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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文件說明如何使用伺服器隨附的復原光碟，將預先安裝的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復原為原廠預設值。Disc 1 包含適用於 Sun Fire 與 Sun Blade 
伺服器的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 (SP2)。Disc 2 包含 Windows 
Server 2003 R2 選購元件。

重新安裝程序

注意 – 本程序將清除磁碟機的所有內容。

安裝 Windows Server 2003 R2 作業系統：

1. 關閉伺服器電源。

2. 開啟伺服器電源。



3. 將 Windows Server 2003 R2 Disc 1 快速放入 DVD 光碟機。

附註 – 如果伺服器沒有 DVD 光碟機，您必須連接 USB DVD 光碟機，或透過 
JavaRConsole 啟用重新導向。如需啟用 DVD 重新導向與 JavaRConsole 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產品文件。

4. 在 [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按下任何鍵以從 CD 啟動) 訊息出現
時，快速按下任何鍵。伺服器即會從 DVD 光碟機啟動。

[Administrator Password] (系統管理員密碼) 畫面將會出現。

附註 – 如果伺服器未從 DVD 光碟機啟動，請檢查系統 BIOS 中的啟動裝置
優先順序設定。

5. 鍵入系統管理員密碼，然後按下 Enter。

6. 確認系統管理員密碼，然後按下 Enter。
[Windows Server 2003 Setup]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裝程式) 畫面即會
出現。

7. 根據系統要求建立 (按下 C) 或刪除 (按下 D) 分割區。

請遵循下列準則：

■ 請勿刪除 EISA 公用程式或診斷程式分割區 (如果有的話)。
■ 在磁碟末端保留至少 200 Mb 的未分割空間。

■ Sun 建議您在空白分割區上安裝作業系統。

8. 選擇安裝 Windows Server 2003 R2 的分割區，然後按下 Enter。
[Windows Server 2003 Format Partition] (Windows Server 2003 格式化分割
區) 畫面即會出現。

9. 選擇格式化分割區方法，然後按下 Enter。
在系統格式化磁碟時，格式化畫面會出現。格式化完成時，複製檔案與
資料夾的畫面會出現。

10. 等待系統將所有安裝檔案複製到硬碟。

複製完成時，伺服器會自動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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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伺服器重新啟動時，可能會偵測到 EMS (緊急管理主控台) 連線，且

[EMS Connection Detected] (偵測到 EMS 連線) 快顯訊息可能會出現，
如此處所示。按一下 [OK] (確定) ，繼續使用此本機連線。

12. [Welcome to Windows Setup Wizard] (歡迎使用 Windows 安裝程式精靈) 
畫面即會出現。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License Agreement] (授權合約) 畫面即會出現。

13. 閱讀授權合約的條款與條件，如果您同意，請接受這些條款與條件。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 (區域語言選項) 畫面即會出現。

14. 選擇您偏好的區域與語言。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15. 錯誤訊息可能會出現，如此處所示。您可安心忽略此快顯視窗。按一下

[OK] (確定)，繼續安裝程序。

[Personalize Your Software] (個人化您的軟體) 畫面即會出現。

16. 鍵入您的名稱與組織。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Licensing Modes] (授權模式) 畫面即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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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選擇所需的授權模式。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Computer Name and Administrator Password] (電腦名稱以及系統管理員
密碼) 畫面即出現，其中已填妥所有資訊。

18. 保留或變更建議的電腦名稱。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日期時間設定) 畫面即會出現。

19. 設定您所在區域的日期、時間及時區設定。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20. 等待直至系統自動完成安裝程序，無需使用者動作。此程序可能需要幾分鐘
時間。

a. 複製檔案與設定伺服器後，伺服器會重新啟動。

b. 系統會登入並安裝 R2 元件，如此處所示。

c. R2 安裝完畢後，伺服器會重新啟動。

d. 系統會登入並安裝應用程式，如此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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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並非所有系統都安裝相同應用程式。駐留在伺服器上的硬體資源決定了
要安裝的應用程式。

e. 完成安裝後，伺服器會重新啟動，如此處所示。

21. 從 DVD 光碟機中取出 Disc 1。
Windows Server 2003 R2 的安裝即已完成。

相關文件
若要線上檢視最新產品文件，請造訪：

http://docs.sun.com 
如需 Windows 預先安裝問題的最新資訊，請參閱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預先安裝版本說明」。

Sun 歡迎您提出寶貴意見

Sun 非常樂於提高文件品質，誠心歡迎您提出意見與建議。若要傳送您的意見，
請造訪：

http://www.sun.com/hwdocs/feedback

請隨函附上文件書名與文件號碼。範例： 「Sun x64 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3 R2 復原安裝指南」，文件號碼 820-4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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