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task - 使用手冊_行事曆

一個比個人行事曆更強大的行事管理工具，整合您個人行程，上級主管的交

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員的行程。再加上事項的附加檔案功能，讓您在

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功能說明

行事曆介面一進入後，畫面區分成兩塊，最上

方的是工具選單，下方是行事曆的資料呈現。 

上方的工具選單

 

 

各功能說明如下： 

 

回到今日 點選後回到「行事曆」首頁；並將觀看日期調回當日。

新增 點選後可新增事項。

新增召集 點選召集其他成員參與開會或是其它活動，並在召集同時預約場地或物品。

工作日誌 點選後可檢視工作日誌。

匯入 將Outlook 的行事曆事項匯入至Netask 的行事曆。

匯出 點選匯出行事曆的事項；可供使用者匯入至Outlook 或是再由Outlook 匯出至

PDA。

列印 點選後即可列印行事曆的事項內容。

尋找 點選後即會開啟一頁面供使用者搜尋所有事項。

設定 點選後可做進階設定。

小月曆 點選後，會出現個小月曆供你快速跳至想去的那一天。

重新整理 點選即可更新你所檢視的頁面。

 



下方的資料呈現區 - 檢視方式說明

進入行事曆後，會有三種方式呈現行事曆，以標籤的方式表現，可直接點選，分別是「日

曆、週曆、月曆、事項列表」三種。而使首頁的呈現方式，可至功能設定來做選擇。 

不同屬性的事項在行事曆上的顯示方式會以前方小圖示來做區別，下方是不同屬性事項顯示

的範例，詳細說明如下： 

 

AM09:00-AM11:00 業務檢討會議【李大同】(Netask 研發專案) 

PM03:30- PM04:00 與供應商聯絡供貨事宜 【吳惠心】(Netask 研發專案) 

PM01:00- PM03:20 會場 DM 設計 (產品發表會) 

AM11:30- PM12:00 場地佈置最後討論 【誠茂國際】 

 

重要性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很重要，則會有兩個星星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重要，則
會有一個星星 。若為普通，則前方無任何圖示 。

事項屬性 事項的屬性以圖示來做分類，屬於召集中事項： 、屬於分享事項： 、屬
於個人事項： 、屬於預約中事項： 。 

起迄時間 以完整的時間起始來表示，如 AM09:00-AM11:00。 

事項主題 不限字數，完整的將事項的主題秀出來。(點選主題即可檢視此事項的詳細內

容)

分享者 任何人分享給使用者的資訊都會顯示出來。並將分享者以【】表示。如：本日

資產盤點【吳惠心】。若該事項為預約事項，則會將預約者的姓名呈現在此。

(使用者自行新增的事項，將不會有任何表示)

參與專案 參與專案會以(xxx專案)的方式呈現在事項名稱的最後面，只要是有關公司行事

曆事項，建議將它們都納入專案內，未來工作日誌等才統計的出來。

下方的資料呈現區 - 日曆

 

以「日」的方式來檢視行事曆時，一次呈現2 天，預設是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日」來檢視，在時間旁邊有兩個小三角形，供使用者跳至下一

個日期。 

 

日曆呈現區的右上方有一個「檢視對象」可下拉，下拉後可選擇：  

個人事項 只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的事項。

個人+分享事項 除了使用者新增的事項外，任何人分享給使用者的都會顯示出來。並將分



 

單日的行事曆由上到下的時間排序分別是： 

 

整日 

AM08:00 
AM09:00 
AM10:00 
AM11:00 
AM12:00 
PM01:00 
PM02:00 
PM03:00 
PM04:00 
PM05:00 
PM06:00  
PM07:00  
PM08:00  
PM09:00  

單日若都沒有事項時，仍會以上述方式將時間排序顯示出來，你所新增的事項，將會以起始

時間為主，置放在該欄位裡： 

享者以【】 表示。 

如：本日資產盤點【吳惠心】。

分享事項 只檢視他人分享給使用者的事項，而不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的事項。 

檢視全部專案 以使用者所參與的專案來檢視事項。

檢視組織部門 以組織部門的方式來檢視事項。

整日  

AM08:00 AM 08:20 - PM 08:45 
與力新的人電話聯絡 

AM09:00  

AM10:00  

AM11:00  

AM12:00  

PM01:00  

PM02:00  

PM03:00 PM03:00- PM03:30  
討論產品發售Schedule【嚴謹正】(產品發表會) 

 

PM03:30- PM04:00  
與供應商聯絡供貨事宜 

PM04:00  

PM05:00  

下方的資料呈現區 - 週曆



 

以「週」的方式來檢視行事曆時，

一次呈現7 天，預設是以「星期
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

期五、星期六/日」為檢視，在時間

旁邊有兩個小三角形，供使用者跳

至下一週。 

 

週曆呈現區的右上方有一個「檢視

對象」可下拉，下拉後可選擇： 

 

檢視週時，每一日的行事曆由上到下的時間排序分別是： 

整日 

AM 08:00 
PM 12:00 
PM 04:00 

單日若都沒有事項時，仍會以上述方式將時間排序顯示出來，你所新增的事項，

將會以起始時間為主，置放在該欄位裡： 

個人事項 只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的事項。

個人+分享事項 除了使用者新增的事項外，任何人分享給使用者的都會顯示出

來。並將分享者以【】 表示。 

如：本日資產盤點【吳惠心】。

分享事項 只檢視他人分享給使用者的事項，而不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

的事項。 

檢視全部專案 以使用者所參與的專案來檢視事項。

檢視組織部門 以組織部門的方式來檢視事項。

整日  

AM08:00 AM 08:20 - PM 08:45 
與力新的人電話聯絡 

AM12:00  

PM04:00 PM03:00- PM03:30  
討論產品發售Schedule【嚴謹正】(產品發表會) 

 

PM03:30- PM04:00  
與供應商聯絡供貨事宜 

下方的資料呈現區 - 月曆

 

以「月」的方式來檢視行事曆時，

一次呈現一個月，在右方會有目前

的年分，在年份旁邊有兩個小三角

形，供使用者跳至上下一年。而下



拉的月份選單可供使用者快速跳至

其它月份。

「月曆」的檢視是呈現該日是否有事項，若有事項，則會顯示 

個人事項：2 

分享事項：3 

「個人事項」代表使用者自行新增的事項數，而「分享事項」則代表其它人分享

給使用者的數目，點選任一日期，系統會自動帶至「日曆」檢視的頁面供使用者

查閱詳細內容。 

在「月曆」檢視時，每一天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意義，詳細說明如下： 

 

白色 代表當日無事項。

橘色 代表使用者所使用的當日。

藍色 代表當日有事項。 

紅色 若該日的數字以紅色表示，則代表日為系統設定的休假日。

灰色 非本月的日子皆以灰色表示 。

下方的資料呈現區 - 事項列表

以「列表」的方式來檢視行事曆時，一次呈現一個禮拜，在右方會有目前的檢視區間，點選

旁邊的小月曆即可切換檢視區問。 

 

事項列表呈現區的右上方有一個「檢視對象」可下拉，下拉後可選擇：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個人事項 只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的事項。

個人+分享事項 除了使用者新增的事項外，任何人分享給使用者的都會顯示出來。並將分

享者以【】 表示。 

如：本日資產盤點【吳惠心】。

分享事項 只檢視他人分享給使用者的事項，而不呈現使用者所新增上去的事項。 

檢視全部專案 以使用者所參與的專案來檢視事項。

檢視組織部門 以組織部門的方式來檢視事項。

日期 事項日期。

開始時間 事項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事項結束時間。

成員名稱 事項所屬成員名稱。

任務名稱 事項名稱。

專案歸類 事項所屬專案歸類。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行事曆

一個比個人行事曆更強大的行事管理工具，整合您個人行程，上級主管的交

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員的行程。再加上事項的附加檔案功能，讓您在

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檢視 / 新增事項

檢視事項

 

於主畫面上點選任一事項即可檢視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上方欄位說明如下：(任務內容區) 

 

中間欄位說明如下：(自訂欄位) 

顯示自訂欄位內容。 

 

下方欄位說明如下：(狀況回報區) 

專案歸類 若被歸類為「參與專案」，則會寫此專案的名稱。若為「私人事

項」，則會呈現出私人事項四個字。

事項名稱 顯示該事項的名稱，若為「很重要」或「重要」的事項，則於事項

名稱前會有星星小圖示表示，若該事件為分享，則事項名稱後面後

會有括號說明是誰分享的，如 [王惠心]。

起訖時間 此事項的開始與預計結束時間。 

顯示方式：2002/01/30 AM:10:00 -AM:11:30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分享對象 呈現出分享成員名單，並將成員名單於此欄位列出。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回報者 此事項的回報者。

回報狀況 此事項的回報狀況 。

完成度 該事項的完成度。

修改時間 修改此事項回報狀況的時間。



(若此專案任務在行事曆未新增之前，已有回報狀況則不會在新增後出現，行事

曆的回報狀況從新增後才會開始記錄) 

 

右上方按鈕說明：(僅事項的新增者可看到)  

 

按鈕說明：  

 

編輯 當點選編輯的動作時，畫面就會進入編輯的畫面，其選項、功能與新增

一事項相同。 

刪除 點選後，系統會跳出一詢問視窗：「確定要刪除嗎？」，點選「是」後

才會執行刪除的動作。

回上一頁 檢視完畢，回上一頁。

新增事項

 

新增事項的方式有三種，而這三種

都能達到新增事項的目的，分別

是： 

1. 點選工具列上「新增事項」連
結。 

2. 點選每一個時間點，系統會自動
把該時段的時間預設進時間的起迄

內。 

3. 點選行事曆上的「新增」兩字連
結。 

點選後則會進入一新增頁面。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填寫事項內容： 

專案歸類 可填寫為「參與專案」或「私人事項」，若選擇參與專案，則會

有目前的專案供使用者直接選擇，且任何一個被歸類為組織專案

的事項，主管皆預設為可查閱。若設為私人事項，則除了自己，

任何人皆無法看到私人事項的內容 。

事項名稱 可以下拉方式選擇使用者目前已有的待辦事項，方便使用者若要

填寫事項時的便利性。若為一新增的事項，亦可直接填寫此事項



 

輸入自訂欄位： 

由管理者所設定的自訂欄位，皆在此輸入。 

 

工作狀況回報： 

的名稱。 (限制為50個中文字) 

若使用者選擇的是待辦事項內的事件，則日期應為預設的固定範

圍內變動，而無法任意修改。 

日期 可直接使用系統預設的當日，或下拉變更日期。亦可點選右方的

「月曆」小圖示來選擇日期。

起訖時間 可勾選為整日活動或是選擇特定的開始與預計結束時間。分鐘的

顯示有00、15、30、45 等四種供選擇。  

重要性 有三個選項可選擇，分別是「很重要、重要、普通」 若事項的重

要性為很重要，則會有兩個星號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重要，
則會有一個星號 。若為普通，則前方無驚嘆號。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限制為2000 個中文字)

分享對象 可下拉選擇"所有組織部門" 、"所有組織成員"、 "所有專案列

表"，並在成員列表區裡選擇所要分享的成員或部門。(預設為分享

給參與此專案的所有成員) 

提醒設定： 可選擇在幾分鐘前用手機簡訊通知。  

通知時間是以事項的開始時間為準，例如設定10分鐘前，8:00-

10:00 第一會議室參加股東會議  

則系統會在7:50分時用手機簡訊發送通知： 

2004-04-12 AM 08:00 第一會議室參加股東會議 

 

提醒方式分有：「發送 E-Mail 給分享對象」、「發送即時通給分
享對象」、「以手機簡訊通知我」、「以手機簡訊通知分享對

象」四種方式。

公開： 設定此事項是否公開給外部成員觀看(此功能需管理者開放才能使

用) 

設定方式分有： 

不公開 (其他人不能看到事件) 

顯示忙碌 (其他人只可以看到此時段忙碌，不可以看到其他資料) 

公開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事件及詳細資料)  

使用者選擇公開或忙碌，外部成員即可上網觀看你的行事曆並預

約你的行程，更詳細的說明請點選公開行事曆_觀看/預約行程。 

附加檔案 點選可附加網路硬碟的檔案。

回報狀況 可直接點選系統預設的回報狀況。 

亦可自訂不同的回報狀況。(自訂常用字) 

使用者只要填寫好自行輸入的回報狀況，接著勾選「將此文字儲存

到我的常用字內」，再按下「確定」鈕後；系統會自動將此儲存供



 

進階設定： 

 

按鈕說明：  

 

使用者下次使用，不需再次輸入。 

自訂常用字最多10 組，滿10 組後；新的常用字將會替換掉第一筆
常用字，使用者也可自行下拉選擇任一自訂常用字；並點選右側刪

除小圖示，將其刪除。

完成度 該事項的完成度。 

「百分比」的欄位，一旦新增，則只能往上增加而不能再減少。

重覆設定 告知使用者此事項的重覆設定方式，若該事項為單一事項無重覆，

則顯示「無」。 

預設為單一事項，不重覆。 

或可選擇每隔(一、二、三、四)(日、周、月、年) 重覆一次，直到特

定年月日為止。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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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事曆 - 新增 / 啟動 / 取消召集 

新增召集(選擇對象與資源)

 

點選上方工具列的「新增召集」連

結，即會進入一新增頁面。 

召集的新增需要三步驟來完成，分

有「選擇對象與資源」、「檢視召

集對象與資源的共有時段」、「填

寫召集內容」。 

 

右圖為第一步驟：選擇對象與資

源；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專案歸類 可填寫為「參與專案」或「私人事項」，若選擇參與專案，則會有

目前的專案供使用者直接選擇，且任何一個被歸類為組織專案的事

項，主管皆預設為可查閱。若設為私人事項，則除了自己，任何人

皆無法看到私人事項的內容；且私人事項將不會被歸類至工作日誌

內。

事項名稱 可以下拉方式選擇使用者目前已有的待辦事項，方便使用者若要填

寫事項時的便利性。若為一新增的事項，亦可直接填寫此事項的名

稱。 (限制為50個中文字) 

若使用者選擇的是待辦事項內的事件，則日期應為預設的固定範圍

內變動，而無法任意修改。 

召集對象 下拉選擇參與此次召集的對象。

預約用品 下拉選擇此之召集所需預約的用品。  

日期 下拉選擇召集日期。

下一步 確定執行此動作，繼續下一步。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新增召集(檢視召集對象與資源的

共有時段)

 

確定好召集對象、預約用品與日期

後，點選下一步，系統會將該日期

裡所有成員與用品的時段狀態，利

用圖表方式顯示出來。 

 

上方欄位說明如下：(時段狀態區) 

 

下方欄位說明如下：(會議召集時間) 

 

按鈕說明：  

 

名稱 顯示使用者在第一步驟裡所選擇的召集對象與預約用品名稱。

時間 表格上方顯示使用者於第一步驟裡所選擇的日期。(使用者可點選旁邊的

三角型來切換日期) 

日期下方為時數，顯示一天裡 AM 08:00 - PM 09:00 的時段。若被召

集者在某一時段裡有行程，系統會以黃色表示之。時間欄位若以紫色來

顯示的話，則表示該時段裡；所有成員與用品皆為空閒時段。 

使用者可直接在想召集的時間欄上點選一下，系統會將該時間帶入下方

起訖時間的開始時間欄裡，省去使用者自行下拉的動作。

日期 召集的時間。

起訖時間 可選擇整日活動或是特定時段。 

上一步 確定執行此動作，繼續下一步。

下一步 返回上一步；重新選取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新增召集(填寫召集內容)

 

確定好召集的日期與起訖時間後，

點選下一步，即會開啟此一視窗：

填寫召集內容。 

 

此頁面會將前二個步驟所選擇的內

容帶入，使用者只要在此填寫召集

相關內容與分享觀看的對象即可。 

 



填寫事項內容： 

 

輸入自訂欄位： 

由管理者所設定的自訂欄位，皆在此輸入。 

專案歸類 此次召集所屬的專案。

事項名稱 召集的主旨。

召集對象 參與此次召集的成員。會顯示參與召集的總人數，並提供「發送 E-

Mail 」、「發送手機簡訊」、「發送即時通」三種通知方式給召集
對象。

租借資源 此次召集所租借的資源。

日期 召集的日期與時間。

重要性 有三個選項可選擇，分別是「很重要、重要、普通」 若事項的重要

性為很重要，則會有兩個星號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重要，則會
有一個星號 。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分享對象 可下拉選擇"所有組織部門" 、"所有組織成員"、 "所有專案列表"，

並在成員列表區裡選擇所要分享的成員或部門。(預設為分享給參與

此專案的所有成員) 

 

提供「發送 E-Mail 」、「發送手機簡訊」、「發送即時通」三種通
知方式給分享對象。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工作狀況回報：  

 

進階設定： 

 

按鈕說明：  

 

回報狀況 此召集的相關回報。

提醒設定 可選擇在幾分鐘前用手機簡訊通知。 

通知時間是以事項的開始時間為準，例如設定10分鐘前，8:00-

10:00 第一會議室參加股東會議 

則系統會在7:50分時用手機簡訊發送通知： 

2004-04-12 AM 08:00 第一會議室參加股東會議 

上一步 返回上一步；重新選取動作。

完成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啟動/取消召集

 

在主畫面上事項前面若有一圖鈴小

圖示 閃動著，即代表該事項為

一召集事項。點選該召集事項即可

檢視詳細內容，並啟動或取消此召

集。 

上方欄位說明如下：(檢視事項區) 

專案歸類 此次召集所屬的專案。

事項名稱 召集的主旨。

召集對象 參與此次召集的成員。

租借資源 此次召集所租借的資源。

起訖時間 召集的日期與時間。



 

中間欄位說明如下：(自訂欄位) 

顯示自訂欄位內容。 

 

下方欄位說明如下：(觀看回覆狀況區)  

 

上方按鈕說明：(召集建立者才能看到此區按鈕) 

 

中間按鈕說明：  

 

下方按鈕說明：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分享對象 此召集事項的被分享成員。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召集進度 召集的回覆狀況；系統會顯示：目前已有 6/10 人回覆。代表參與召

集成員共十人；已回覆者六人。

回報者 回報成員的名稱。(可重覆回報，所以名稱會重覆出現) 

回報狀況 該成員的回報內容。

完成度 N/A

修改時間 該成員的回報時間。

回上一頁 返回首頁。

啟動召集 點選即可啟動此次的召集，啟動後系統會寄送一封通知郵件給所有

參與此次召集與分享成員。

編輯 編輯召集內容。(僅提供內容、分享成員等事項供使用者編輯，參與

成員或時間等事項不提供編輯)

刪除 取消此次召集，取消後系統也會寄送一封通知郵件給所有參與此次

召集與分享成員。

檢視回覆狀況 有二種檢視方式：只看最新回覆狀況、檢視全部回覆狀況。可

隨時點擊切換觀看。

回上一頁 返回首頁。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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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回覆召集 

回覆召集(E-mail方式回覆)

 

當召集者新增好一個召集時，系統

會立即發送一封通知郵件給被召集

者。 

被召集者可看觀看召集內容並直接

做回覆動做。 (只要召集未被啟

動，皆可重覆回報召集狀況)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點選「回覆召集」系統即會另開一視窗；供使用者做召集的回覆，各回覆選項說

明如下： 

 

按鈕說明：  

專案歸類 此次召集所屬的專案。

起訖時間 召集的日期與時間。

名稱 召集的主旨。主旨後面有一個「 回覆召集」連結供使用者點選，

被召集者可直接點選來做回覆。(被召集者方可看到此連結，被分享

者則否)

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分享對象 所有參與此召集的成員與被分享觀看的成員。

參加：參加此次召集 

不參加：不參加此次召集 

其它：輸入其它回覆狀況 

 

(若是使用Outlook 等 client 端收信軟體

來收件，則系統會先跳出一登入視窗)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取消此動作並關閉視窗。



回覆召集(行事曆)

 

被召集者也可直在接行事曆裡進行

召集的回覆。 

 

在主畫面上事項前面若有一圖鈴小

圖示 閃動著，即代表該事項為

一召集事項。 

 

點選該召集事項即可進入觀看與回

覆召集事項。 

事項內容區： 

 

自訂欄位區： 

顯示自訂欄位內容。 

 

觀看回覆狀況區： 

 

回覆召集區： 

 

專案歸類 此次召集所屬的專案。

事項名稱 召集的主旨。

召集對象 參與此次召集的成員。

租借資源 此次召集所租借的資源。

起訖時間 召集的日期與時間。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分享對象 此召集事項的被分享成員。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召集進度 召集的回覆狀況；系統會顯示：目前已有 6/10 人回覆。代表參與召

集成員共十人；已回覆者六人。

回報者 回報成員的名稱。(可重覆回報，所以名稱會重覆出現) 

回報狀況 該成員的回報內容。

完成度 N/A

修改時間 該成員的回報時間。

回報狀況 提供三種回報選項：參加、不參加、其它(自行輸入)。 

只要召集未被啟動，被召集者皆可在此重覆回報召集狀況。



中間按鈕說明：  

 

下方按鈕說明：  

檢視回覆狀況 有二種檢視方式：只看最新回覆狀況、檢視全部回覆狀況。可

隨時點擊切換觀看。

回上一頁 返回首頁。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取消此動作並關閉視窗。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行事曆

一個比個人行事曆更強大的行事管理工具，整合您個人行程，上級主管的交

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員的行程。再加上事項的附加檔案功能，讓您在

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匯入 

匯入_匯入檔案

 
將Outlook 的行事曆匯入至Netask 
。

點選「匯入」功能後，可使用上傳的方式將Outlook 的行事曆事項匯入，系統格

式只接受*.csv 的格式，上傳後再按「確定」即可將行事曆匯入。匯入成功後，

會跳至選擇分享方式頁面。(匯入的事項需完成分享設定才能匯入成功) 

 

．若是屬於某一專案，專案名稱可在Outlook 裡的「類別」項目輸入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匯入_設定分享方式

 

檔案匯入成功後，系統會跳至此頁

面。(因為Outlook 裡每個事項所歸

屬的專案可能會與Netask 裡的專案

不同步，所以使用者可在此頁面調整任一事項所歸屬的專案)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分享方式 分有私人、全部成員、專案三種選項。 

選擇私人；該事項不會被其它成員看到，也不會被列入工作日誌

內。 

選擇全部成員；事項可分享給全組織成員觀看，不會被列入工作日

誌內。 

選擇任一專案；事項會被歸類至該專案並分享給該專案的成員觀

看，會被列入至工作日誌內。

事項名稱 匯入的事項名稱。

日期 事項的日期。

時間 事項的起訖時間。



按鈕說明：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重新匯入 回前一頁重新選擇匯入檔案。

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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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事曆 - 匯出

匯出檔案

 

將行事曆裡的事項匯出。匯出的檔

案可供匯入至Outlook，或是經由

Outlook 匯至使用者的PDA 裡。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選擇匯出項目 可選擇只匯出個人事項或是分享事項，也可一次匯出個人與分

享事項。

匯出日期範圍 選擇欲匯出事項的日期範圍。(匯出的檔案格式無法支援週期性

的事項；只有落在指定的範圍日期內才會被匯出成個別的事

項，而在日期圍範以外的事項將不會被匯出)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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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事曆 - 尋找

尋找

 
尋找的頁面共有三個選項供使用者

點選方便尋找到事項。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關鍵字 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

日期 選擇該事項的日期範圍，預設為「不限制」。

起訖時間 選擇該事項的起訖時間，預設為「不限制」。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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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的功能設定，分為「個人設定」與「自訂欄位」二種。 

 

第三章 行事曆 - 功能設定

個人設定

 

設定你常用的首頁呈現方式，以後

你登入時將會以你設定的方式呈

現。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行事曆首頁 選擇每次登入後呈現的方式，分有「日曆、週曆、月曆」三

種。(預設為週曆)

檢視事項 選擇每次登入時呈現的事項類別，分有「個人、個人+分享、

分享、檢視全部專案」四種類型。(預設為個人+分享)

公開行事曆網址 使用者的個人公開行事曆網址，非Netask 成員可藉由此網址

連結至你的公開行事曆觀看並預約行程。(此功能需管理人員

開啟才能運作) 

公開行事曆網址格式： 

http://nt.company.com.tw/public/cm/username  
nt.company.com.tw -->代表使用者登入 Netask 之網址 

username -->代表使用者登入 Netask 之帳號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自訂欄位(管理者可看)

 
可設定五組自訂欄位，供使用者輸

入。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顯示 被勾選的欄位才會被顯示在行事曆事項裡。(預設為「不勾選」狀態)



 

按鈕說明：  

欄位名稱 輸入自訂的欄位名稱。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行事曆

一個比個人行事曆更強大的行事管理工具，整合您個人行程，上級主管的交

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員的行程。再加上事項的附加檔案功能，讓您在

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公開行事曆_觀看 / 預約行程 

觀看公開行事曆

 

公開行事曆，主要提供給非 Netask 

成員來觀看Netask 成員的行事曆。 

管理者只要開啟「公開行事曆」的

功能，使用者即可擁有一公開行事

曆的畫面提供他人觀看並在此預約

使用者的行程。

點選以下連結即可進入該使用者的公開行事曆畫面： 

http://nt.company.com.tw/public/cm/username  
nt.company.com.tw -->代表使用者登入 Netask 之網址 

username -->代表使用者登入 Netask 之帳號  

公開行事曆之連結；可由「功能設定」頁取得。 

 

公開行事曆的畫面與Netask AP 裡的行事曆相同；會有三種方式呈現行事曆，

以標籤的方式表現，可直接點選，分別是「日曆、週曆、月曆」三種。(公開行

事曆僅提供個人事項與預約中事項的呈現，其它成員所分享或是召集中的事項則

不會呈現出來) 

 

不同屬性的事項在行事曆上的顯示方式會以前方小圖示來做區別，下方是不同屬

性事項顯示的範例，詳細說明如下： 

 

PM01:00- PM03:20 會場 DM 設計 

AM11:30- PM12:00 場地佈置最後討論  

 

重要性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很重要，則會有兩個星星 。若事項的重要性
為重要，則會有一個星星 。若為普通，則前方無任何圖示 。

事項屬性 事項的屬性以圖示來做分類，屬於個人事項： 、屬於預約中事
項： 。 

起迄時間 以完整的時間起始來表示，如 AM09:00-AM11:00。 

事項主題 不限字數，完整的將事項的主題秀出來。若使用者新增事項時選擇

不公開，則該事項不會出現在公開行事曆裡。若選擇為忙碌；則會

在此畫面以「忙碌」來呈現。 

點選主題；系統即會另開視窗供使用者檢視此事項的詳細內容。(以

忙碌顯示的事項不提供開啟觀看)



 

關於 「日曆、週曆、月曆」詳細說明請參照：功能說明。 

新增事項

 

預約事項的方式有二種，而這二種

都能達到預約事項的目的，分別

是： 

1. 點選每一個時間點，系統會自動
把該時段的時間預設進時間的起迄

內。 

2. 點選行事曆上的「新增」兩字連
結。 

點選後會進入一新增頁面。 

相關欄位說明如下：  

 

上方欄位說明：(填寫事項內容區) 

 

下方欄位說明：(填寫邀請者基本資料區) 

 

按鈕說明：  

事項名稱 輸入事項名稱，最多50 中文字。

日期 可直接使用系統預設的當日，或下拉變更日期。亦可點選右方的

「月曆」小圖示來選擇日期。

起訖時間 可勾選為整日活動或是選擇特定的開始與預計結束時間。分鐘的顯

示有00、15、30、45 等四種供選擇。  

重要性 有三個選項可選擇，分別是「很重要、重要、普通」 若事項的重要

性為很重要，則會有兩個星號 。若事項的重要性為重要，則會
有一個星號 。若為普通，則前方無星星符號。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限制為2000 個中文字)

公開： 設定此事項是否公開給其它外部成員觀看 

設定方式分有： 

顯示忙碌 (其他人只可以看到此時段忙碌，不可以看到其他資料) 

公開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事件及詳細資料)  

姓名： 邀請者姓名。(必填)

電子郵件： 邀請者電子郵件。(可不填寫，若有留下電子郵件；則使用者回覆

預約時，即可收到回覆郵件。若沒填寫；則不會收到。)

聯絡電話： 邀請者聯絡電話。(可不填寫)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關閉此視窗。



預約的事項不會立即加入被預約者的行事曆裡，系統會寄送一封信通知對方；待

對方將此事項加入後，即會出現在行事曆裡。

重設 回復為之前的狀態。

回目錄頁



Netask - 使用手冊_行事曆

一個比個人行事曆更強大的行事管理工具，整合您個人行程，上級主管的交

辦工作，及同步檢視其他成員的行程。再加上事項的附加檔案功能，讓您在

同一時間看到事項即可取得所需資料。 

 

 

第三章 行事曆 - 回覆預約

回覆預約_利用電子郵件直接回覆

 

當有人於公開行事曆裡，預約了你

的行程，系統會立即寄送一封通知

郵件。使用者可直接由電子郵件裡

觀看詳細預約內容並直接在此回覆

預約，也可進入Netask 的行事曆裡

觀看。  

 

詳細欄位說明如下： 

 

點選「回覆預約行程」系統即會另開一視窗；供使用者做預約的回覆，各回覆選

項說明如下： 

 

按鈕說明：  

(若是接受預約，則該預約決定後；立即變更為使用者的正式事項，若拒絕該預

約；系統會將該預約從行事曆裡消除)

起訖時間 此事項的開始與預計結束時間。 

顯示方式：2002/01/30 AM:10:00 -AM:11:30 

名稱 顯示該事項的名稱。名稱後面有一連結： 回覆預約行程，點選此

連結即可對此預約做回覆動作。

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內容下方會帶入預約邀請者的相關資料。

 

接受預約：接受；事項公開方式依預約者設定 

接受預約不公開：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不公開 

接受預約並公開：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公開 

接受預約但顯示忙碌：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忙

碌 

拒絕預約：不接受此預約 

 

(若使用 Outlook 等Client端收信軟體接收，則
系統會先跳出一登入視窗)

確定 確定執行此動作。

取消 不做任何動作，關閉此視窗。



回覆預約_進入行事曆做回覆

 

預約事項也可直接進行事曆做回

覆。 

在主畫面上事項前面若有一問號小

圖示 閃動著，即代表該事項為一

預約事項。點選該事項即可進入觀

看與回覆此事項。 

上方欄位說明：(事項內容區) 

 

下方欄位說明如下：(狀況回報區) 

 

預約決定：(下拉選擇) 

選擇好預約決定後，點選右側的「確定」按鈕即可完成回覆動作。(若是接受預

約，則該預約決定後；立即變更為使用者的正式事項，若拒絕該預約；系統會將

該預約從行事曆裡消除) 

 

專案歸類 該事項的專案歸類，預約事項；預設皆為私人專案。

事項名稱 顯示該事項的名稱，若為「很重要」或「重要」的事項，則於事

項名稱前會有星星小圖示表示。

起訖時間 此事項的開始與預計結束時間。 

顯示方式：2002/01/30 AM:10:00 -AM:11:30

事項內容 此事項的詳細內容。

分享對象 呈現出分享成員名單，並將成員名單於此欄位列出。 

附加檔案 使用者所附加的檔案。

預約人姓名 預約者姓名。

預約人e-mail 預約者電子郵件。

預約人電話 預約者電話。

回報者 此事項的回報者。

回報狀況 此事項的回報狀況 。

完成度 該事項的完成度。

修改時間 修改此事項回報狀況的時間。

畫面的右上方有一下拉選單，使用者可在此下拉選擇

是否接受預約，各回覆選項說明如下： 

接受預約：接受；事項公開方式依預約者設定 

接受預約不公開：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不公開 

接受預約並公開：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公開 

接受預約但顯示忙碌：接受；並將此事項設為忙碌 

拒絕預約：不接受此預約 



按鈕說明：  

回上一頁 不做任何動作，回上一頁。

回目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