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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點擊 Meet 右上角的即時「問與答」
功能提出您的問題

2. 大家可以點擊互動按讚，
我們將會優先回答按讚數較多的問題

在會議中
有任何疑問時



為了確保
會議品質



曾任行動應用研發、雲端架構師和解決方案架構師角色。
擁有超過  5 年的 Google Workspace 客戶經驗，致力於協助企業數位轉型，提供一對一顧問諮詢服務，
同時也藉由舉辦教育訓練及參與線上直播等活動，分享企業工作模式轉型，團隊解決問題提升生 產力
的經驗，引導公部門、媒體、金融等跨 產業客戶建立安全及高協作的  Google Workspace/GCP 雲端解決
方案。

#Google Workspace
#Chromebook
#Identity design
#Change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s

Franky Wu
Solution Architect
Cloud Architect



Agenda

✔ Google Cloud 生態系

✔ 認識「My Workspace」

✔ G vs M，平台整合與相容性

✔ Edu Plus 生產力工具詳細解析

✔ Google Meet 協作新模式



Google Cloud 生態系



敏捷, 快速, 效率

大型主機 PC’s 雲端 行動裝置

Time

科技革命



Efficiency
最小化維護成本

增加投資

Speed
傳遞高效能體驗

Agility
縮短上市時間
快速應對變化

企業都想要..



Save Scale Succeed
專注在核心任務利用龐大可擴展的計算能力節省操作成本

企業都想要..



在過去 16 年，

Google 建置了世界上最快最強大的雲端基礎建設



網路

Google 所有資料中心的相互連線都是自己鋪的光纖，資料中心間使用軟體定義網路 (SDN)連接。



網路

Google 在台灣 (彰濱)有 Data Center



唯一在台灣有數據中心的公用雲

● 這數據中心是服務全台灣  2 千多萬民眾和其他亞洲用戶
的Google 數據中心，服務包括  Google Search、Maps、 
Youtube、Gmail、Google Cloud Platform

● 由於 Google 有如此龐大的規模，因此我們得以建構自己
的專屬系統，採用專門的晶片、通訊協定、伺服器、儲存裝
置與交換器

● 標準、法規與認證
ISO 27001/27017/27018, SOC 1/2/3

● 服務等級
https://cloud.google.com/terms/sla/

https://cloud.google.com/security/compliance/#/regions=Asia%2520Pacific
https://cloud.google.com/terms/sla/


網路

http://www.gcping.com/

http://www.gcping.com/


Data Center at Georgia, USA



Data Center at Iowa, USA



Data Center at 彰濱, Taiwan



Managed Services

Google 幫你把設定調好，做好優化，
你只要專心寫你的  Code，丟上來雲端，Google 幫你 run，而且 run的很快!

租用這些  service，你自己負責調參數，進行優化 ! 

Google 讓使用者專心為打造符合未來趨勢的 產品和服務，
不需再費時管理基礎架構、佈建伺服器和設定網路，創新人
才得以盡情發揮創意，程式設計師也能專心編寫程式碼



Insight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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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oud brings the best of Google to organization 



My Workspace，
從 Google Workspace 開始



● 可滿足團隊需求的工具

● 隨時隨地以任何裝置處理工作

● 即便離線也沒有問題

● 單一平台



建立 記事和清單

隨時記錄想法，Keep 會與所有裝置

保持同步，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存取

自己的筆記



隨時加入 代辦清單

新增 Tasks 來追蹤每日工作、追蹤重

要事項的期限，在所有裝置上保持同

步，即時存取自己的清單和學習項目



進行一對一
即時通訊

傳送即時通訊訊息，與同事快速展開一

對一對話

建立非正式群組，同時與多位使用者進

行即時通訊



控管及排定
通知的優先順序

關閉 Chat 通知或設為靜音，以免在上課

時段受到干擾

調整通知偏好設定，僅接收來自重要人

員和訊息的通知



建立團隊專屬工作區
方便成員互動

聊天室中，團隊成員可以針對不同主題

建立多個「對話」的討論串

任何加入聊天室的成員都能看見對話

記錄，掌握先前的討論內容



為什麼要建立團隊專屬工作區？
用通訊軟體不是比較快嗎？



✔ 不必在各項服務之間切換

✔ 容易分享檔案與管理

✔ 公私分明



在專屬工作區
共用文件

工作區共用檔案，方便所有人尋找所需

內容

直接在即時通訊對話旁的聊天室中編

輯文件



可是我身邊的人
比較常使用 Word, Excel...



輕易達到平台整合

輕鬆在 雲端硬碟 中開啟

Microsoft Office 檔案附件



Education Plus 
生產力工具詳細解析



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強的教學和學習工具

加值功能 為學校帶來更多的幫助與資源

取得 進階的安全機制 應對安全威脅



使用 Google 搜尋任何東西

Google workspace 內含一流的搜索工具，

提供無與倫比的速度、可靠性、可發現性，幫

助團隊輕鬆地檢索所需的文件或檔案



將原本直接更動內文
的模式，改為不影響
內文的建議模式

點選 ✔ 則表示同意該建
議項目，會直接將建議
的內容取代原文

[20181017] CloudMile 會議記錄

永遠不會錯過文件中的變化



對學生或課程
提供所需的一切資訊

師生需要快速查找最新公告，並且在準備遠

距時，為他們提供幫助及分享最佳實踐方

式。

Google 協作平台可輕鬆為所有重要資訊建

立一個參考平台。



什麼是共用雲端硬碟 
Shared Drive

使用 Google 共用雲端硬碟，團隊成員

可以透過任何設備在任何地方存取、搜

尋、檢視公司的內部文件（類似 NAS、網
路上的芳鄰、公槽）



關於 Google 帳戶儲存空間的重要政策異動



如果使用空間不足會發生？
*超出空間上限達 25% 或 14天

無法在超過儲存空間上限時收發電子郵件

上傳檔案或照片到 Google Drive

無法在 Google Meet 中錄製新會議

建立、編輯、上傳任何 Google 文件

教育版帳戶仍可收發電子郵件

登入 Google  帳戶，開啟及下載檔案



除了 100TB 的共用雲端空間之外碟，每位授權

使用者皆可取得 額外的 20GB 

Education Plus 額外的儲存空間

充足的
雲端儲存空間

取得比 Education Fundamentals 更多

的共享雲端空間



為什麼要用共用雲端硬碟？
直接分享資料夾不是比較快嗎？



✔ 上傳以後檔案歸組織所有

✔ 權限劃分明確性

✔ 使用者與檔案管理更便利



管理員

✔ 將垃圾桶中的檔案永久刪除

✔ 新增或移除共用雲端硬碟成員

✔ 修改共用雲端硬碟設定

✔ 刪除共用雲端硬碟

✔ 將共用雲端硬碟中的檔案移至

另一個共用雲端硬碟

加註者
 ✔ 為共用雲端硬碟中的檔案加註

內容管理員 
✔ 移動共用雲端硬碟中的檔案和資料夾

✔ 將共用雲端硬碟檔案移至垃圾桶

協作者
✔ 編輯檔案、核准及拒絕編輯
✔ 在共用雲端硬碟中建立、上傳檔案、建立資料夾
✔ 在共用雲端硬碟的特定檔案中加入使用者
✔ 還原 30 天內刪除並移到垃圾桶的檔案

檢視者
 ✔ 查看共用雲端硬碟和檔案



管理
共用雲端硬碟成員

建立專屬的「共用雲端硬碟」，由部門主

管或管理員做控管，處理文件的移動、刪

除，或是人員的管理



分享
共用雲端硬碟檔案

✔ 上傳以後檔案歸公司所有

✔ 權限劃分明確性

✔ 檔案安全性提升



Google Meet 協作新模式



更好的團隊協作

參與度高

更有創意及效率

Why video-first?



Google Meet Education Plus 版本支援最高 
500人的線上會議，無須安裝軟體和插件

高達 500 人 的會議空間



直播視訊會議 可加入多
達 100,000 位使用者

● 組織內的受邀者都能看到彼此的影像，聽

到彼此的發言，也能分享自己的螢幕畫

面。

● 錄製直播活動內容，以便在會議結束後供

其他使用者觀看。



顯示 即時字幕

藉由 Google 先進的語音識別技術，

及時地顯示字幕讓會議更具包容性



在必要的時候
分享螢幕畫面

疫情期間無法會面的情況時，利用 
Google Meet 發起視訊會議，分享簡

報、文件和其他檔案的畫面。



錄下會議內容
稍後觀看或分享

重要的課程，可以啟用錄製會議功能，

方便學生回顧課堂上討論的內容



手機或平板 安裝 Jamboard app 
分享更多創意的想法

手機
➔ 有限的 Jamboard 功能

Web 版
➔ 透過邀請加入靜態的  

Jamboard 網頁

平板
➔ Jamboard 全功能
➔ 編輯, 重新開啟過去的紀錄  
➔ 尋找最靠近的白板



適合的使用場景

專案管理 腦力激盪 流程圖



使用 Jamboard 
創造更多一起協作的機會

Host a live jam
遠端連接兩個或更多
的 Jamboards 白板

Project into Google
呈現畫面給會議參與者

Jamboard app
使用手機或平板操作

或是從網頁觀看



Laptop & Desktop
● Chromebooks
● Mac OS—browser
● Windows—browser

Google Meet hardware
● Room kits
● All-in-one
● Digital whiteboard

Mobile Platforms
● iOS
● Android

Ecosystem Support
● 3rd party room compatibility 

through Pexip gateway
● Certified peripherals

Meet 幾乎可以在任何設備上運行



FAQ 問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