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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這份簡報的用意

G Suite 教育版已換上新的名稱和標誌，現在全面改稱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本文件可協助您：

● 瞭解異動詳情

● 在貴機構準備就緒時，更新原本採用 G Suite 教育版名稱和標誌的

網路資源與附屬資料

● 將相關異動告知學生、教職員和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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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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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嶄新的名稱和圖示，依舊實用的工具

G Suite 教育版現已改稱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雖然產品名稱所有改變，我們仍秉持一貫的理念，致力為貴校社群成員提供簡單易用的靈活工具，以提

升協作效率、加強班級管理，並打造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貴校慣用的 Google Classroom、文件、簡報和表單等應用程式皆保留既有的功能，日後我們將持續

推出新功能，協助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進行教學及協同合作。

除了改名之外，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和 Gmail、日曆、雲端硬碟和 Meet 等部分 
Google 工具也換上新的外觀設計及圖示。 

最後，將於今年 4 月推出的全新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版本同樣值得關注，每個版本

均提供針對教育機構提供專為特定需求所設計的功能。 

異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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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

下方左側為原本的 G Suite 教育版標誌，右側則為全新的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

異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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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產品圖示

異動詳情

下方左側為原本的 G Suite 教育版產品圖示，右側則為全新的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產品圖示。

如要下載新的產品圖示，請按這裡。

管理控制台

日曆

文件

雲端硬碟

表單

Gmail

Keep

Meet
內容協作工具*

作業**

Jamboard**

Classroom**

*這個圖示是用於表示  Google 文件、表單、Keep、試算表、協作平台和簡報，並未取代個別 產品的圖示。
**這些圖示沒有改變。

試算表

協作平台

簡報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google-workspace-for-education-product-icons.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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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版本

異動詳情

自 4 月起，我們將推出四種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版本，方便您選擇最符合貴機構需求的產品： 

如要進一步瞭解全新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版本，請按這裡。

Education Fundamentals Fundamentals 版本原稱為 G Suite 教育版，這是一套容易使用的免費工具，提供既安全又有彈
性的基本功能，讓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協作、學習及管理課程。

新推出

Education Standard 
Education Standard 版本包含提升數位學習環境安全所需的瀏覽、分析及控管功能，
可讓學校主動強化防護措施。

新推出

Teaching and Learning Upgrade 
為協助教育工作者進一步發揮教學影響力，Teaching and Learning Upgrade 提供了可增
進視訊溝通體驗及提升課堂教學豐富度的功能，以及能夠鼓勵批判性思考與促進學術誠
信的工具。

Education Plus Education Plus 版本原稱為 G Suite Enterprise 教育版，提供可保障學生安全的主動式防護功
能，以及能夠深化學習體驗的進階通訊與協作工具，有助於推動全方位數位轉型。

http://edu.google.com/products/workspace-fo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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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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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和圖示

以下幾張投影片含有全新標誌和圖示的下載連結。此外，我們還提供了使用規範，

並在檢查清單中列出建議更新的地方，方便您即時更新網路資源、社群媒體、

通知訊息、其他相關內容和附屬資料，同時呈現賞心悅目的成果。 

更新相關內容可讓社群成員瞭解課堂中使用的工具和應用程式，並確保通知訊息清楚易

懂，而且與網路上的其他資訊一致。新的名稱和標誌已正式推出，因此您準備就緒後即可

著手更新各項內容。 

內容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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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和使用規範

內容更新

在深色背景上可使用這個次要標誌。盡可能使用這個主要標誌。 在淺色背景上可使用這個次要標誌。

標誌用途 (包括但不限於)：
● 數位內容 (網站、社群媒體、教師認證、學校/學區內部網路等等) 
● 印刷品 (講義、新手上路/培訓資料、單頁參考資源文件、印有抬頭的範本等等)
●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範本、簽名檔等等)

如要下載標誌，請按這裡。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google-workspace-for-education-logos.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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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和使用規範

內容更新

對於有關多種教育產品的內容 (例如同時提及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和 Chromebook 的培訓簡報)，請使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

如要下載標誌，請按這裡。

盡可能使用這個主要標誌。 在深色背景上可使用這個次要標誌。在淺色背景上可使用這個次要標誌。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google-workspace-for-education-logos.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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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更新

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時應避免的行為 

為確保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維持一致且易於辨識，以下列舉使用這類標誌時應避免的幾項行為。

請勿在深色背景上使用深色
標誌。

請勿變更標誌或圖示中
的顏色。

請勿調整鎖定圖文標誌或疊圖標
誌中個別元素的大小。

請勿使用主要的彩色文字商標
搭配顏色不協調的背景。

請勿將標誌放在相片上。 請勿將標誌放在有圖案的背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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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附近加入

其他代表版本的文字，自行製

作鎖定圖文標誌。

請勿混用圖示和標誌。 請勿添加投射陰影、斜面或文

字筆觸等效果。

請勿扭曲、傾斜、彎折、旋轉標

誌，或變更標誌的形狀。

請勿將標誌中的文字堆疊成垂

直排列。

Enterprise Plus

內容更新

使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時應避免的行為 

為確保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維持一致且易於辨識，以下列舉使用這類標誌時應避免的幾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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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時應避免的行為 

為確保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維持一致且易於辨識，以下列舉使用這類標誌時應避免的幾項行為。

內容更新

請勿旋轉、修改鎖定圖文標誌，或變更這
類標誌的顏色。 

請勿將鎖定圖文標誌放在雜亂的圖
像上。 

請勿在鎖定圖文標誌的透明區域中
加入圖像。

請勿將鎖定圖文標誌調整成與整體空
間相比太小或太大的尺寸。

請勿在黑色調最高占整體範圍 6% - 
99% 的背景上使用全彩鎖定圖文標
誌。 

請勿在文案中使用鎖定圖文標誌，這
種情況下應該以文字輸入 Google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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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動畫和使用規範

內容更新

這個 GIF 強化了各項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產品之間完美搭配的意象，可加入網站、影片和其他附

屬資料中，呈現具專業質感的生動效果。

這部影片是左側 GIF 的 MP4 格式版本，可剪接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相關影片的結尾。 

如要下載動畫，請按這裡。

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google-workspace-for-education-logos.zip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m23sZQ1jhEB8rWWXiiCg6X2Gs9invJeP/preview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m23sZQ1jhEB8rWWXiiCg6X2Gs9invJeP/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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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產品圖示的鎖定圖文標誌

內容更新

為確保標誌維持一致，並以最易於辨識的方式呈現，請勿堆疊

標誌，或變更產品圖示的順序。 
當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顯得累贅或不適合使用

時，請務必改用這個 5 大產品圖示的鎖定圖文標誌，同時確保此鎖定

圖文標誌與其他文字/標誌之間有足夠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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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品牌

內容更新

請勿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標誌表示合作夥

伴關係，同時避免讓其中一個品牌或機構看起來比較顯眼。

展示合作夥伴或合作品牌的鎖定圖文標誌時，請務必使用 
Google for Education 標誌，並確保各個標誌在視覺上保持

平衡，讓雙方的品牌或機構看起來同樣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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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Google 產品 

內容更新

正確名稱 錯誤名稱

Gmail GMail
Google 的郵件

Google 雲端硬碟 (或簡稱「雲端硬碟」) GDrives
Google 的雲端硬碟

Google 或 Google Workspace 的協作內容製作工具 
(例如 Google 文件、簡報和試算表等等)

編輯器
文件

Google Meet Meets
Google Meets
Google 的 Google Meet
Google 的 Meet
Google Hangouts Meet

Google 日曆 (或簡稱「日曆」) Google 的日曆
行事曆
GCal 或 G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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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Google 產品 (續)

內容更新

正確名稱 錯誤名稱

Google 文件 (或簡稱「文件」) Google 文檔
GDocs

Google 協作平台 (或簡稱「協作平台」) Google 的協作平台
GSites

Google 表單 (或簡稱「表單」) Google 的表單
GForms

Google Keep Google 的 Keep
Keep (省略 Google)

Google 試算表 (或簡稱「試算表」) Google 的試算表
GSheets

管理控制台/Google Workspace 管理控制台 Google 管理控制台

Google Voice (或簡稱 Voice) 語音電話
Google 的 Voice

Google Chat (或簡稱 Chat) Chats
Google Chats
Google 的 Google Chat
Google 的 Chat
Google Hangouts Chat 
G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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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素材資源與內容：檢查清單

透過這份檢查清單，您可以找出目前可能提及 G Suite 教育版或使用舊有標誌/圖示的地方。請將以下內容視為初步的參考依據，貴校或許也會需要修改此

清單未列出的地方。

內容更新

線上

❏ 網站頁首和/或頁尾

❏ 科技或技術資源網頁

❏ 學校或學區的內部網路

❏ 數位形式的培訓或新手上路資源

❏ 簡介網頁

❏ 社群媒體網頁

❏ 教師認證網頁 (包括 LinkedIn)

❏ 提及 G Suite 的網址和/或中繼資料

❏ 網站小圖示

❏ 培訓資料中的螢幕截圖

電子郵件 

❏ 電子郵件範本

❏ 簽名檔

附屬紙本資料

❏ 培訓文件和/或新手上路文件

❏ 提供給學生、監護人或老師的單頁技術文件

❏ 印有抬頭的範本，或其他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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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相關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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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異動告知社群成員

以下幾張投影片可協助您更輕鬆地將相關異動告知社群成員。 

我們提供兩種電子郵件範本，其中一種適合寄給教職員與志工，另一種則可用於聯繫家長及監

護人。請視需要修改電子郵件內容。

最重要的通知事項是，即使 G Suite 教育版的名稱和標誌有所異動，學生和老師仍可繼續存取

目前已在課堂中使用的 Google 工具，這些工具的功能也不會改變。 

此外，我們還提供了一些關於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品牌重塑事宜的常見問題和

解答。

告知相關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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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範本

向教職員與志工告知最新資訊

向家長及監護人告知最新資訊

告知相關異動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VioR9ZgJPfmosPJ1e8JjVIMVOQp9bmneITOrJaFGHs/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YLDNJ2iBgiCV-o7FydLKI7l4vjLO5koidBRlu7dvSI/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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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01

02

03

04

05

*以上解答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機構

Google Classroom、文件、試算表、簡報、 Meet 和表單等工具的功能或使用者介面是否會改變？

否，這些工具的功能和介面都不會改變。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是否還會免費提供給學校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Fundamentals (原稱為  G Suite 教育版) 仍會免費提供給符合資格的學校使用。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是否會繼續收到更新及加入新功能？  
是的，Google 仍會致力為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打造符合特定需求的 產品。 

哪裡可以取得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產品的最新資訊？

歡迎追蹤我們的  Twitter 帳戶、訂閱電子報，並參閱 Google 網誌。 

我是否還可以使用  Classroom 和 Meet 等工具？

當然可以！教育工作者、學生和管理員皆可繼續使用  Google 提供的各項工具，包括  Classroom、作業、Gmail、
日曆、雲端硬碟、文件、試算表、簡報和  Meet 等等。 

我想進一步瞭解全新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版本，哪裡可以找到更多資訊？

詳情請造訪  edu.google.com/products/workspace-for-education。 06

告知相關異動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34628?hl=zh-Hant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34628?hl=zh-Hant
https://twitter.com/GoogleForEdu?ref_src=twsrc%5Egoogle%7Ctwcamp%5Eserp%7Ctwgr%5Eauthor
https://edu.google.com/intl/zh-TW/newsletter/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education/
http://edu.google.com/products/workspace-for-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