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視頻教程手冊
Zoom 是一個用於舉行在線會議的程序。只要你有揚聲器，麥克風和攝像頭（可

選），任何設備都可以使用 Zoom。
Zoom 可以支持你的健康管理，允許你訪問健康網絡研討會，線上醫生訪問和網上

社交支持小組。
以下鏈接將帶你到 Zoom 的 YouTube 播放列表，您可以觀看關於 Zoom 及其功能的
視頻: 如何使用 Zoo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DzSXe)

本播放列表中的所有視頻都有各種語言的字幕，包括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以
及旁遮普語。有關開啟你所需語言的字幕的信息，請參考本講義的附錄。注意：字
幕和翻譯是自動生成的，安康不能保證其準確性。
Zoom 視頻也列在下表中：

鏈接到視頻

描述

初級
Zoom 101 注冊和下載會議軟件

Zoom 的基本知識，注冊免費帳戶，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y2Ph6
kSf8&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2&t=0s)

何下載及開始使用

加入會議

討論加入會議的各種選項，例如從電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kCmbv 郵件邀請，點擊鏈接或從 Zoom 應用程
AHQQ&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
式
fKDzSXe&index=2)

安排會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2w9tR
pF4I&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41&t=0s)

回顧設置以定制您如何安排會議，和將
會議聯到 Google 或 Outlook 日曆

調整視頻和音頻設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76QHshQnY&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
N_Xl77fKDzSXe&index=7)

如何在會議之前及會議中調整和測試視
頻和音頻設置

會議控件

認識會議時的基本選項和控件（音頻，
視頻，靜音，邀請，談話，屏幕分享
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Z96J_
z4AY&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8)

中級
安排會議 (Chro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fIDkE
2PGM&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
fKDzSXe&index=5)

安排會議 (Outlo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cbqSy
Zeq0&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42)

屏幕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6SGQ
lVmcA&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
fKDzSXe&index=9)

Zoom EDU: 屏幕分享和註釋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QkAs
KtriU&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10)

虛擬背景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qb51A3dA&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
77fKDzSXe&index=14)

記錄 Zoom 會議

通過 Chrome 或 Firefox 瀏覽器安排
Zoom 會議

通過 Outlook 日曆安排 Zoom 會議

學到如何分享您的屏幕，以便讓和你在
會議中的人能共看到您正在查看的內容

屏幕分享視頻，白板功能，註釋功能，
高級分享選項

如何通過自定設置以獲得最佳效果來使
用虛擬背景功能

如何記錄 Zoom 會議及如何保存文件以
便日後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ZHSAM
d89JE&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
fKDzSXe&index=15)

如何找到錄製的會議並定制錄製的内容
記錄及音頻，屏幕分享，和轉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4jMBJ
RQx8&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16)

如何更新您的 Zoom 軟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zERc
VLUBM&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
7fKDzSXe&index=38)

三種方法來更新您的 Zoom 應用程式以
便擁有最新功能，如何檢查您的 Zoom
帳戶是最新
如何使會議中的其他參與者作為主持人
讓他們也能分享屏幕

Zoom EDU: 啟用會議中的分享控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pxYCFf
4SqU&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31)

高級
視頻分組討論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Ppdyn1
6sY&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12)

如果您有大型會議，如何使用“分組討
論室”， 有多少個房間和參與者

在會議中進行投票（問與答）

在會議期間進行投票（問與答），以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z4xtQH 參與者可以投票並與小組分享結果
oVs&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11)

使用等候室以管理參與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taT7KE
cids&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13)

設置領域管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LK7c4
R3H4&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18)

使用等候室或“隊列”功能，作為主持
人管理會議的參與者

管理您的參與者，以便只有您的一組用
戶才能把參與者進行統一管理

設置特定公司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dAaar
oafQ&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19)

報告和儀表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2fTN_VCA&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
7fKDzSXe&index=20)

實時會議室 Zoom 與 Skype 的集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SWf_HJ
y6Nk&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24)

如何為您的帳戶加上商標及申請公司名
稱以添加到您的 Zoom 鏈接

審查分析以及了解您的圈子或公司如何
使用會議
如何管理會議室功能，解決問題並確保
Zoom 正常運行，如何從 Skype 應用程
式啟動 Zoom 會議並邀請參與者

如何使用提供的物品設置“Zoom
設置 Zoom Huddle Kit

Huddle K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BWsYl
piqY&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通過 Slack 應用程式啟動和加入 Zoom
DzSXe&index=25)

會議

從 Slack 啟動和加入 Zoom 會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6xbdO
d5OY&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26)

在 Outlook 中分配會議安排權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2qdytsY
ZPg&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28)

Zoom 101: 確保您的會議及課室的安
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IMmO
ujc9c&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30)

Zoom EDU: 允許參與者分享屏幕

允許其他人代表您在 Outlook 中安排會
議

如何從會議中刪除參與者，阻止人們談
話和屏幕分享以及管理會議安全性

如何允許參與者的分享屏幕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csWL 為您的會議增加額外的安全性並定制您
nFZwo&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
的等候室功能
fKDzSXe&index=32)

等候室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as2Rg
i6yA&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DzSXe&index=35)

如何使用，分發和查找 Zoom 的會議密
碼功能

有關 Zoom 的密碼和安全更新的更多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W3XZ2 息
啟用會議密碼功能

KAqo&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
KDzSXe&index=36)

Zoom 會議安全訊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Zk1tUtt
o8&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D
zSXe&index=37)

使用安全選項鎖定會議，啟用等候室並
允許參與者某些選項以增強會議安全性

如何瀏覽安全圖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JbDfXIE 如何管理用戶，例如添加，刪除和分配
lT0&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D 角色以及附加功能
zSXe&index=39)

用戶管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nCzhI 如何使用 Zoom 桌面上的應用程式功能
IsJM&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 以呼叫聯繫人並使用呼叫功能
DzSXe&index=17)

Zoom 應用程式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mteMb
TiQ&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7fKD
zSXe&index=21)

Zoom 電話應用程式: 新帳戶設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mwyNwDFs&list=PLKpRxBfeD1kEM_I1lId3N_Xl7
7fKDzSXe&index=22)

有關 Zoom 的電話應用程式功能的深入
訊息，以提高您的帳戶和設置

附錄
如何在 YouTube 視頻中打開字幕:

1.

點擊“設置”
按鈕

2.

點擊
“字幕/CC”

3.

點擊
“自動翻譯”

4.

點擊你想要的
語言

字幕現在已經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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