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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 ArcGIS Online 

我們很高興您決定在您的組織中開始使用 ArcGIS Online。 如果您只有少許或完全未體驗

過 GIS，則完全沒問題；現在是開始使用 Esri 的雲端型製圖和分析軟體的好時機。 ArcGIS 

Online 能讓您連繫人員、位置和資料。 建立互動式地圖以視覺化和探索您的資料。 強大

的分析工具能幫助您探索和精細化資料的故事。 分享吸引人的地圖來敘說資料的故事和

影響變化。 

設定 ArcGIS Online 設定之前執行一些快速上手教學課程，將協助您瞭解製圖與分析的基

礎知識。 

教學課程將告訴您如何執行下列動作： 

 探索地圖。 看看哪些人離開、他們前往何處，以及誰在哈維颶風過後仍停留當

地。[10 分鐘] 

 ArcGIS Online 入門。 建立與分享為即將來襲的颶風所準備的疏散地圖。[45 分鐘] 

 分享地圖。 分享您的娛樂設施地圖。[20 分鐘] 

 製作步行時間地圖。 使用空間分析來瞭解能在 20 分鐘內步行到的地點。[15 分鐘] 

 建立場景。 製作 3D 場景以圖示市議會計劃。[20 分鐘] 

開始製圖和分析練習 

  

https://learn.arcgis.com/en/paths/try-arcgis-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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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動您的訂閱 

購買 ArcGIS Online 訂閱時，您可以為您的組織配置有意義的網站。 例如，您可以設定安

全性和分享原則；根據成員的工作需求，將權限和點數指派給這些成員；以及配置首頁和

圖庫來反映您的品牌。 您也可以整合您組織的身份管理系統。 

主元件 

ArcGIS Online 訂閱包含下列主元件： 

首頁 - 您的許多網站訪客會對您的首頁留下初步印象。 包含吸引人的橫幅和您自己的標

誌、配備您最好的地圖和應用程式，並提供描述、連結或資源來協助訪客充分利用您的網

站.  

群組 - 群組是根據特定的專案、工作流程和倡議來組織您的成員和內容的一種方式。 您可

以根據您的組織結構，設定群組來允許其存取特定的項目。群組還可以在其他組織的成員

之間進行協同作業。  

成員 - 邀請使用者加入或直接新增使用者，將新的使用者新增至 ArcGIS Online。 您可以批

次新增成員，或一次新增一個。 您可以設定他們的帳號、讓他們建立自己的帳號，或使

用您現有組織的特定登入系統。 

內容 - 您的 ArcGIS Online 內容包含地圖、應用程式和圖層。 它也提供資源，能讓您有效

儲存、分類、編輯和分享您已建立的內容。 

這些主要元件藉助協同作業，建構滿足您組織需求的 ArcGIS Online 體驗。  

 

提示 

第一次設定 ArcGIS Online 時需要決定下列事項： 

ArcGIS Online 網站的名稱 - 首頁的橫幅中所顯示的組織名稱。 您應該選擇不同和精確的

名稱來代表您的組織，或 ArcGIS Online 網站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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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 ArcGIS Online 網站的 URL 連結中所顯示的簡稱（例如，sample-org-

name.maps.arcgis.com）。 仔細考量想要使用的名稱。 您可以稍後變更它，但您可能需

要手動更新部分內容的 URL。 

管理聯絡人 - 考慮將一些管理員作為聯絡點。 這些管理員及其電子郵件位址是列在當成員

請求重設密碼、協助處理其使用者名稱、修改其帳號，或將點數配置給其帳號的任何相關

問題時，從 ArcGIS Online 自動傳送的電子郵件中。 聯絡人也會取得訂閱的相關電子郵件

通知。  

瞭解如何啟動您的訂閱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activate-subscrip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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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您的首頁 

從配置 ArcGIS Online 以符合您的組織需求著手。 例如，您可以指定哪些成員可以搜尋和

分享組織外部的內容。 有些設定已作為訂閱啟用的一部分，例如設定組織的 URL。 開始

使用時，將重點放在首頁的外觀和網站的安全性設定。 

自訂外觀 

思量您的品牌，及如何在您的網站以最佳的方式彰顯品牌。 以下是建立有效首頁的一些

建議： 

 製作具有專業外觀及結構完整的首頁。 使用自訂的橫幅和標誌，並提供網站功

能的相關資訊。 

 將您的最佳地圖和應用程式作為特色內容，在您的首頁上展示。  

瞭解如何設定您的首頁 

安全性注意事項 

ArcGIS Online 是一個安全、可靠和靈活的網站。 您可以針對您的組織配置有意義的隱私

權和安全性控制項。 例如，您可以配置密碼政策，包含密碼長度、複雜性和歷史需求。 

您可以選擇允許成員在組織外部分享內容，或只允許在組織內部分享。 您還可以設定組

織的特定登入和多重身份認證。 

我們建議您只允許透過 HTTPS 存取 ArcGIS Online、資料和其他所有資產。 這有助於保護

您的資訊。 

瞭解如何設定您的安全性原則 

如需安全性、隱私權和合規性的其他詳細資訊，您還可以檢閱 ArcGIS 信任中心。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configure-home.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configure-security.htm
https://doc.arcgis.com/en/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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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群組 

您可以利用群組來建立組織的結構，以及組織要與組織成員和大眾分享的項目。 可建立

僅透過邀請加入的私有群組，或者對所有人開放的公開群組。 只要稍做規劃，就可以將

群組作為工具來支援工作流程，並確定與所要的對象分享完成的內容。 例如，您可以為

專案的相關項目建立工作群組和廣播群組。 工作群組可以是分享進行中工作所使用的私

有群組。 廣播群組可以是與每個人分享完成的內容時所使用的公開群組。 

您也可以使用群組在首頁和圖庫上突出內容，並為底圖和應用程式樣板構建自訂圖庫。 

藉由設定組織時建立群組，即可在新增成員和內容時將其組織到群組中。 

瞭解如何建立群組 

分散式協同作業 

分散式協同作業使用連線到工作空間的群組，在 ArcGIS Online 與 ArcGIS Enterprise 之間分

享內容，它是您在本機基礎架構或雲端中部署的 Esri 多樣化製圖和分析平台。 協同作業

能讓參與者分享地圖和資料。 會根據內容來源組織的分享設定來分享內容。  

瞭解如何建立協同作業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share-maps/create-group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create-a-collabor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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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成員 

ArcGIS Online 具備靈活的系統，能將成員新增至您的組織。 您可以自動新增成員，或邀

請他們加入您的組織。 可以一次新增和邀請一個成員，也可以上傳檔案並批量新增和邀

請成員。 您可以啟用現有組織的特定登入系統、設定您自己的成員帳號，或讓成員建立

其本身的帳號。 在邀請程序中，也會指定使用者類型和角色，並將成員指派到您已建立

的群組。  

瞭解如何新增成員 

最佳實務 

以下是新增成員的一些最佳實務。 可在邀請程序的過程中完成大部分工作。 

 配置組織特定登入 - 如果使用 Okta 或 G Suite 等組織特定登入系統，請使用其 

SAML 或 OpenID Connect 登入來新增成員。 這能讓成員使用其現有登入而非建

立新 ArcGIS 帳號，以登入 ArcGIS Online。 

瞭解如何配置登入 

 指派使用者類型 - 使用者類型決定了您可以將哪些權限和應用程式授與成員。 

有許多符合您的團隊之運作方式的使用者類型。 根據成員的需要和需求來指派

使用者類型。 例如，Creator 可存取 ArcGIS Online 中的所有功能和大部分應用

程式，而 Viewer 只能檢視已與其分享的項目，並可存取小型的應用程式集。 

深入瞭解使用者類型 

 選擇角色 - 考量每一個成員需要的權限。 您可以透過預設角色指派權限，也可

以根據要該角色擁有的特定權限來建立自訂角色。 每個訂閱必須至少有一個管

理員。 

瞭解如何配置自訂角色 

 將成員自動新增至群組 - 指定要成員加入的群組。 系統會自動新增成員，而不

需要請求成員資格或接受邀請。 

瞭解如何將成員新增至群組 

 配置點數預算 - 您可以設定成員可使用於交易式服務和工具（例如 

geoenrichment 和空間分析）的指定點數，以管理成員點數的使用情況。 

瞭解如何配置點數預算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invite-user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configure-security.htm#ESRI_SECTION1_7309D2404B79434589AEA9BEDF3120A8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roles.htm#USER_TYPES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configure-role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share-maps/own-groups.htm#ESRI_SECTION1_D7599325DDF54503B8F4E1134E7487DC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manage-members.htm#ESRI_SECTION1_E36DC11579664B8C88DE0C69F51692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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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Esri 存取權 - 為需要使用其他 Web 資源（如支援、培訓和論壇）的成員，

或管理來自 Esri 的電子郵件通訊的成員，啟用 Esri 存取權。 

瞭解如何啟用 Esri 存取權 

 管理附加元件授權 - 每一種個使用者類型皆包含特定應用程式和應用程式套件

組合的存取權。 可視需要將未隨附指派的使用者類型的應用程式，授權和指派

給特定的成員以作為附加元件授權。 

瞭解如何管理授權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manage-members.htm#ESRI_SECTION1_7CE845E428034AE8A40EF8C1085E2A23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manage-licens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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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立內容 

ArcGIS Online 包含建立和分享地圖、場景、應用程式、筆記本和圖層所需要的所有工

具。 您可以新增現有的內容（例如試算表和 ArcGIS Server 服務）和建立新內容（例如地

圖、應用程式和託管的 Web 圖層）。  

思考將如何使用您的內容，並進行最佳化以獲得最佳體驗。 例如，使用適合的透明度、

比例範圍和標籤來精細化圖層；在您的地圖中配置快顯視窗；並使用不同的存取和編輯屬

性，為圖徵圖層建立多個視圖。  

加入完整的詳細資訊以輕鬆尋找和使用項目。 若要將項目提升為可靠項目並在搜索結果

中調升其位置，請將該項目指定為授權。 為您的組織和群組設定內容類別以輕鬆找到內

容。 

提示 

 只要結合底圖與您的資料，即可輕鬆建立地圖。 您可以套用智慧預設值來快速

設定地圖樣式。 

瞭解如何建立地圖 

 ArcGIS Online 包含廣泛的樣板和 widget，可協助您建立所要的 Web 應用程式。 

瞭解如何建立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數個樣板中選擇以建立圖層，以便在地圖和應用程式中使用該圖層以

收集資料。 

瞭解如何建立圖徵圖層 

 儲存內容或將內容新增至 ArcGIS Online 時，會將其儲存為「我的內容」中的項

目，您可在其中搜尋所有項目，或按項目類型和日期等篩選器加以瀏覽。 

瞭解如何新增項目 

 所有內容都有一個提供了其他詳細資訊的相關項目頁面。 您也可以修改項目設

定和存取更多選項，以便與項目進行互動。 

瞭解如何使用項目頁面 

 您可以使用內容類別來組織群組內容和跨組織的內容。 

瞭解如何設定內容類別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get-started/get-started-with-map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get-started/get-started-with-app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manage-data/publish-features.htm#ESRI_SECTION1_809F1266856546EF9E6D2CEF3816FD7D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manage-data/add-item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manage-data/item-detail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manage-items.htm#ESRI_SECTION1_6EE6EAA55E494C0A9E8391555E7D54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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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內容後，您可與群組、組織或所有人分享該內容。 

瞭解如何分享內容 

 如果您的地圖被社交媒體選中，且有成千上萬名使用者同時檢視，您會希望地

圖可儘速載入。 

瞭解如何針對高需求量將地圖最佳化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share-maps/share-item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best-practices-layers.htm


 

Copyright ©  2020 Esri. 保留所有權利。  12 
 

7. 瞭解詳細資訊 

身為管理員，您正在負責設定 ArcGIS Online。 若要讓您的組織井然有序並保有最新資

料，維護成員、項目和群組一樣重要。 本節的資源可協助您執行這些維護任務。 它們也

能協助您深入瞭解 ArcGIS Online。 

監控活動 

存取以活動為基礎的量測和即時使用情況報告，以協助監控內容和成員。 項目報告說明

使用者如何建立、使用和分享地理內容。 成員報告顯示使用者正在使用 ArcGIS Online 的

方式。 群組報告提供了組織間和組織內部積極協作的情況。 

瞭解如何使用活動報告 

點數使用情況 

ArcGIS Online 是付費的訂閱服務。 Esri 指派作為貨幣的每一個訂閱服務點數。 使用特定

內容、分析功能和資料儲存時會使用點數。 您可以啟用點數預算來管理交易型服務和工

具的點數，例如空間分析。 將點數彈性分配給一些或所有組織成員，或設定新成員的預

設分配。 

深入瞭解點數使用情況 

其他資源 

 若要瞭解如何以一般方式使用軟體，以及如何執行特定的任務，ArcGIS Online 

說明資源很有用。 它還包含組織維護的最佳實務、新功能、疑難排解和常見問

題集。 

 瞭解 ArcGIS 圖庫有一個課程、文章、故事地圖和影片集合，能協助您瞭解 

ArcGIS。 它還包含管理等特定主題的相關資源 路徑。 

 Esri 培訓包含 Web 課程、培訓研討會、課程和影片，可協助您瞭解如何管理 

ArcGIS Online 組織。 

 GIS 社群（包含 Esri）在 ArcGIS Living Atlas of the World 中分享了數千個容易使

用的授權資料集。 Living Atlas 涵蓋了歷史人口普查資料，到即時感應器網路和

地球觀測所衍生之環境條件等所有資訊。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view-statu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credits.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get-started-with-administration.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administer/get-started-with-administration.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best-practices-maintenance.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whats-new.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troubleshoot.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faq.ht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faq.htm
https://learn.arcgis.com/
https://learn.arcgis.com/en/gallery/#?t=path
https://learn.arcgis.com/en/paths/administration/
https://www.esri.com/training/catalog/576715b8c9e018c827307a63/
https://www.esri.com/training/catalog/576715b8c9e018c827307a63/
https://livingatlas.arcgi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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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GIS API for Python 可協助您加速和維護管理任務。 例如，在「我的內容」

中使用 API 來設定資料夾結構。 您也可以使用它來更新服務或應用程式項目的 

URL。 

 ArcGIS Marketplace 包含可協助管理任務的 Esri 合作夥伴解決方案。 

 從 ArcGIS Online 狀態取得服務可用性的最新資料。 

常見問題集 

我是否能先試用 ArcGIS Online 再購買訂閱？ 

能。 如果還沒有帳號，您可以加入瞭解 ArcGIS 組織以取得免費的 60 天成員資格。 取得

「瞭解」帳號可輕鬆地探索製圖和分析功能，但會在 60 天後刪除您的內容，而且您將無

法配置組織。 若要嘗試設定和配置 ArcGIS Online，您可以取得免費試用。 使用試用版

時，您擁有管理員身份。 

我是否能隨時新增更多成員或點數？  

能。 ArcGIS Online 訂閱擁有與您的組織一起增長的靈活性。 您可以隨時新增更多成員或

點數。 

我如何提供此指南的回饋意見？ 

您可以參加引導調查或將訊息傳送給 arcgis-guides-feedback@esri.com。 

我到哪裡可以找到更多問題的答案？ 

請閱讀 ArcGIS Online 常見問題集、探索 GeoNet 討論或聯絡 Esri。 

https://developers.arcgis.com/python/
https://marketplace.arcgis.com/
https://trust.arcgis.com/en/system-status/
https://learngis.maps.arcgis.com/home/index.html
https://www.esri.com/en-us/arcgis/trial
https://www.esri.com/en-us/store/arcgis-online
https://www.esri.com/en-us/store/arcgis-online
https://arcg.is/0u4yb
mailto:arcgis-guides-feedback@esri.com
https://doc.arcgis.com/en/arcgis-online/reference/faq.htm
https://community.esri.com/community/gis/web-gis/arcgisonline
https://www.esri.com/about-esri/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