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iNet上網時間管理 

操作說明手冊 
v3.0



 

2 
 

目錄 

一、 登入上網時間管理之管理帳號 .......................................................................................... 3 

二、 管理帳號功能說明 .............................................................................................................. 4 

1. 設定上網時間 ...................................................................................................................... 4 

2. 修改密碼 ............................................................................................................................ 11 

3. 查詢異動紀錄 .................................................................................................................... 11 

三、 上網時間管理 VPN功能說明........................................................................................... 12 

1. Window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 12 

2. MacO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 15 

3. iO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 19 

 



 

3 
 

一、 登入上網時間管理之管理帳號 

您可依循下列步驟，登入 HiNet 上網時間管理的管理帳號，開始管理上網時間、暫

時開放網路限制，以及查看近 14 天的攔阻次數記錄。 

步驟1. 進入「HiNet 上網時間管理」服務官網（點此進入）。 

步驟2. 點選官網右上角的「登入管理帳號」，進入登入頁面。 

步驟3. 輸入 HiNet 上網時間管理的帳號（HN）、密碼、驗證碼，點選「登入」開

始使用服務。 

https://hicare.hinet.net/CHT/OT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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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N：為您連線至 ADSL 時的「HN 帳號」，登入時不需輸入前方的英文

HN，直接輸入 HN 後方的數字即可。 

(舉例：HN 帳號為 HN87654321，請在帳號處輸入 87654321) 

（2） 密碼：若您第一次登入使用本服務，登入的密碼預設與 HN 帳號相

同，第一次登入成功後，系統將會要求您重新修改密碼。 

二、 管理帳號功能說明 

登入成功後，進入「時間設定頁面」，頁面分為 3 大部分：設定上網時間、修改密

碼、家長帳號紀錄。 

1. 設定上網時間 

共提供三種設定，分別為家長帳號、優先設定、基本設定。 

（1） 家長帳號： 

◼ 您可以透過此功能暫時開放家裡所有裝置的上網時間限制，共提供

4 個設定選項，分別為： 1 小時、2 小時、3 小時、4 小時。設定完

成後，所有裝置可在選擇的開放時段內連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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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想提早解除開放時間的設定，請點擊「恢復攔截」按鈕，恢復

時間管理設定的攔截功能。 

◼ 若無手動點擊恢復攔截按鈕，網路將持續開放，直到開放時間倒數

結束後，才會自動恢復時間管理設定的攔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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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先設定：您可以選擇「立即限制」或「立即上網」。 

◼ 立即限制：忽略已設定的上網時間，立刻停止上網。 

◼ 立即上網：忽略已設定的上網時間，立即上網。 

（3） 基本設定：您可以選擇「套版設定」或「自行設定」。 

◼ 套版設定：共分為三個選項，分別為預設、考前衝刺、寒暑假期。

擇一勾選後，系統將會自動幫您勾選對應時間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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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時段設定 

預設 23:00 – 08:00 

考前衝刺 

22:00 – 08:00 

12:00 – 14:00 

16:00 – 20:00 

寒暑假期 
00:00 – 6:00 

午晚餐(12:00 – 13:00、18:00 – 19:00) 

◼ 自行設定：若您有特定時段的限制需求，可透過時間設定表彈性調

整，在需要限制上網的時段上打「ｘ」，即可限制該時段上網。設定

以半小時為最小單位，七天為一個週期。 

❖ 「手動」選擇：在下圖標示處的時段表格，點選需要限制上網

的時段，被選擇的時段將會打「ｘ」，並限制上網；若想取消該

時段的上網線至，只需再點選標記「ｘ」的時段，則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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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選/全取消」按鈕：點選下圖標示處的全選/全取消按鈕，

時間設定表的所有時段將全部標示或全部取消標示。 

❖ 「星期」按鈕：點選下方圖示處的星期按鈕，時間設定表將會

依照所選的星期，進行全部標示或全部取消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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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全選/取消」或「下午全選/取消」按鈕：點選下方圖示

處的上午或下午按鈕，時間設定表將會依照所選的時段，針對

全星期該時段進行全部標示或全部取消標示。 

❖ 「小時」時間按鈕：點選下方圖示處的一小時時段的按鈕，時

間設定表將會依照所選的小時時段，針對全星期該時段進行全

部標示或全部取消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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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小時」時間按鈕：點選下方圖示處的半小時時段的按鈕，

時間設定表將會依照所選的半小時時段，針對全星期該時段進

行全部標示或全部取消標示。 

❖ 使用滑鼠拖曳：若您需要快速設定時段，可以透過滑鼠拖曳的

方式進行，按住滑鼠左鍵不放，即可以拖曳選取所需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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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密碼 

若您需要變更密碼，可選擇「修改密碼」，輸入舊密碼、新密碼、確認新密碼

後，修改密碼。 

3. 查詢異動紀錄 

您可以查詢近 14 天內，家長帳號的設定紀錄，分別為：異動日期、異動時

間、設定類別、設定資訊、異動裝置、異動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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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網時間管理 VPN功能說明 

當您僅有少數幾台裝置欲開放上網時間限制，其他多數裝置仍希望受上網時間管理

限制時，您可透過 VPN 功能，將欲開放上網時間限制的裝置，將網路先連限制申

請服務的線路後，依循以下的設定步驟進行設定與連線，即可開放該裝置的上網時

間限制，並讓其他未設定 VPN 的裝置繼續受上網時間的限制。 

如您的裝置依循步驟連線至 VPN 後，閒置時間超過「一小時」，則 VPN 連線將會自

動切斷，該裝置將會恢復受到時間管理的限制。另若您設定 VPN 連線的裝置為共

用裝置，請勿於系統勾選自動記住 VPN 的登入資訊（或於連線完畢後刪除 VPN 之

設定），以確保裝置可於其他時段，依照時間管理設定進行阻擋。 

1. Window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1） 點擊螢幕右下方的「網路連線 圖示」，並選擇「網路和網際網路設

定」。 

（2） 進入設定視窗，先選擇設定視窗左側「VPN」下的「新增 VPN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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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循以下內容進行輸入與設定，即可建立上網時間管理 VPN 功能。 

◼ VPN 提供者：選擇 Windows 內建 

◼ 連線名稱：可自行設定，僅作識別用 

◼ 伺服器名稱或位置：輸入「202.39.62.153」 

◼ VPN 類型：選擇「L2TP/IPsec（使用預先共用金鑰）」 

◼ 預先共用金鑰：輸入「hitcvpn」 

◼ 登入資訊的類型：選擇「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 使用者名稱（選擇性）：務必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帳號

（HN 8 碼數字）」 

◼ 密碼（選擇性）：務必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密碼（用戶自

行設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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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的 VPN 將顯示於視窗上，點擊「連線」按鈕。 

（5） 首次建立連線，畫面將跳出輸入帳號、密碼視窗，請依循下方說明輸入

對應帳號密碼。 

◼ 帳號：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帳號（HN 8 碼數字）」 

◼ 密碼：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密碼（用戶自行設定的）」 

（6） 裝置的 VPN 連線建立，該裝置將不受上網時間管理限制，可於時間管理

限制的時段，連線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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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cO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1） 進入「系統偏好設定」，並選擇「網路」。 

（2） 進入網路設定視窗，點選左下角的「+」新增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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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跳出視窗，依據下方說明選擇並輸入資訊，而後點擊「建立」按鈕。 

◼ 介面：VPN 

◼ VPN 類型：透過 IPSec 的 L2TP 

◼ 服務名稱：可自行設定，僅作識別用 

（4） 建立成功後，請依據下方說明輸入資訊，而後點選「認證設定…」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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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位址：202.39.62.153 

◼ 帳號名稱：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帳號（HN 8 碼數字）」 

（5） 點擊「認證設定…」按鈕後，請於跳出的視窗，依據下方說明輸入資

訊，而後點選「好」按鈕。 

◼ 密碼：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密碼（用戶自行設定的）」 

◼ 共用的密鑰：輸入「hitc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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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先點選視窗右下角「套用」按鈕，再點選視窗中間的「連線」按鈕。 

（7） 首次建立連線，畫面將跳出輸入帳號、密碼視窗，請依循下方說明輸入

對應帳號密碼。 

◼ 帳號：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帳號（HN 8 碼數字）」 

◼ 密碼：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密碼（用戶自行設定的）」 

（8） 裝置的 VPN 連線建立，該裝置將不受上網時間管理限制，可於時間管理

限制的時段，連線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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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OS作業系統設定步驟 

（1） 點選行動裝置/平板上的「設定」圖示，並選擇「一般」 

（2） 進入一般的設定畫面，往下滑動頁面，選擇「VPN 與裝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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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 VPN 與裝置管理的設定畫面，點選「VPN」。 

（4） 進入 VPN 的設定畫面，點選「加入 VPN 設定…」。 

（5） 進入加入 VPN 設定的設定畫面，依據下方說明輸入資訊，而後點選畫面

右上角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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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選擇「L2TP」 

◼ 描述：可自行設定，僅作識別用 

◼ 伺服器：202.39.62.153 

◼ 帳號：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帳號（HN 8 碼數字）」 

◼ 密碼：請輸入「上網時間管理管理帳號的密碼（用戶自行設定的）」 

◼ 密鑰：輸入「hitcvpn」 

（6） 點擊「狀態」右方的按鈕，開啟連線，當畫面呈現「已連線」，則表示

裝置的 VPN 連線建立，該裝置將不受上網時間管理限制，可於時間管理

限制的時段，連線至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