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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本手冊將按步驟介紹 Chrome裝置管理的安裝流程及基本功能，同時針對一些
常用問題進行解答。	
	

2. 管理 Chrome裝置	

	
Chrome裝置指搭載 Chrome作業系統的電腦，它不僅運行速度快、安全可靠，
同時更符合成本效益。應用於教育領域的裝置與消費者購買的 Chrome裝置大
致相同，但可透過 Chrome管理服務授權，使用管理控制台為 Chrome裝置設定
上百項安全性政策和裝置政策，透過遠端的方式管理機構中的所有 Chrome裝
置。	
Chrome裝置管理可讓管理者集中管理機構所屬的 Chrome裝置，包括為使用者
設定各項 Chrome功能、限制 Chrome裝置 VPN和Wi-Fi存取權、強制安裝及管
理 Chrome應用程式、擴充功能和 Andriod應用程式。這項管理功能不僅能把各
項設定套用到特定使用者群組，或套用在機構中的所有使用者，大部分設定皆

可選擇要強制套用或讓使用者自行決定。	
Chrome裝置授權包括以下兩種	
（1） Chrome裝置管理授權：這類多用途授權可讓管理者存取所有可為機

構內的 Chrome裝置指定的設定的政策，授權為永久授權。	
（2） 單一應用程式資訊站 Chrome裝置管理授權：透過這類授權可為資

訊站式 Chrome裝置（訪客登記臺、數位電子看板或商店的銷售
點）套用指定的設定，不過，單一應用程式資訊站授權不適用於公

開工作階段資訊站。	
	

3. 註冊 Chrome裝置	

	
需要管理的 Chrome裝置必須先在機構網域進行註冊，管理者才可在裝置上強
制執行政策，所有註冊完成的裝置均會遵循管理者在管理控制台中設定的

Chrome管理政策，除非管理者針對 Chrome裝置進行清除或還原。手動註冊
Chrome裝置的步驟如下：	
（1） 啟動 Chrome裝置並按照螢幕的指示操作，在顯示登入畫面之前，

請先不要登入裝置。	
（2） 登入 Chrome裝置之前，按下 Ctrl+Alt+E的按鍵組合即顯示註冊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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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歡迎使用	 Google	管理控制台」信件中的使用者名稱和密
碼，或具有註冊資格的帳戶中現有	 G	Suite	管理者的使用者名稱和
密碼。	

（4） 點擊[註冊裝置]。您會收到一封確認預設裝置註冊成功的郵件。	
註冊成功后，只要依序點選[裝置管理]>[Chrome裝置]，即可在管理控制台中找
到裝置。	
根據預設設定，裝置在註冊之後會放置在網域的頂層機構，您可以透過裝置註

冊使用者政策來變更裝置位置。	
	
強制重新註冊已清除資料或還原的裝置：	
強制重新註冊裝置政策可確保將已清除資料或還原的裝置分配給使用者後，裝

置仍可持續受到管理。這項政策預設為啟用。如果您不想在網域中重新註冊某

個	 Chrome	裝置，則必須取消佈建該裝置。	
	
常見問題：	
（1） 您擁有的軟體授權不足，無法註冊這個裝置	

如果您先前註冊裝置時已用完了所有可用授權，系統會顯示這項錯

誤訊息。	
（2） 這個使用者賬戶不符合服務的資格	

如果您嘗試以未經允許的賬戶嘗試註冊或取消佈建裝置，則會受到

這項訊息，請從管理控制台中的「註冊權限」進行變更。	
	
Chrome管理政策優先順序	
	

	
	
在	 Windows	系統中，本機政策是透過「群組原則物件	 (GPO)」所套用，在	
Chrome	作業系統中則是透過管理控制台所套用	 (「適用對象：裝置」)。這些
政策均為裝置專屬，並且會套用至所有使用者，無論是使用哪種瀏覽器，或使

用者是否已登入	 Chrome	或裝置。管理者也可以針對	 Linux	設定這些政策，此
外，本機政策的優先順序高於其他類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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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登入公司所管理	 Windows	或	 Mac	電腦時，作業系統使用者政策就會
套用至	 Chrome。這些政策分別是透過「群組原則物件」(Windows)	和「管理
偏好設定」(Mac)	所設定。作業系統使用者政策的優先順序高於針對	 Chrome	
設定的雲端政策。	
	
Chrome	設定檔表示使用者在	 Windows/Mac/Linux	電腦上登入	 Chrome	瀏覽器
後的	 Chrome	使用環境。這些政策在說明文件中也稱為雲端使用者政策，是由
管理員透過管理控制台所設定。	
	

4. 為使用者設定 Chrome政策	

	
機構的 Chrome管理員可以設定政策以規範成員在 Chrome裝置上時候用賬戶的
方式。這些政策採用雲端方式佈置，因此可管理透過個人或公用賬戶，不過，

這些政策不適用於以訪客或機構外的 Google賬戶登入的時候使用者。	
當裝置剛進行註冊時，所有裝置都位於同一個「機構單位」，在管理控制台所進

行的設定皆會套用到這個頂層機構單位中，這項操作與使用者的機構設定相

同。	
Andriod應用程式目前只能在 Chrome	作業系統和支援的裝置型號上運作。我們
會持續將最新裝置納入支援範圍。您必須為貴機構中支援的	 Chrome	裝置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才能讓使用者執行	 Android	應用程式。	
	
機構架構設定	
Google管理控制台中預設將所有使用者與裝置置於同一個「機構單位」裡，因
此在管理控制台所做的一切設定，全部會套用到這個頂層機構單位，為了符合

校園政策，針對不同的機構設置不同的管理政策有其必要性，譬如，「資訊組」

具有全面的操作和管理權限，而「學生」無法存取由管理員設置的部分網頁或

應用程式。	
如要為特定使用者群組或裝置套用不同設定，管理者必須頂層機構下方另外建

立一個機構單位，然後把使用者和裝置移到這個子機構中。這樣一來，當管理

者在進行設定時，即可透過選取不同單位，讓不同的政策部署到對應機構上，

譬如，管理者可透過選取子機構，讓屬於該機構的使用者或裝置取得新設定，

並且沿用上層機構的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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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中，已為頂層機構啟用的服務包括	 Gmail、Hangouts	和雲端硬碟。子機構
的使用者沿用了啟用	 Gmail	和雲端硬碟的設定，但是	 Hangouts	則為關閉狀
態。	

	

圖一	 Chrome管理機構概念	

	
圖二	裝置管理→Chrome管理服務	

	

圖三	使用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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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政策設定步驟：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在管理控制台資訊主頁中，前往[裝置管理]。	
（3） 選擇左側的[Chrome管理服務]。	
（4） 選擇[使用者設定]。	
（5） 在左側選擇要套用設定的機構。	
（6） 按照需求進行設定。	
（7） 選擇底部的[儲存]，設定通常會在數分鐘內生效，但也有可能需要

經過一小時才會套用在對應群組的裝置中。	
	
使用者政策管理項目如下：	
（1） 行動裝置	

i. Chrome行動服務	
（2） 一般設定	

i. 自訂桌布	
ii. Chrome	Smart	Lock	

（3） 註冊控制項	
i. 裝置註冊	
ii. 註冊過程中提供資產識別碼	
iii. 註冊權限	

（4） 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	
i. 允許的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類型	
ii. 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安裝來源	
iii. 強制安裝的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	
iv. 允許或封鎖所有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	
v. 允許的應用程式和擴充功能	
vi. 工作管理員	

（5） Chrome線上應用程式商店	
i. Chrome線上應用程式商店首頁	
ii. Chrome線上應用程式商店權限	

（6） Andriod應用程式	
i. Chrome裝置上的 Andriod應用程式	
ii. 賬戶管理	
iii. 不明來源	
iv. 憑證同步處理	

（7） 安全性	
i. 密碼管理員	
ii. 鎖定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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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閒置設定	
iv. 無痕模式	
v. 瀏覽器記錄	
vi. 清除瀏覽器記錄	
vii. 強制暫時模式	
viii. 線上撤銷檢查	
ix. 安全瀏覽	
x. 惡意網站	
xi. 地理位置	
xii. SSL版本基本需求	
xiii. 單一登入的線上登入頻率	
xiv. 單一登入	
xv. 遠端存取用戶端	

（8） 工作階段設定	
i. 在系統匣中顯示登出按鈕	

（9） 網路	
i. Proxy模式	
ii. SSL記錄分割功能	
iii. 資料壓縮 Proxy	
iv. WebRTC	UDP通訊埠	

（10） 啟動	
i. 首頁按鈕	
ii. 首頁	
iii. 啟動時載入的頁面	

（11） 內容	
i. 安全搜尋和受限模式	
ii. 螢幕擷取畫面	
iii. 自動為這些網站選取用戶端憑證	
iv. 3D內容	
v. Cookie	
vi. 允許網址模式的 Cookie	
vii. 依網址模式封鎖 Cookie	
viii. 依網址模式允許僅限工作階段使用的 Cookie	
ix. 封鎖第三方 Cookie	
x. 圖片	
xi. JavaScript	
xii. 通知	
xiii. 外掛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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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啟用和停用外掛程式	
xv. 外掛程式尋找工具	
xvi. 外掛程式驗證	
xvii. 舊版外掛程式	
xviii. 網址黑名單	
xix. 網址黑名單例外清單	
xx. Google雲端硬碟同步功能	
xxi. 透過行動網路執行 Google雲端硬碟同步功能	
xxii. 投放	

（12） 列印	
i. 列印	
ii. 列印預覽	
iii. 提交 Google雲端列印工作	
iv. Google雲端列印 Proxy	
v. 列印預覽預設值	

（13） 使用者體驗	
i. 受管理書籤	
ii. 書籤列	
iii. 書籤編輯功能	
iv. 設定下載位置	
v. 拼字檢查服務	
vi. Google翻譯	
vii. 替代錯誤頁面	
viii. 開發人員工具	
ix. 表單自動填入	
x. DNS預先擷取	
xi. 多重登入存取權	
xii. 整合桌面	

（14） 網址列搜尋引擎	
i. 搜尋建議	
ii. 網址列搜尋引擎	

（15） 硬體	
i. 外部儲存裝置	
ii. 音訊輸入	
iii. 音訊輸出	
iv. 視訊輸入	
v. 鍵盤	

（16） 已驗證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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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已驗證存取權	
（17） 使用者驗證	

i. 驗證模式	
	

5. 管理裝置設定	

管理員可以在	 Google	管理控制台中指定特定的	 Chrome	裝置設定，對裝置進
行控管	 (不區分登入者身分)。部分設定不適用於註冊為單一應用程式資訊站的
裝置。系統目前只會顯示位於裝置註冊網域中的使用者。	
Android	應用程式只能在	 Chrome	作業系統和支援的裝置型號上運作，同時，
管理者必須為貴機構中支援的	 Chrome	裝置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才能讓使
用者執行	 Android	應用程式。	
設置裝置管理設定方法如下：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選擇[裝置管理]	
(3) 選擇左側的[Chrome管理服務]	
(4) 選擇[裝置設定]	
(5) 在左側選取需要變更設定的裝置所屬機構	
(6) 指定所需設定	
(7) 按一下底部的[儲存]，新的設定通常會在數分鐘內生效，但亦有可能需
要一小時才部署到整個機構之中。	

	
圖四	裝置管理→裝置設定	
	
管理裝置功能如下：	

(1) 註冊和存取權	
i. 強制重新註冊	
ii. 已驗證存取權	
iii. 驗證模式	
iv. 停用的裝置退還指示	

(2) 登入設定	
i. 訪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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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登入限制	
iii. 自動完成網域	
iv. 登入畫面	
v. 使用者資料	
vi. 單一登入 IdP重新導向	
vii. 單一登入 Cookie行為	
viii. 單一登入攝影機權限	
ix. 協助工具控制項	

(3) 裝置更新設定	
i. 自動更新設定	
ii. 發佈版本	

(4) 資訊站設定	
i. 資訊站設定	
ii. 資訊站應用程式	
iii. 資訊站裝置狀態快訊傳送	
iv. 資訊站裝置狀態快訊通知資訊	

(5) 使用者和裝置回報功能	
i. 裝置回報功能	
ii. 非使用中狀態通知	
iii. 匿名回報數據	

(6) 電源和關機	
i. 電源管理	
ii. 定時重新啟動	
iii. 關機	

(7) 其他	
i. 雲端列印	
ii. 時區	
iii. 行動數據漫遊	
iv. 卸除式 USB許可清單	
v. 藍牙	
vi. 限制裝置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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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 Chrome裝置上的 Andriod應用程式	

Chrome	作業系統上的	 Android	應用程式會使用	 Android	和	 Google	Play	管理
架構。	若機構已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且網域已有使用第三方企業行動管
理服務	 (EMM)	(例如	 VMware	AirWatch®	或	 MobileIron)	的	 Android	for	Business	
約期授權，則會使用現有的約期授權和	 EMM	組合。不過，對於在	 Chrome	作
業系統管理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其他方面，仍需透過	 Google	管理控制台進行
管理。	
若機構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時所屬網域沒有	 Android	for	Business	約期授權，
系統會自動建立	 Android	for	Business	約期授權，並選擇以	 Google	裝置管理員
做為	 EMM。	
屬於 Chrome	for	Business的 Chromebook只要系統版本在 53+，即可使用 Google	
Play管理版商店，若所屬組織為 Chrome	for	Education，則系統版本必須於 56+
才可使用 Google	Play管理版商店。	
	
為網域內 Chrome作業系統啟用 Andriod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選擇[裝置管理]	
(3) 選擇左側[Chrome管理服務]	
(4) 選擇[Andriod應用程式設定]	
(5) 點選[允許透過管理控制台管理 Andriod應用程式]。	

*只有網域管理員可選擇此項目	
(6) (選用)在 Google管理控制台中選擇[賬單]，確認賬單頁面中游 Andriod
管理服務約期授權。	

(7) (選用)依序點選[安全性]>[管理 Andriod裝置的 EMM供應商]，確認
Google裝置管理員已被列為 EMM供應商，若機構已使用 Google行動
管理服務或第三方 EMM作為 EMM供應商，即使 Chrome中的 Andriod
應用程式已啟用，系統仍會列出供應商。	

*為網域的	 Chrome	作業系統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並不會自動為個別
使用者啟用	 Android	應用程式。如要讓使用者存取應用程式，管理員必須
一併為機構單位啟用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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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為網域內 Chrome作業系統啟用 Andriod應用程式	
	
在 Chrome裝置上安裝 Andriod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在機構內的 Chrome裝置上安裝 Andriod應用程式需要經過機構核准、安裝方式
設定及為使用者啟用 Andriod三個步驟。	
	
在機構內核准 Andriod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依序點選[裝置管理]>[Chrome管理服務]>[應用程式管理]。	
(3) 使用[應用程式類型]篩選設定，找出「Android	應用程式」。	
(4) 使用[類型]篩選設定，找出「我的已設定應用程式」或「核准的	

Android	應用程式」。	
(5) 點選「核准的	 Android	應用程式」介面右下角的圖示+。	
(6) 搜尋並點選欲核准的應用程式。	
(7) 點選[核准]。	
(8) 再次點選[核准]，代表機構接受應用程式的權限要求。	
(9) 點選[確定]。	

	
圖六	核准新的 Andriod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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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應用程式的安裝方式：[強制安裝核准的應用程式]/[允許安裝核准的應用程
式]	
	
管理者可以為各個核准的應用程式指定適用的安裝類型，建議機構將應用程式

建立兩個子集，其中一個為機構內使用者可選擇安裝的應用程式，另一個則為

系統自動為機構單位中所有使用者安裝的應用程式。	
	
在受管理的	 Google	Play	中，您可以從核准的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要讓系統自
動為機構單位中每位使用者安裝的應用程式。一旦使用者登入裝置，系統就會

自動開始下載這些應用程式。	
注意：這項政策與透過第三方	 EMM	設定的任何其他	 Android	手機或平板電腦
政策無關。也就是說，機構管理者可以使用第三方	 EMM	設定要在	 Android	手
機和平板電腦上強制安裝的應用程式集，同時使用管理控制台設定另一個要在	
Chromebook	上強制安裝的應用程式集。	
	

	
圖七	進入 Andriod應用程式管理界面	

	
圖八	進入應用程式介面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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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安裝核准的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點選[應用程式]。	
(3) 點選[額外的 Google服務]。	
(4) 點選[Chrome管理服務]。	
(5) 點選[應用程式管理]。	
(6) 從左側的[應用程式管理]篩選器選單中選取[Andriod應用程式]。	
(7) 點選欲設定的應用程式。	
(8) 點選[使用者設定]。	
(9) 從左側的機構樹狀圖中選取相關的機構單位。	
(10) 開啟[強制安裝]設定。	
(11) 開啟[固定至工作列]設定。	
(12) 點選[儲存]。	

注意：下載這類應用程式時，使用者會看到	 [停止]	按鈕，按下按鈕即可停止
下載。系統會在使用者下次登入時繼續嘗試安裝，直到安裝成功、或該應用程

式已不屬於強制安裝的應用程式為止。	
	
如果機構不希望強制安裝應用程式，則可建立讓使用者自行選擇下載的應用程

式清單，其中的應用程式必須是管理者在	 Google	Play	管理版中核准的應用程
式。	
注意：如果貴機構使用第三方	 EMM	管理	 Android	手機或平板電腦，則無法使
用這種方法。如果	 EMM	加入了	 Google	Play	管理版，使用者在	 Chromebook	
上的	 Google	Play	管理版商店中會看到	 EMM	所設計的商店版面配置。	
如果	 EMM	未加入受管理的	 Google	Play，Chromebook	上受管理的	 Google	Play	
商店就不會顯示任何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唯有設定強制安裝核准的應用程

式，才能讓使用者取得	 Android	應用程式。	
	
允許安裝核准的應用程式步驟如下：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點選[應用程式]。	
(3) 點選[額外的 Google服務]。	
(4) 點選[Chrome管理服務]。	
(5) 點選[應用程式管理]。	
(6) 從左側的[應用程式類型]篩選器選單中選取[Andriod應用程式]。	
(7) 點選欲設定的應用程式。	
(8) 點選[使用者設定]。	
(9) 從左側的機構樹狀結構中選取相關的機構單位。	
(10) 開啟[允許安裝]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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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選[儲存]	。	
在使用者的裝置上，設為允許安裝的應用程式會顯示在 Google	Play管理版商店
首頁中。	
	
為機構單位的使用者啟用 Andriod應用程式	
	
確定管理者已為使用者核准並設定應用程式，再讓 Chrome裝置安裝 Google	
Play商店，否則，使用者裝置的 Google	Play商店將不會顯示任何內容。	
	

(1) 登入 Google管理控制台。	
(2) 點選[裝置管理]。	
(3) 點選左側的[Chrome管理服務]。	
(4) 點選[使用者設定]。	
(5) 在左側選取欲套用的機構。	
(6) 前往「Android	應用程式」部分，從	 [Chrome	裝置上的	 Android	應用
程式	 (測試版)]	選單中選取	 [允許]。	

(7) 點選底部的[儲存]。	
設定通常會在幾分鐘內生效，但也可能需要經過一小時才會套用到所有使用者

的裝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