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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功能發表一

VeriWire Assist 3.1.0.61 可讓您同時遠端連線執行「遠端遙控(Web) / 檔案分享(File) / Web設
定(Web) / Telnet管理(Telnet) 」4種功能；也就是說，當您正連線某一特定VeriWire Assist帳
號時，可對這個帳號同時執行2種以上的功能操作；或同一時間請求/接受1~4個帳號，分別執

行這4種功能的操作，每個功能在操作時都可同時檢視目前連線狀態：

以下將為您一一介紹每個功能詳細操作步驟

       功能與特色二

      讓使用者就像使用自己電腦般地操作遠端電腦，簡易入手。

      透過VeriWire Assist，PC跟PC間隨時隨地能夠相互連結存取。

      無論透過何種網路連線，使用者都能瀏覽跟控制遠端電腦桌面。

      使用者也能邀請遠端設備來對您的電腦進行連結。

 1.  功能

      點對點連線，無須任何固定IP。

      透過全球性VSN網路，可保障點對點連接，具備路由優化及可靠的效能。

      點對點加密，通過權威的ICSA開放式標準認證。 

      支援資料壓縮格式，能有效改善資料傳輸效率高達50%以上。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可讓使用者瞭解目前操作階段及網路狀態。

 2.  特色

功
能
與
特
色

新
功
能
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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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使用VeriWire Assist

當您是第一次使用VeriWire Assist，請依下述操作步驟複製或下載解壓縮後，註冊並啟動您

的VeriWire Assist帳號：

三

當您放入CD光碟片時，Windows系統將會自動播放歡迎頁，你可點擊「註冊帳號」進行註

冊，也可先行閱讀使用手冊及免責聲明。而後回到Windows檔案總管打開VeirWire Assist光

碟，將VeriWire Assist資料夾完整複製至您的電腦中，執行VWRun.exe即可使用本軟體。

 1. 1  盒裝版使用：複製VeriWire Assist軟體

第
一
次
使
用

若您是直接由網路購買下載VeriWire Assist軟體，在解壓縮後您將會在VeriWire Assist資料夾裡

看到快速使用手冊及產品型錄 (QuickStartGuide.pdf、Datasheet.pdf )。在使用VeriWire Assist前

閱讀快速使用手冊及產品型錄有助您深入瞭解本產品。而後執行VWRun.exe即可使用。

 1.2   下載版使用：解壓縮直接執行程式

第
一
次
使
用

Step1) 執行程式

請執行VeriWire Assist資料夾裡的VWRun.

exe。

Step2) 帳號登入

當您執行VeriWire Assist軟體前，您會需要一

組使用帳號/密碼登入，這時請您輸入您在

tw.veriwire.com 網站所申請並完成啟用的使

用帳號/密碼。

當您成功登入VeriWire Assist伺服器時，系統

將會自動儲存您的帳號/密碼，下次在您使用

VeriWire Assist軟體時便可直接登入。

若您還是無法完成登入，請寫信告訴我們：

support.tw@veriwire.net。

 3.  第一次使用登入

Step3) 啟動帳號：

在收到帳號啟動函後，請依郵件中指示點擊內容中列出的URL來啟動您的帳號。啟動完成

後，您就可以使用VeriWire Assist軟體了。
註：恭喜！您已成為VeriWire的貴賓會員！您所註冊的帳號/密碼同時也是您在VeriWire中文網站會員專區的登入帳號/密

碼。在此您可進行會員資料修改、軟體使用期間延展、會員優惠獨享...等服務。

Step1) 取得授權碼：

不管您是購買下載版或盒裝版軟體，您都可

取得VeriWire Assist使用帳號註冊所需的授權

碼。

Step2) 申請帳號/密碼：

在取得授權碼後請至tw.veriwire.com，依網

頁指示進入「註冊帳號頁」開始註冊流程。

您可設定一組獨特的帳號/密碼。請務必填寫

Email，資料填寫送出後您將會收到一封帳號

啟動郵件。

 2.   啟動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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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介面說明

VeriWire Assist是一個介面直覺小巧又容易操作的遠端遙控程式，沒有繁複的使用者介面，

每個不同的功能操作大都只需三個畫面步驟即可完成。下列我們將為您介紹主要操作畫面：

四

 2.   工作列圖示

 1.   主畫面：

狀態說明 建議下一步動作

 灰燈 VeriWire Assist是離線狀態或登出狀態 請重新連線或重新登入VeriWire Assist

 黃燈 您正在連線登入VeriWire Assist伺服器中 若停留在黃燈，請檢查您的網路連線

 綠燈 您已成功登入VeriWire Assist並可使用 體驗我們的遠端遙控服務

 藍燈 遠端設備正連線到您的電腦中 接受遠端協助

在您大致瞭解VeriWire Assist操作介面後，接下來我們將Step by Step教您如何使用....

遠
端
遙
控

主要操作畫面

遠端遙控 檔案分享 Web設定 Telnet管理

使用帳號

訊息視窗

遠端遙控：遠端桌面遙控

檔案分享：檔案上傳/下載分享

Web設定：內部伺服器瀏覽

Telnet管理：內部系統管理與設定
註：每個功能皆可授權遠端設備連結本機(Server Mode)或直接連結遠方設備(Client Mode)進行管理設定。

操
作
介
面
介
紹

       遠端遙控

當您想讓遠方朋友、客戶或維修廠商針對您的電腦進行操作、問題修復、展示...等，或您想

遙控遠端電腦時，您都可透過這個遠端遙控功能來進行這些操作。當然這是透過安全的點對

點連線防護，您無須擔憂駭客入侵。

五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主畫面中「DESKTOP」圖示進入遠端

遙控畫面，選擇「INVITE」。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在此之前您必須要知道您想邀請的遠方電腦

VeriWire Assist帳號。

接下來輸入授權碼 (自行定義，阿拉伯數字

0~9)。同時您需要將您的授權碼告訴遠端用

戶，對方才能進行連結。

Step3) 連線中：

此時您會看到螢幕右下方系統控制列中 

VeriWire Assist的圖示變成藍色並閃爍者，即

表示遠端設備正在連結您的電腦。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成功後，您便能接受遠端電腦協助，對

您的電腦進行遙控。

 1.  Server Mode - 我想邀請遠方設備遙控我的電腦

註：

1) 您也可使用Terminal Service來進行桌面分享

2) 若您選擇使用 Terminal Service 來進行桌面分享，而且

您的電腦有支援Microsoft Terminal Service，請記得啟動您

電腦中遠端桌面選項：我的電腦→系統內容→遠端



8 9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REMOTE」圖示，而後您會進入遠

端VeriWire Assist帳號輸入畫面。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填入您所想要遙控的遠端VeriWire Assist

帳號，之後按「連線」。在此之前，遠方用

戶必須已經邀請您連結，並已告訴您授權碼

了。

Step3) 授權連結：

當您連線成功後，會出現一「VNC授權碼」

訊息視窗，這時請輸入遠端電腦開放給您的

專用授權碼 (阿拉伯數字0~9)。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成功後，即可遙控遠端電腦。

 2.  Client Mode - 我想遙控遠方電腦

檔
案
分
享

遠
端
遙
控

       檔案分享

想要跟遠方朋友、客戶分享檔案，但檔案過大，不管是透過Email或即時通軟體都難以傳

送，或您想分享的檔案屬機密文件，這時您都可以透過VeriWire Assist的檔案共享功能，進

行上傳與下載。

六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主畫面「FILE」圖示進入檔案分享畫

面，選擇「INVITE」。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輸入遠端VeriWire Assist帳號，按「邀請」。
註：

無論上傳或下載檔案，您的共享資料夾將自動指定至

VeriWire Assist資料夾裡的「File Share」路徑。

Step3) 連線中：

此時您會看到螢幕右下方系統控制列中 

VeriWire Assist的圖示變成藍色並閃爍者，即

表示遠端設備正在連結您的電腦。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完成後，您可等待朋友或客戶隨時連線

您的電腦並上傳資料給您，或從您的電腦下

載檔案。

 1.  Server Mode - 我想要分享檔案給遠端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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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分
享

檔
案
分
享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REMOTE」圖示，而後您會進入遠

端VeriWire Assist帳號輸入畫面。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輸入您所想要存取的遠端VeriWire Assist帳

號，然後按「連線」。

Step3) 上傳、下載檔案：

連線完成後您會看到「iSTAR檔案管理器」畫

面，在這裡您可進行檔案上傳/下載動作。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完成後，您可等待朋友或客戶隨時連線

您的電腦並上傳資料給您，或從您的電腦下

載檔案。
註：

關於上傳或下載檔案，請參考下頁檔案傳輸小技巧。

 2.  Client Mode - 我想要存取遠端電腦的檔案

上傳檔案：

請在畫面空白處按滑鼠右鍵選擇「上傳檔

案」，指定您想要上傳的檔案。

您同樣也可以按滑鼠右鍵指定暫停或刪除，

下次連線時，VeriWire Assist將可自動續傳檔

案。

下載檔案：

若遠端電腦已將檔案置放於指定資料夾

(VeriWire \ File Share)，您將可看到檔案列於

畫面中，此時您只要點選想下載的檔案按滑

鼠右鍵選擇「下載」，將檔案下載至您所指

定的資料夾即可。

您也可將正在下載中的檔案暫停傳送。只

要在畫面下方下載清單中，按滑鼠右鍵點

選「暫停」即可暫停。下次連線時VeriWire 

Assist將可自動續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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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設定

當您在外想讀取內部區域網路的某台伺服器時，只要透過此「Web設定」功能，藉由內部任

一電腦設備授權連結，即可針對內部伺服器進行存取，省卻繁複的系統操作與防火牆設定，

連線安全又省時。

七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主畫面「WEB」圖示進入Web設定畫

面，選擇「INVITE」。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輸入遠端VeriWire Assist帳號以及您想要分

享的內部伺服器IP位址，按「邀請」。

Step3) 連線中：

此時您會看到螢幕右下方系統控制列中 

VeriWire Assist的圖示變成藍色並閃爍者，即

表示遠端設備正在連結您的電腦。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完成後，您的朋友或同事可透過您的電

腦連結您所指定的內部區域網路任一伺服

器，並進行資料讀取。

 1.  Server Mode - 我想要邀請遠端電腦連結內部伺服器

W
e

b

設
定

W
e

b

設
定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REMOTE」圖示，而後您會進入遠

端VeriWire Assist帳號輸入畫面。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輸入您所想要連結的遠端VeriWire Assist帳

號，然後按「連線」。

Step3) 遠端區域網路伺服器：

在您完成連線後，將會出現IE瀏覽器顯示遠

端伺服器操作畫面。

Step4) 連線完成

您可依遠方朋同事授權給您的任一區域網路

伺服器進行遠端操作，無須更改任何系統設

定即可輕鬆存取。

 2.  Client Mode - 我想要連結遠端區域網路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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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net管理

當您在外想連結內部區域網路的某台伺服器進行系統設定時，只要透過此「Telnet管理」功

能，藉由內部任一電腦設備授權連結，即可進行Telnet設定，可加強安全性、提高可用性、

確保最簡單的操作方式。

八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主畫面「TELNET」圖示進入Telnet管

理畫面，選擇「INVITE」。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輸入遠端VeriWire Assist帳號以及您想要邀

請的內部伺服器IP位址，按「邀請」。

Step3) 連線中：

此時您會看到螢幕右下方系統控制列中 

VeriWire Assist的圖示變成藍色並閃爍者，即

表示遠端設備正在連結您的電腦。

Step4) 連線完成

連線完成後，您的朋友或同事可透過您的電

腦連結您所指定的內部區域網路任一伺服器

進行Telnet管理設定。

 1.  Server Mode - 我想要邀請遠端電腦進行內部Telnet系統管理

Te
ln

e
t

管
理

Te
ln

e
t

管
理

Step1) 主畫面：

請點擊「REMOTE」圖示，而後您會進入遠

端VeriWire Assist帳號輸入畫面。

Step2) 輸入遠端帳號：

請輸入您所想要連結的遠端VeriWire Assist帳

號，然後按「連線」。

Step3) 遠端區域網路伺服器：

在您完成連線後，將會出現Telnet字元設定

畫面。

Step4) 連線完成

您可依遠方朋同事授權給您的任一區域網路

伺服器進行遠端操作，無須更改任何系統設

定即可輕鬆存取。

 2.  Client Mode - 我想要Telnet管理遠端伺服器

註：

Windows Vista用戶在使用本Telnet功能時，請先設定啟動您的系統的Telnet功能，設定方式如下 (見下圖) ：

於「控制台」→「程式集」→「開啟或關閉Windows功能」內勾選「Telnet用戶端」然後點選「確定」後待系統自動安

裝完成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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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列訊息

當您執行VeriWire Assist程式時，您的工作

列右方將會出現VeriWire Assist的小圖示，

按滑鼠右鍵將會出現語文選擇、登出、關於

VeriWire Assist訊息：

九

此版本VeriWire Assist提供繁中、簡中、英文

三種語文供您使用。

 1.  語文選擇

若您同時擁有2個或以上的VeriWire Assist使

用帳號，您可在這裡登出，重新切換您的帳

號登入。

 2.  重設帳號

您可從這裡得知您目前正在使用的VeriWire 

Assist軟體版本及所支援的作業系統。

 3.  關於VeriWire Assist

其
他

工
作
列
訊
息

       其他

VeriWire Assist Plus 3.1.0.61
支援作業系統：Windows 2000 / 2003 / XP / Vista
此版本軟體授權碼格式僅支援阿拉伯數字 0~9
為節省使用頻寬，VeriWire Assist用戶在連結這些使用了透明效果 (Aero Glass) 外觀的

Windows Vista 用戶時，是無法顯示這種透明效果，但不影響伺服器運作狀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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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看
誰
也
這
樣
用

           看看誰也這樣用

Eee Connect遠端遙控
Eee PC內建的「Eee Connect遠端遙控」即採用VeriWire安全連線技術，Eee PC的用戶可透

過Eee Connect這個方便又即時的遠端遙控軟體，經由Internet方便管理與連結讀取另一台

Eee PC的桌面，同時也能邀請任何一個遠端的Eee PC用戶來管理您的桌面，無須更動任何電

腦設定。

隨時隨地  取得連繫  容易使用  遠端協助

     可隨時連線任何一台電腦

     安全連繫，連線不受 NAT traversal & Firewall 設備影響

     提供資料壓縮技術，降低網路傳輸量

     點對點 (Peer to Peer) 直接傳輸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安全協定

     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掌握將更為精確，也為未來開啟無限的便利

十一

哪
裡
購
買

           哪裡購買十二

您可至PCHome線上購物 (http://shopping.pchome.com.tw) 的下載館或軟體館分別購得

VeriWire Assist軟體：

1) 下載館：3C→下載→工具軟體→網頁與網路應用→VeriWire Assist 遠端遙控 (一年下載版)
2) 軟體館：3C→軟體→系統工具→系統工具→VeriWire Assist 遠端遙控 (一年盒裝版)

或透過以下方式聯繫我們進一步尋求專案合作：

TEL: 02-27888200
support.tw@uudynamic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