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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pel 產品規格表

企業級專案即時通
團隊溝通、分享檔案、管理專案
最佳私有雲辦公平台

為何企業需要Teampel？

Teampel的核心價值

工作就是工作，但我們工作的方式隨著時代

1. 提高員工參與度

與科技演變。一直以來，讓全部人員都瞭解
狀況是不易的挑戰；而創造統合所有資訊的
安全辦公平台則更形艱鉅。時下整合通訊
(Unified Communications) 概念方興未艾，
改革團隊合作方式的呼聲日益增長，惜乎仰
賴免費聊天軟體或電子郵件的公司仍為多數
，未能進一步往現代化團隊邁進。

為杜絕使用社交聊天軟體或電子郵件的隱患
，例如效率不彰和資訊安全等問題，採用一
套聰明的全功能軟體乃是現下企業當務之急
，其不但提供即時通訊，更需要具備專案管
理以及安全性，方能改弦更張，提升整體競
爭力。

Teampel 的即時訊息功能包含一對一聊天、討論組、@標註符號
、螢幕擷圖與廣播訊息等。不但可加深成員間互動，更可強化團隊
內部連結。
2.加強團隊執行力

還在反覆檢閱一長串電子郵件，嘗試瞭解情況嗎？ 讓Teampel來幫
助您快速追蹤專案/任務進度，促進工作透明化，進一步提升效率
以及決策速度。
3. 促進即時反應率

任憑是電腦、平板或手機，Teampel串聯團隊成員為一體，隨時更
新最即時的資訊，以完善溝通推動工作進行。
4. 鞏固數據自主權

「數據自主權」是Teampel最大特色之一。您能夠架設於私有伺服
器，或是例如AWS這類的公有雲服務。公有雲的優點在於成本易於
估計，且不須負擔採購硬體的費用；另一方面，具規模的企業則偏
好以私有雲維護資訊安全和提高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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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

簡易安裝
與設定
資訊安全

Teampel 產品規格表

計畫

執行

即時通訊

專案管理
品質

私有辦公雲四大要素

資訊安全

安裝與設定

私有雲使內部數據不外流，是
重視資安的企業首選。
Teampel能安裝在私有的企業
伺服器上，讓您100%掌握內部
產生的所有資訊，降低公私網
路環境混雜帶來的資安風險。

您的時間應該放在工作上，
不是繁瑣地安裝與設定軟體
。Teampel 簡易的安裝和設
定能幫助團隊在短時間完成
部署，其內建管理介面更擁
有諸多功能，包括建立組織
架構、設定成員權限，並且
自動與Active Directory同步
使用者帳號。

即時通訊

專案管理

打字傳訊息已融入大眾生活，
而緩慢的電子郵件則逐漸過時
。Teampel的即時訊息功能不
專只為企業內部通訊所量身打
造，更可與外部系統整合，搖
身一變為自動提醒機制。例如
當生產線停擺時，Teampel即
會立即傳送警示訊息給相關人
員以利迅速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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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資訊與透明度是高效團
隊的重要指標。Teampel的
專案功能通常由工作上相關
的人員組成，且能用以分享
檔案、交換意見、更新任務
進度， 任何資訊只對成員公
開。無論是內部員工、外部
訪客均可迅速掌握情況，明
瞭不同優先級別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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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即時通訊

專案管理

安裝與設定

TEAMPEL的作用為何？
建立一個對話或討論組來交換意見、檔案/資料夾以及資訊，讓每位
成員都瞭解狀況，知所進退。
支援VoIP網路語音通話功能，使企業內部溝通更加流暢。
透過與外部系統整合，自動產生訊息並傳送給指定的成員。
建立投票活動或廣播訊息，提升成員的團隊參與度。
使用@標註符號來提示成員立即至某個討論組或專案查看動態。
建立一個所有資訊與檔案皆井然有序的專案，並輕鬆地追蹤進度、動
態和歷史訊息。
同步傳送電子郵件為任務提醒，即刻掌握結案日期。
支援直接匯入及匯出多項專案與任務為CSV檔案。
以下列模式檢視任務狀態及進度：清單、甘特圖、行事曆、報表。
使用篩選器進一步整理任務並瞭解所有待辦事項。
利用全文檢索搜尋所有的對話、專案、討論組、檔案與任務，讓重要
資訊無所遁形。
Teampel可自動與Active Directory同步使用者帳號，加快導入速度。
為每位成員個別設定權限，完善組織內部規範。
企業可決定是否架設Teampel於AWS、Google雲端平台、或是微軟
Azure等公有雲服務上。
提供整合用API說明文件，讓企業能夠自行整合Teampel和外部系統。
例如根據特定條件傳送即時訊息、廣播、或是建立專案與任務。

Teampel是企業用即時通訊與專案管理方案，
同時支援Windows、Linux、MacOS、iOS與
Android五大平台，無論身在辦公室或出門在外
都不會失聯。除此之外，您還可以自行選擇資
訊存儲位置，實現企業數據自有、自治、自享
的理念。無論組織大小、成員分布狀況如何，
所有使用者皆透過專案、任務與對話緊密結依
，渾如一體。
利用Teampel豐富的功能，工作事半功倍不再
是夢想。除了徹底掌握內部資訊流外，無論是
訊息、任務進度、備註、動態、歷史資訊皆可
追蹤與搜尋。立即嘗試看看，揭開企業雲端辦
公的新篇章！

整合TEAMPEL發揮綜效
Teampel可以與外部系統整合，發揮更大的作
用。舉例來說，您能夠在ERP系統內設下特定的
條件，像是產線停擺或是存貨不足，一旦符合
就瞬間透過Teampel傳出即時訊息給相關人員
。同樣的方式也能用來建立專案與任務，以最
短時間成立應變小組來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

資訊安全

於企業內部伺服器架設Teampel，建立和網際網路隔絕的內網平台，
大幅降低受網路攻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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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pel 功能比較表
電腦版

功能

(Windows/Mac)

手機版

(iOS/Android)

電腦版

功能

(Windows/Mac)

即時溝通

專案管理

傳送及回應訊息

建立及編輯任務、子任務及前導任務

變更大頭照

新增及刪除專案成員及管理員

傳送離線訊息

引用備註或檔案

顯示訊息讀取狀態

檢視任務動態及備註紀錄

上傳、下載、開啟及轉寄文件及資料夾

匯出及匯入任務或專案

儲存圖片為表情

關鍵字搜尋對話紀錄、任務及檔案

一對一或討論組聊天

任務標籤管理

訊息中開啟URL連結

儲存甘特圖為影像

螢幕擷圖並新增標記或說明

檢視任務進度 (清單、甘特圖、行事曆、報表)

@符號提醒成員讀取訊息

設定任務提醒及優先順序

共享螢幕進行遠端控制

傳送電子郵件提醒任務

投票

設定任務里程碑

廣播公告

自訂篩選器

引用專案文件、任務及備註至對話

管理專案(建立、複製、移動及關閉)

轉傳訊息至聊天、專案或特定聯絡人
內建行事曆

上傳、下載、重新命名、移動、
轉寄及引用專案文件

拼字檢查

檢視專案文件(清單或縮圖)

忙碌或不在位子上時可自動回覆訊息

專案檢視(卡片、清單及甘特圖)

設定顯示字型、顏色及大小

隱藏專案中的動態訊息

分享地點

建立個人備註

按對話類型排列

後台設定

匯出對話紀錄

同步Active Directory使用者帳號

語音通話

管理/匯出部門與成員清單

SIP 帳號登入及登出

傳送自動更新通知訊息

安全控管

設定訪客帳號及成員權限

數據傳輸均經過128位元加密以保障資訊安全

關閉專案及更換專案負責人

自主選擇架設於企業伺服器或公有雲服務

定期清除已刪除的項目

Teampel免費版

用戶端支援：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伺服器端支援：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XP,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08,
語言：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韓文

Teampel用戶端

支援的系統：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Mac OS X (10.8+)
語言：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韓文

Teampel伺服器端(需要啟動)

支援的系統：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08, Linux CentOS 6
管理介面支援的瀏覽器：IE7+, Chrome, Firefox, Safari
語言：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韓文

關於棣南
棣南公司於1989年成立。創業初期，我們專注研發電子出版與列印方案，並在4年後轉而投入開發PDF技術。於2005年，有感於眾多企業客戶的需求，公司建
立了一支新團隊並開始研發企業協作軟體。多年之後，Teampel現在已是個聰明、精實的解決方案，為廣大的公司與組織使用，而他們都有個共通點：希望
以低資源、低成本在短時間內大幅提升團隊合作效率。現在就讓我們一同擁抱TP，改善團隊溝通的效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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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

清單

硬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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