面圖 3-1-4 中的 SAYMS\mary，這是舊格式的登入帳戶。Windows 

2000 之前版本的舊用戶端必須使用這種格式的名稱來登入網域。在隸屬

於網域的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Vista、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XP、Windows 2000 電腦上也可以採用這種名稱來登入，如圖 

3-1-6 所示。在同一個網域內，這個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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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建立 UPN的尾碼 

使用者帳戶的 UPN 尾碼預設是帳戶所在網域的網域名稱，例如使用者帳戶

是被建立在網域 sayms.com 內，則其 UPN 尾碼為 sayms.com。在某些情況

之下，使用者可能希望能夠改用其他替代尾碼，例如： 

 由於 UPN 的格式與電子郵件帳戶相同，因此使用者可能希望他的 UPN

可以與電子郵件帳戶相同，如此讓使用者不論是登入網域或收發電子郵

件，都可以使用一致的名稱。 

 如 果 網 域 內 有 較 多 層 的 子 網 域 ， 則 網 域 名 稱 會 太 長 ， 例 如

sales.tw.sayms.com，故使用者 UPN 尾碼也會太長，如此將造成使用者

在登入時的不便。 

而我們可以透過新增 UPN 尾碼來讓使用者擁有替代尾碼： 

 選用【開始 系統管理工具 Active Directory 網域及信任 如圖 

3-1-7 所示對著 Active Directory 網域及信任按右鍵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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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在圖 3-1-8 中輸入替代的 UPN 尾碼後按新增鈕。尾碼不一定要

符合 DNS 格式，例如可以是 sayiis.com，也可以是 sayiis。 

 
圖 3-1-8 

完成後，您就可以透過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主控台來變更使用者

的 UPN 尾碼，如圖 3-1-9 所示 

 
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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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的一般管理工作 

本節將介紹使用者帳戶的一般管理工作，例如更改網域使用者的帳戶名

稱、刪除帳戶、停用帳戶、啟用帳戶、移動帳戶、修改密碼與解除被鎖定

的帳戶等。您可以如圖 3-1-10 所示對著欲修改的使用者帳戶(例如圖中的陳

瑪莉)按右鍵，然後透過畫面中的選項來設定。 

 
圖 3-1-10 

 停用帳戶(啟用帳戶) 

如果某個員工因故在一段時間內無法來上班的話，此時您可以先將該使

用者的帳戶停用，待該員工回來上班後，再將其重新啟用即可。圖 3-1-10

中所看到的是停用帳戶的字樣，如果該帳戶已被停用了，則此處的字樣

會改為啟用帳戶。若使用者帳戶已被停用，則該使用者帳戶圖形上會有

一個向下的箭頭符號(例如圖 3-1-10 中的使用者李小洋)。 

 重設密碼 

當使用者忘記密碼或密碼使用期限到期時，系統管理員可以利用此處替

使用者設定一個新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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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帳戶 

如果您要將帳戶搬移到同一個網域內的其他組織單位或容區的話，則您

可以利用【對著此帳戶按右鍵 移動 選擇新目的地】，或是直接將此

帳戶拖放到新目的地。 

 
您無法透過Active Directory使用者和電腦來將帳戶搬移到另外一個

網域，不過可以使用Active Directory遷移工具 (Active Directory 
Migration Tool)，請到微軟網站下載此程式。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以後，該使用者原來所擁有權限、權利與群組關係都不會受到

影響。例如當某員工離職時，您可以暫時先將其使用者帳戶停用，等到

新進員工來接替他的工作時，再將此帳戶名稱改為新員工的名稱、重新

設定密碼、修改相關的個人資料，然後再重新啟用此帳戶。 

在每一個使用者帳戶新增完成之後，系統都會為其建立一個唯一的安全

識別碼（security identifier，SID），而系統內部是利用這個 SID 來代表

該使用者，同時權限的設定等都是透過 SID 來記錄的，並不是透過使用

者名稱，例如某個檔案的權限清單內，它會記錄著哪一些 SID 具備著哪

一些的權限，而不是哪一些使用者名稱擁有哪一些權限。 

由於使用者帳戶名稱更改後，其安全識別碼(SID)並沒有被改變，因此使

用者帳戶的權限、權利與群組關係都不變。 

 刪除帳戶 

如果這個帳戶以後再也用不到的話，就可以將此帳戶刪除。 

 
當您將帳戶刪除後，即使再新增一個相同名稱的使用者帳戶，此新帳

戶並不會繼承原帳戶的權限、權利與群組關係，因為系統會給予這個

新帳戶一個新的安全識別碼(SID)，而系統是利用SID來記錄使用者的

權限、權利與群組關係，不是利用帳戶名稱，因此對系統來說，這是

兩個不同的帳戶，當然就不會繼承原帳戶的權限、權利與群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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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被鎖定的帳戶 

網域的帳戶原則內可以設定若使用者輸入密碼失敗多次後，就將此帳戶

鎖定。使用者帳戶被鎖定後，系統管理員可以利用以下途徑來解除鎖

定：【對著該使用者帳戶按右鍵 內容 如圖 3-1-11 所示勾選帳戶標籤

下的解除帳戶鎖定】。 

 
圖 3-1-11 

網域使用者帳戶的內容設定 

每一個網域使用者帳戶內都有一些相關的屬性資料，例如地址、電話、電

子郵件信箱與帳戶有效期限等，網域使用者可以透過這些屬性來找尋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內的使用者，例如透過電話號碼來找尋使用者，因此為了

更容易的找到所需的使用者帳戶，這些屬性資料應該越完整越好。 

請開啟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然後透過【對著使用者帳戶按右鍵

內容】的途徑來設定，此處我們只介紹部份屬性。 

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設定 

使用者個人資料就是指姓名、地址、電話、傳真、行動電話、公司行號、

部門、職稱、電子郵件信箱、首頁等，如圖 3-1-12 所示幾個標籤，這部分

的內容都很簡單，請自行瀏覽這些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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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帳戶資料的設定 

圖 3-1-13 中帳戶標籤內的帳戶到期日是用來設定帳戶的有效期限，預設為

永久有效。 

 
圖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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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時數的設定 

登入時數用來設定使用者何時可以登入到網域，預設是任何時段皆可登入

網域，若欲變更設定的話，請點擊前面圖 3-1-13 中的登入時數鈕，之後將

出現類似圖 3-1-14 的畫面。 

 
圖 3-1-14 

圖中橫軸每一方塊代表一個小時，縱軸每一方塊代表一天，填滿的方塊表

示允許此使用者登入的時段，空白方塊代表該時段不允許登入，預設是開

放所有的時段。選好時段後點選允許登入或拒絕登入來允許或拒絕使用者

在上述時段登入。 

限制使用者只能夠由某些電腦登入 

只要網域使用者在網域內的每一台電腦上都具備允許本機登入的權利，則

他們可以利用網域內的任何一台電腦來登入網域，若欲限制網域使用者只

可以利用某些特定電腦來登入的話，請點擊前面圖 3-1-13 中的登入到鈕，

然後在圖 3-1-15 中的電腦名稱處輸入電腦名稱後按新增鈕。電腦名稱可為

NetBIOS 名稱或 DNS 名稱，不過最多只能輸入 15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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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 

尋找使用者帳戶 

AD DS 有系統的將使用者帳戶、群組帳戶、電腦帳戶、印表機、共用資料

夾等物件儲存在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內，網域系統管理員可以輕易的在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尋找與管理所需的使用者帳戶。 

您可以透過【開始 系統管理工具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 如圖 

3-1-16 所示對著網域名稱 sayms.com 按右鍵 尋找】的途徑來尋找使用者。 

 
圖 3-1-16 

 
如果您要將查詢事項與查詢結果儲存起來的話，可透過【對著圖中的

儲存查詢按右鍵 新增查詢】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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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如圖 3-1-17 所示在尋找處選擇使用者，連絡人及群組、在名稱處輸入

欲尋找的名稱後按立即尋找鈕，然後就可以從最下面的搜尋結果來檢視與

管理所找到的帳戶。 

 
圖 3-1-17 

圖中在尋找處除了可以選擇使用者，連絡人及群組外，您還可以選擇其他

類型的物件，例如電腦、印表機、共用資料夾、組織單位等；而在於處，

除了可以選擇網域外，還可以選擇整個目錄，也就是透過通用類別目錄伺

服器來尋找位於所有網域內的物件；另外在名稱處也可以只輸入部份的資

料，例如您在名稱只輸入陳，則所有姓陳的使用者帳戶都會顯示在搜尋結

果清單中。 

除了圖 3-1-17 中的名稱與描述屬性之外，您也可以透過其他屬性資料來尋

找，例如使用者所隸屬的部門、住家的縣市等，如圖 3-1-18 所示。此種搜

尋的操作方法為【點擊圖中的進階鈕 透過欄位來選擇物件與屬性 選擇

搜尋的條件 設定屬性值 按立即尋找鈕】，您可以同時設定多個搜尋的

條件，例如圖中已經選擇了部門是業務部、而縣/市為台北市，也就是要尋

找隸屬於業務部、住在台北市的使用者。圖中的條件可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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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8 

 開始值：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是以 george 開頭使用者 

 結束值：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是以 sayms.com 結束的使用者 

 是(精確)：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是 george@sayms.com 的使用者 

 不是：例如電子郵件位址不是 george@sayms.com 的使用者 

 存在：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欄位有資料存在的使用者 

 不存在：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欄位為空白(沒有資料存在)的使用者 

網域控制站之間資料的複製 

若網域內有多台網域控制站的話，則當您變更 Active Directory 資料庫內的

資料時，例如利用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和電腦來新增、刪除、修改使用

者帳戶或其他物件，則這些異動資料會先被儲存到您所連接的網域控制

站，之後再自動被複製到其他網域控制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