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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sk簡介 

Netask是一套以 Linux為架構的企業協同管理應用系統，舉凡文件簽核、檔案備份、專案管理、

公司行事曆、待交辦事項追蹤查詢等…內含 13支企業常用模組， Web化的操作，使用者踹不需安

裝軟體，導入無障礙、易學即用，人機介面友善，操作動線順暢，快速達到企業管理最終的權限、

分享、即時、互動的四大管理目標。 

 

Netask特色說明 

＊ Linux為現今穩定性最高之系統，防駭防毒，擴充整合性強，資源開放不受限。 

＊ 無國界 Web-based架構，全網化的企業辦公環境，低成本環境建制，設定維護容易。 

＊ MIS無額外負擔，使用者端不需安裝軟體，導入無障礙。 

＊ 易學即用，人機介面友善，操作動線順暢。 

＊ 單一程式語言使系統溝通更快速，效能更佳，系統發展昇級更迅速。 

＊ 三層式架構能完整穩定結構，擴充能力更佳，建置及維護簡易快速。 

＊ DB Maker資料庫，建置系統時無需再額外支付額外之龐大授權成本。  

＊ 可支援選擇中文繁、簡體、英文、日文四種國際性主流語言介面。 

 

Netask強大功能 

＊ 採權限式入口管制，視覺化首頁讓工作管理一目瞭然，後臺管理系統功能強大，AP類別項目架

構分明，直覺化操作設定流程，能快速又嚴謹地整合、分配及運用企業資源。 

＊ 虛擬之企業網路硬碟，不限數量無限上傳，可主動式指定群組、單位、特定個人、外部客户或

協力商做即時分享、下載、轉存…全功能動作，堪稱未來企業的知識、資料管理中心。 

＊ 底層相互連貫的專案管理、行事曆、工作清單，功能交叉支援，即時提醒機制，採人員、組織、

事件、日誌、專案、進度表、里程碑..多種方式取樣鎖定，並做到會議記錄、討論中心、公告

事項…控管功能，貼心的檢索功能讓使用者快速地管理檔案。 

＊ 互動機制建全，涵蓋提醒、公告、參與、預約、傳閱、討論、簽核..等先進作業概念，並能以

多種形式告之，如 e-mail、手機簡訊..，以達到各種企業內部互動及外部訊息交流目的。 

＊ 革命性簡化的簽核流程，彈性化表單總管機制，檔案櫃歸類快速順暢，簽核作業標準化，可加

速內部公文往返，並配合各種催簽、提示..功能，有效提昇管理效率。 

 

Netask定位與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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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主管：無法得知員工目前在做什麼？ 想要知道員工工作績效？ 

員工：每次安排好的行程，卻常被其它行程給中斷？ 

 

可交叉個人、分享、群組、專案四種行事曆於同一時間平臺，並整合個人行程、事件，同時

可運作通知、邀請、回覆、提醒之四大作業概念。上級主管的交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

員的行程。 

 

工作清單: 

 主管：事情交辦下去，總是沒有下文？ 

員工：過多的待辦事項，無法得知工作的輕重緩急？ 

 

以事件管理為概念，上級主管的交辦工作，及交叉指定的工作都能夠被仔細的列管，待辦事

項及交辦事項，都同時提供提醒、追蹤進度及回報狀況的功能，支援附加檔案功能，可同步

取得所需資料。 

 

專案管理: 

主管：只知道公司有多個專案在執行，卻永遠都不知道目前進度？ 

員工：每天努力工作，但工作績效卻永遠都被忽略？ 

 

此為本系統的中樞神經，摒除一般傳統專案單一的管理方式，可全方位落實企業專案的執行，

可以多種方式來追蹤掌控專案進行： 

＊ 參與成員：可檢現所有成員的基本資料、連絡方式、待辦事項、進度、狀況、行程、文件。 

＊ 專案任務：詳載所有關鍵主要、細部任務，以達專案每一環節的精密配合。 

＊ 時間行程：可檢現成員的目前、未來行程，降低人力、時間成本，以利人員進度的調派。 

＊ 進度圖表：提供最即時進度總表，方便管理者檢視圖表督導進度。 

＊ 狀況回報：零時差的狀況、進度更新，主動回報方式，免除專案主管疲於到處盲目追蹤，

並可於第一時間內針對回報予以即時處置。 

＊ 文件控管：集中保存，權限存取，以達專案成員知識靈活交換、累積。 

＊ 强大的支援功能：支援專案的討論中心及專案公告欄，方便提供專案內訊息的溝通及意見

想法的討論分享，快速簡易的新增方式，待辦事項及進度，方便企業進行整合性的管理來提昇

執行效率。 

 

 

Netask系統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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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硬碟: 

主管：公司重要的檔案一直沒有儲存的地方，導致知識管理無法落實？ 

員工：給客戶的檔案常常因為檔案過大而寄送不出去？ 

 

為企業的網路文件知識管理中心，自主彈性化的架構編輯功能，快速的存取流程，簡易的權

限分享設定，提供企業及成員跨時空的檔案管理工具，人在海外亦不再需要攜帶磁片或硬碟，

而可達到集中管理，異地存取，遠端作業的最高要求。 

 

網路書籤: 

主管：為了連上一個網站，還要一個鍵盤一個鍵盤的敲？ 

員工：辛苦搜集了許多市場情報的網站，每次都要自行更新維護？ 

 

可提供您一個絕佳的工具來管理您的網站書籤，簡單的匯入匯出功能讓您的書籤能隨時帶著

走。 

 

通訊錄: 

主管：時常找不到員工？又不知道員工去了何處？ 

員工：整理好的客戶資料，卻無法讓其他同事共用？ 

 

是一個內部成員的聯絡工具與客戶資料管理系統，讓您能以最快的方式聯絡到您的工作成

員，更能讓整個公司的對外通訊聯絡資料做快速的分享與共用。 

 

電子郵件: 

主管：每次因公事而臨時出差，許多公司重要郵件無法收取？ 

員工：每換一台電腦就要重新設定惱人的郵件伺服器？ 

 

提供您 Web-based的郵件服務，讓您收發 E-mail不再受限於特定的場所，亦貼心支援多組外

部信箱、自動轉寄、全文檢索…從此海外洽公，絕不漏接任何訊息。此外，自訂郵件資料夾

的功能，方便郵件分類，更容易管理。  

 

預約管理: 

主管：公司明明有許多資源可用，但是資源卻永遠不夠用？ 

員工：為了租借一個資源跑了許多部門，卻還是借不到？ 

 

線上即可預約租用，配合會議召集等功能，讓公司的設備與資源能夠做最有效的運用，達成

企業內人力、時間、資源三方的整合，降低企業資源的無謂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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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心: 

主管：擁有各地區的員工，卻一直沒有一個共同討論的方法？ 

員工：與其它同事討論的內容與經驗總是沒辦法累積？ 

 

適用於企業內部的各項討論、意見發表、問卷調查，致專案執行事項的技術探討、論壇，甚

至是員工互動式知識的分享，都能夠藉由討論中心來累積知識，減少多餘的摸索期與錯誤代

價，縮短上下、各部門的溝通差距，凝聚企業組織的共識及向心力。 

 

公告欄: 

主管：重要公告貼了好幾個月，卻還是有人沒看到？ 

員工：重要公告還來不及看就下架了？ 

 

告別傳統的紙張公告，電子公告方式可加快企業傳達訊息給員工的速度。閱讀狀況回報的功

能可有效率的掌握佈達狀况；內建新增公告後直接送審的機制，可避免行政紊亂及政策佈達

失誤。 

 

傳閱管理: 

主管：公司決策與進度總是卡在找不到負責簽核的人，導致公司喪失商機？ 

員工：每次簽核文件，最後都簽到連文件都找不到？ 

 

線上簽核方式可省下約為傳統簽核的 2/3以上時間成本，並省下無謂的傳送公文人力成本，

快速的新增公文流程，簡易的表單產生、管理機制，並配有即時同步化的提醒機制能藉由手

機、E-mail方式告知忙碌中或人在海外的主管立即批示，加速企業內部決策反應速度。 

 

系統設定: 

主管：每次做個組織變動，花了許多時間卻未達到預期效果？ 

員工：簡單的系統設定，動用到許多部門的來設定卻還不一定成功？ 

 

可以快速、直覺化方式來編輯部門組織、人事資料、權限設定、職務分配、系統作業…建立

預設的系統功能，同時可建立公司行事曆，提前發佈年度作息、活動…等既定行程事件，以

利成員有所依循。 

 

我的首頁: 

簡單而易懂的功能圖示，使用者可一目瞭然目前的未(待)處理事項，如使用者的新進郵件、

未讀公告、待辦工作清單、待簽核文件…，方便使用者規劃自己的時程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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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提供您日曆、週曆、月曆的方式來檢視行事曆。 

．清晰而乾淨的檢視造型，快速找到所需的事項。 

．可快速新增一個事項，也可以詳細的新增事項的內容，像是事項名稱、日期、起迄時間、重要

性、詳細內容、此事項的分享對象、事項的重覆設定及提醒功能。 

．每一個事項皆可設定是否公開，設為公開，則公司的相關成員皆可看到該行程，或者設定為私

人事項，則除了自己，任何人皆無法看到私人事項的內容。 

．若新增的事項的內容是待辦事項的項目之一，可直接點選，省去重覆打字的困擾。 

．事項可分享給特定對象，讓同步工作的成員們能得知大家的最新行程。 

．每個行程皆可附加檔案，讓主管在閱讀員工的行程時，即能取得所需的資料 

．整合待辦事項，讓工作管理的內容與行事曆相互整合，使用更方便 

．多樣提醒功能，讓事項發生前能主動提醒，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更能精準提醒行辦

事項。 

．重覆設定功能，讓一些企業內固定工作可以藉由一個動作就完成所有的新增動作。 

．預約行程可用手機簡訊提醒自己或者所有的參與成員。 

．獨特的行程週顯示功能，讓你預約他人的時間將變得更方便，同步能看到整個部門的該週行程。 

．方便的檢視設計，簡單點選即可決定要顯示個人行事曆，專案行事曆還是部門行事曆。 

．每個事項皆有重要性的設計，若該事項是分享出來的，也能快速看到分享的對象，節省效率。 

 

工作清單 

．獨特的待辦事項與交辦事項功能，讓工作區分更清楚。 

．可檢視過去完成工作事項，方便追蹤與查看。 

．每一個事項皆可設定指派人，系統會自動告知該指派人，該指派人可隨時追蹤事項目前進行的

進度。 

．每一個事項皆可設定負責人，系統會自動告知該負責人，該負責人則需完成該事項並做回報。 

．每個待辦事項皆可分享，同步讓其它相關成員得知最新的進度。 

．提供回報狀況功能，並提供常用語機制，簡少使用者打字的麻煩。 

．提供完成度回報，讓每個待辦事項皆能以量化呈現。 

．每個待辦事項皆可附加檔案，讓主管在追蹤員工的待辦事項時，即能取得所需的資料。 

．提供將待辦事項結案功能，非經主管同意，主管指派的待辦事項無法任意刪除。 

各功能好處與詳細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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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誌 

．主管可隨時檢視每位成員最新工作日誌與週報表。 

．系統自動匯整出成員的工時、進度、與在所參與專案中所花費的百分比。 

．可同時檢視多人工作日誌。 

．亦可以專案角度來檢視公司或部門的工作進度。 

．提供詳細工作日誌列印功能，使用者可直接列印呈交報告。 

．可自訂區間來做檢視工作日誌的範圍。 

．提供多專案進度與工作檢視機制。 

 

專案管理 

．每個專案皆可檢視專案簡介、任務、甘特圖、專案行事曆、會議記錄、參與成員及討論中心。 

．可將公司專案全部 e化管理，每個成員只能看到自己所參與的專案。 

．依權限設計的不同，每個成員對專案有不同的權限。 

．以樹狀架構呈現專案資料夾，方便尋找管理。 

．已完成專案可分資料夾做管理，方便使用者日後的觀看及學習。 

．每件專案可設開始、結束日期，交辦主管、負責的專案經理、參與成員，及專案的說明。 

．每個專案皆有各自的公告，專案經理可藉由公告來對專案成員做公告的動作。 

．專案任務與待辦事項整合，每一個專案任務都會成為負責成員的待辦事項。 

．專案任務可自行轉換為圖表方式的甘特圖，不需使用其它軟體及可達成甘特圖的製作。 

．可以專案的方式來顯示行事曆，每一個參與成員與專案有關的事項都會同步秀在專案行事曆上。 

．預設在專案管理內的會議紀錄，提供給專案一個開會紀錄的工具，並能隨時做會議紀錄的調閱。 

．會議紀錄可附加檔案，讓參與成員在閱讀會議紀錄的同時，即能取得所需的資料。 

．新增會議紀錄的內容與待辦事項整合，當會議紀錄完成的同時，也同步的加到該負責人的待辦

事項。 

．詳細列出參與專案成員的聯絡資料，方便專案成員的溝通與聯絡。 

．提供專案專用的討論中心，當專案建立的同時，即自動建立討論中心，提供給參與成員一個線

上討論機制。 

．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專案成員可隨時藉由即時通做線上溝通，節省聯絡時間及溝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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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硬碟 

．與 windows架構相同的操作介面，不需學習也能上手。 

．以樹狀架構呈現檔案資料夾，方便尋找管理。 

．提供檔案清單與縮圖的切換，即時預覽圖像縮圖。 

．提供一次上傳 10個檔案功能，方便上傳大量檔案。 

．提供獨特網路分享功能，再大的檔案也能清鬆分享給公司成員或外部客戶。 

．自動記憶公司成員分享的檔案，方便隨時讀取。 

．無國界網路芳鄰功能，讓身在遠端的成員也能安全而便利的取得其它成員分享的檔案。 

．專案網路硬碟，提供給所有成員共同上傳檔案的機制。 

．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更能一次上傳下載整個資料夾，且再大的檔案也能上傳。 

．支援圖檔自動產生縮圖功能，可快速檢視所有圖檔。 

．提供圖形觀賞功能，並配合文字描述，讓圖形檔案使用更方便。 

．圖形觀賞時自動過瀘非圖檔檔案，且配合上下頁功能選項，方便使用者做圖檔的瀏覽。 

．分享的檔案可隨時終止分享權限，保護檔案的安全性。 

．即時檢視目前可使用空間與已使用空間。 

 

網路書籤 

．與 windows架構相同的操作介面，不需學習也能上手。 

．以樹狀架構呈現檔案資料夾，方便尋找管理。 

．提供網路書籤服務，隨時點選即可立即瀏覽該網站。 

．提供書籤匯入、匯出功能，保存備份書籤資料更方便。 

．可編輯書籤描述，讓書籤保存時更能增加儲存性。 

 

通訊錄 

．將公司成員的通訊錄與個人客戶通訊錄整合在同一個檢視頁面內。 

．公司通訊錄依照組織架構層級來秀，方便尋找。 

．可一次針對整個部門發送 mail服務，亦可針對選擇的特定成員做 mail發送。 

．可自行定義群組，做客戶資料的分類與管理。 

．可自行新增定義聯絡人資料。 

．提供 Microsoft Outlook通訊錄資料匯入功能，通訊錄不需重覆輸入。 

．提供通訊錄匯出功能，方便保存、備份通訊資料及匯入至其它程式的功能。 

．在系統管理權限核可下，使用者可編輯個人資料，即時更新至整個系統。 

．搭配電子郵件、檔案分享功能，同一份通訊錄可在各處使用。 

．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公司成員內建在即時通內，使用者不需設定即可直接做即時訊

息的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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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即時  主動  分享 
 

 

郵件管理 

．網路 web mail機制，讓你到世界各地都能夠上網收信。 

．提供收信、寫信、回覆、全部回覆、轉寄、尋找、搬移、刪除郵件等功能。 

．以樹狀架構呈現檔案資料夾，方便尋找管理。 

．使用者可自行定義郵件資料夾，方便郵件的歸檔及分類。 

．簡單動作即可將寄件者 email自動加入至通訊錄中。 

．提供圖形附件預覽功能，讓閱讀郵件變得更方便。 

．提供五組簽名檔，讓撰寫郵件更有效率，更方便。 

．信箱容量統一由管理者決定，可適時增加郵件空間容量。 

．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郵件隨到隨時提醒，郵件不漏接。 

．可自設發信郵件地址與收件郵件地址 

．提供收外部信箱功能，讓多個信箱可以一同接收。 

．支援自動轉寄功能，可隨時將郵件轉至其它信箱。 

 

預約管理 

．可自訂預約用品的類型，讓公司資源租借及共享更方便。 

．提供照片上傳功能，讓用品租借時能即時預覽到用品影像。 

．檢視租借狀況時提供租借者及日期、時段、聯絡電話及租借用途。 

．當租借時間已被佔用，系統自動提醒該時段無法租借。 

．可隨時取消已租用的時段，將用品重新開放給它人租用。 

．提供個人租借狀況，隨時檢視最新租借情形。 

．權限高的管理者可新增用品資源供公司成員租用。 

．權限高的管理者可依需要對已租借的狀態做變更。 

 

討論中心 

．安全而完整的權限管理機制，被設定在討論區內的人才能觀看到討論區內容。 

．在權限管理的限制下，一個人可同時建立多個討論區。 

．討論區文章提供目前的回覆文章數及目前被觀看的次數，熱門文章以圖表加強說明。 

．提供附加檔案功能，方便討論成員對檔案做討論。 

．可依照個人喜愛來對文章主題做排序，方便尋找所需主題。 

．可針對特定文章來做回覆，並支援原文引用機制。 

．發表文章支援 HTML語法，使用者可自行定義並美化其文章頁面。 

．提供討論區文章搜尋功能，輸入關鍵字即可找到所需文章。 

．當討論區不再使用時，可關閉討論區，但仍可做討論區閱讀瀏覽功能。 

．個人化大頭貼，當討論文章發佈時，能讓討論時更加有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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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即時  主動  分享 
 

 

公告欄 

．提供主管審核機制，可設定成員張貼的公告，需經由上一層主管同意。 

．當公告發生時，系統可決定是否要自動發送 email提醒公司成員觀看。 

．提供公告定期下架機制，當下架時間一到，公告將自動變為過期公告。 

．使用者在權限許可下，可依個人需要隨時尋找過期公告。 

．公司公告針對每個成員偵測是否已閱讀過該公告，公司成員不會漏讀公司公告。 

．每個公告皆可附加檔案，讓員工在閱讀公告的同時，可直接即能取得所需的資料。 

．發表公告支援 HTML語法，發表公告者可自行定義並美化其公告頁面。 

．若發表人身兼多個部門，發表公告時可選擇代表部門做發表。 

．可針對特定的受文對象來做特定部門的公告發表。 

 

傳閱管理 

．簽核系統提供管理個人發出去的簽核及等待使用者簽核文件管理。 

．以樹狀架構呈現檔案資料夾，方便尋找管理。 

．每份簽核皆可附加檔案，亦可附加過去簽過的電子化文件，讓主管在閱讀簽核文件的同時，可

直接即能取得所需的資料。 

．以最簡單最快的方式來決定簽核順序，讓簽核流程更有彈性。 

．提供最後經辦單位功能，當文件跑完時，會自動通知經辦單位來做後續動作。 

．若發現發送出去的簽核有誤，系統提供抽單功能，可快速將文件抽回。 

．主管簽核時提供常用語機制，方便主管直接做意見回覆。 

．主管簽核時可決定做意見搜集動作再做簽核決定，系統會自動處理。 

．當遇到不屬於個人業務範圍內的文件時，主管簽核時可做文件跳簽動作，轉由其它負責單位負

責。 

．負責簽核的成員，系統會隨時發送 email做提醒動作，文件被退回或抽單等也會即時發送 mail

通知相關成員。 

．系統內建手機簡訊發送提醒機制，可隨時上線通知使用。 

．可自行定義歸檔的文件匣，方便文件的管理。 

．發送文件若遭退件，可做修改後繼續發送，而不需重新撰寫簽文。 

．提供草稿匣文件功能，方便使用者撰寫簽核。 

．提供多樣化表單，可針對不同的使用者來設計表單格式。 

．配合獨家開發即時通常駐程式，簽核文件隨到隨時提醒，簽核不漏接，執行更有效率。 

．可設定特定成員檢視所有進行中的簽核文件，讓簽文動作可透明，催文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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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即時  主動  分享 
 

 

系統設定 

．提供公司員工帳號資料匯入功能，一個步驟即可完成大量的帳號建立。 

．方便而簡單的組織架構編輯功能，公司組織架構變動時，系統不需做大幅度調整。 

．獨特的強迫關閉員工權限功能，當遇到惡意員工時可快速做鎖住所有權限的處理。 

．可設定公司的行事曆，直接秀在所有的員工個人行事曆上，方便公司行事曆佈達。 

．可產生自行定義之人事管理報表，隨時建立公司所需的報表資料。 

．提供公司成員兼職其它部門設定，與真實公司情況更能一致。 

．員工權限設定，可針對不同的員工開放不同的程式。 

．可針對不同員工在不同的程式上設定不同的權限。 

．當公司員工忘記密碼時，系統管理者可幫忙設定新密碼，不需動到資料庫等專業系統人員才能

完成的動作。 

．提供系統備份的服務，且只針對新增的資料做備份，減少備份的空間，增加資料安全。 

．可設定個人首頁公用書籤功能，讓系統需讓所有成員都知道的網路連結，快速提供給所有成員。 

．可匯出每日成員登出入記錄，亦可線上檢視成員當日初登入做上下班打卡依據。 

．提供硬體系統資訊，隨時檢視硬體系統最新狀況。 

．提供手機簡訊發送流量、檔案文件每日上下傳紀錄，管理者可隨時掌控文件流量。 

．可選擇是否提供使用者自首頁自行申請帳號，Netask管理者做審核的機制。 

 

Netask即時通 

．提供公司成員文字訊息對話功能，成員未上線亦可傳送訊息。 

．整合手機簡訊發送平台，傳送文字訊息時可同步傳送手機簡訊。 

．提供歷史訊息檢視功能，並有搜尋、列印及區間檢視。 

．可從網路上下載過去的歷史訊息，對話記錄更完整。 

．可隨時變更個人狀態，通知他人目前最新動態。 

．可自行設定欲檢視的成員名單，讓成員列表更簡潔。 

．提供快速點選立即幫忙帶進網站功能。 

．對話模式可任意變更文字大小，對話時更能表達意思。 

．提供個人通訊錄檢視與編輯功能，與網路通訊錄同步化。 

．利用即時通功能，可快速在 Netask通訊錄與 Microsoft Outlook做資料匯出入動作。 

．提供快速檢視個人手機電話、分機電話、職稱及 email，可當做公司分機表。 

．系統提醒機制，當有新簽核文件、電子郵件、行事曆等，會自動跳出提醒。 

．習慣英文名單成員，可在環境設定內快速做中英文切換。 

．網路硬碟功能，整合 Web端，支援整個資料夾拖放做上下傳。 

．可直接在 Netask即時通做檔案分享功能。 

．檔案分享後的網路芳鄰亦可直接在即時通內檢視。 

．專案管理的網路硬碟可直接在檔案列表內做檢視上下傳的動作。 

．提供版本自動昇級功能，當可昇級時會自動通知使用者，並會自動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