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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2.0 時代，企業搜尋應用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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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2.0 時代，企業搜尋應用與創新MailCloud AEP 共編模組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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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限制哪些IP
能連到共編系統

• 減少資料外洩的風險

• 有相關問題與需求
可與廠商直接聯繫

內部共編系統對公司的好處

管控度高
提升效率
與便利性

省錢

• 透過任一電腦編輯
線上檔案，增加便利性

• 可多人共編同份檔案

提升工作效率

• 主推ODF格式，
逐步取代昂貴的Office



3何時會用到共編系統

• 主管會議時 … 各大部門底下的各個主管需要共同產出一份簡報，透過共
編系統即可同時作業。

• 業務們在會議上報告案件與客戶資訊，可透過共同的試算表編輯內容，方
便主管確認各個案件狀況

• 公司內跨部門的專案計畫，可透過檔案系統與共編系統更方便檔案的傳遞
與編輯。

• Work From Home (WFH)時，企業內部人員可連線上系統共同編輯文件。

• …. 等等



4部分取代 MS Office 需求
• 隨時隨地、只要有瀏覽器就能編輯 Office 及 ODF 文件

• 完整支援 doc、docx (Word)，xls、xlsx (Excel) 及 ppt、pptx (PowerPoint) 
以及對應的 odt (文件)、ods (表格) 及 odp (簡報) 等ODF 格式

• 編輯、修改 ODF 可完美支援，尤其是中文呈現、中文輸入法的
相容性比其它開源 Office 方案更好

• 符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
屬於國發會推薦之 ODF 工具之一：
https://www.ndc.gov.tw/cp.aspx?n=32A75A78342B669D&s=8A37790D6B4F8EB1

https://www.ndc.gov.tw/cp.aspx?n=32A75A78342B669D&s=8A37790D6B4F8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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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P 共編模組 功能介紹

1. 共編 – 瀏覽器畫面 (p.6)

2. 共編 – 手機畫面 (p.7)

3. 編輯文件 (p.8, p.9)

4. 編輯試算表 (p.10, p.11)

5. 編輯簡報 (p.12)



6透過瀏覽器開啟共編

線上編輯檔案 多人同時編輯檔案

返回索引頁



7透過手機開啟共編

手機編輯檔案

返回索引頁



8編輯功能完整、符合使用習慣

包含：圖、文、表格編輯、格式指定、拼字檢查、字數統計…等

內建標楷體

支援表格

圖文並排

內建多種文字格式

支援拼字檢查

支援字數統計



9支援追蹤修訂，並可便利管理
註解與修訂相關功能完善

支援註解

支援追蹤修訂

清楚列出修訂內容
並可依照作者、時間、動作篩選
讓管理更加便利

返回索引頁



10試算表常用功能應有盡有

支援文字格式、表格邊框、公式、儲存格格式、常用圖表…等等功能

支援公式

支援貨幣、數字
、日期等格式

支援長條圖、圓
餅圖等常用圖表



11更多試算表常用功能

支援驗證項目、小計、插入圖片、合併儲存格….等等功能

支援清單
支援小計

支援插入圖片

返回索引頁



12支援常用簡報功能

支援圖表支援表格

內建
多種樣式

投影片的播放、新增、複製、刪除

支援註解

返回索引頁



13共編系統 - 功能面比較

• 國發會 ODF 工具，為晟鑫科技開發之「開源」版本

• ArkEase Pro 整合之 AEP 共編 (CloudOffice)模組同樣是與晟鑫科技合作
開發，屬於「商用」版本。晟鑫科技官網有提供兩者比較：
https://www.ossii.com.tw/product/online/compareproducts

https://www.ossii.com.tw/product/online/compareproducts


14共編系統 – Writer 常用功能比較

OxOffice Online 開源版本 AEP 共編

復原/重做/修復

剪下/複製/貼上 不包含選擇性貼上

前往頁面
(大檔時方便跳轉)

追蹤修訂

註解管理

內文邊界/表格邊框/圖
片與圖表

段落樣式/字元樣式/清
單樣式

支援功能較少

合併表格/保護儲存格

拼字檢查/字數統計/自
動校正

Writer為 LibreOffice 及其衍生的 OxOffice的文件編輯工具，提供與微軟Word 相容功能



15共編系統 – Calc常用功能比較

OxOffice Online 開源版本 AEP共編

全螢幕/拉近/拉遠

一般/分頁符 檢視模式

網格與輔助線

插入
電腦圖片/圖表/形狀

支援功能較少

插入函式

插入超連結、特殊字元

字元/段落/列印範圍 支援功能較少

工作表相關操作：插入
/刪除/隱藏/顯示…等等

支援功能較少

計算/小計/多重計算/合
併計算

Calc為 LibreOffice 及其衍生的 OxOffice的試算表編輯工具，提供與微軟 Excel 相容功能



16共編系統 – Impress常用功能比較

OxOffice Online 開源版本 AEP共編

項目符號與編號

投影片母片

投影片碼

插入
電腦圖片/圖表/形狀

支援功能較少

項目符號與編號

全螢幕投影

新增/刪除/再製投影片

移動/瀏覽投影片

版面配置

Impress為 LibreOffice 及其衍生的 OxOffice的簡報編輯工具，提供與微軟 PowerPoint 相容功能



17共編系統 – 維運比較

OxOffice Online 開源版本 ArkEase Pro共編

系統整合
需另外與檔案系統整合，有額外客製費用 已整合ArkEase Pro

系統穩定度
無專門在修正問題的團隊，無人修復問題，若
有更新也需管理者自行處理，風險高

產品與資安風險問題會被修正，並能協助安裝更
新版本

產品維護
沒有保證 可與廠商協商維護年數，並於維護範圍內協助處

理問題

問題回報
無人協助排解問題 隨時可回報問題與回饋至指定窗口，有專人回覆

客製功能
無法客製 可另議其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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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mail：sales@openfind.com URL ： www.openfind.com

mailto:sales@openfi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