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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運用及操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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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還沒有教學之前首先跟大家研討手機常用的到幾個動作

一、youtupe影片下載

二、格式工廠之應用

三、截圖

四、網頁截圖

五、藍芽應用



在google搜尋欄內打 youtube下載軟體

http://www.youtubedownloaderhd.com/index-ch.html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Step 1.首先，先下載此一軟體，並在解壓縮下載完成的檔案，再執行
「YoutubeDownloaderHD.exe」。



Step 2.選擇要下載的影片品質，數值愈高，影像品質愈好。



Step 3.影像品質是取決於使用者上傳的影像而決定，若是使用者上傳的影片品
質不佳，那麼下載下來的檔案就會是 FLV 格式，這個軟體很特別的地方在於可
以讓你在下載低影像品質的檔案時，是否要將 FLV 格式轉為 AVI 或者 MP4 格式。



Step 4.
選定了影片品質後，接下來就是輸入 YouTube 影片網址，然後按下【Browse】
選擇要將影片存到那個資料夾中，最後再按下【Download】來下載囉！



Step 5.
有些影片並沒有高畫質的版本，這時此軟體會跳出詢問視窗，問你是不是要
下載次高畫質的版本。



Step 6.
下載完成後，進度會列會出現「100%」的狀態，這以只要按下【Open】打開
輸出資料夾即可看到下載完成的影片。



在google搜尋欄內打格式工廠

http://www.azofreeware.com/2008/10/formatfactory-155.html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密碼請打azo



滑鼠在紅色框內點一下











如何把電腦畫面抓下來？
鑑於還有許多人不會把電腦畫面抓下來，以致於要診斷其電腦故障原因有一
定的難度，就做了這個簡單的教學。以下教學以目前最多人使用的Windows 
XP為例，部份功能解釋在其他作業系統可能會缺少該項功能，但仍可以照本
宣科。首先按下鍵盤的Print Screen鍵，此鍵通常會在F12的旁邊，如下圖：



然後請打開Windows內建的小畫家：
在開始→所有程式(程式集)→附屬應用程式→小畫家。









常用－選取－裁剪－另存新檔－JPG圖片



對話框截圖－首先滑鼠停在對話框再按alt+PrtScm-貼小畫家



http://gfcci00.blogspot.tw/2011/10/blog-post_2187.html?m=1

壯觀盆景

http://gfcci00.blogspot.tw/2011/10/blog-post_2187.html?m=1


按Alt-檔案－另存新檔





把不要的圖刪除



智慧手機之通用性

一、訂票購票(鐵路網路購票比窗口早三天)

二、發票載具

三、電子錢包

四、衛星定位

五、趣味笑談



一、充電該怎麼充？
手機如何節電
二、手機內存空間不夠用
Google相簿免費且無上限空間如何設定？
手機如何抓取『螢幕截圖』？
遇到手機當機時如果何重開機？
手機如何重設為原廠設定？
碰一下就能傳輸資料~藍芽篇
數據漫遊切勿開啟以免巨額損失
Google地圖
行動網路分享
3G,4G手機區別
電腦安裝Line

三、重新弄懂 Line 的九件事



手機充電該怎麼充？

一、鋰電池沒有記憶效應，過度放電會加速害死他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手機要把電用完再充電」可
說是錯誤觀念排行榜的第一名。為什麼會有這種錯
誤想法呢？其實「電池有記憶效應，如果不用完就
充電會弄壞電池」這件事是鎳氫充電電池的特性，
而這種在鋰電池被廣泛使用前的主流充電電池（如
上圖的三號充電電池）確實必須要等電池電量用完
才可以充電，否則電池儲存電量就會越用越少。



但是現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數位相機、行動電源等產品所使用都是普遍稱
為「鋰電池」的鋰聚合物電池。這種電池有著
與鎳氫電池截然不同的特性：沒有記憶效應，
不能過度放電。鋰聚合物電池的使用壽命計算
依據為「充電循環次數」，也就是「0~100%」
充電的次數。簡單說，如果一顆鋰電池擁有
1000 次循環壽命，那麼理論上來說只要「從
100% 用到 0% 再從 0% 充電回 100% 」這件事重
複做一千次，那麼這個電池差不多就壽終正寢
啦！但實際上鋰電池的物理特性導致其在過度
放電時會對電池本身造成損害，如果你常常把
電池用到 0% 才充電，那麼電池就不會管你有沒
有用那麼多次循環，而會直接提早陣亡！

因此鋰電池的第一個使用限制，就是絕對不要
把電池用到完全沒電才去充電，最好是當你能
充電時就盡量把電池充飽，這樣電池就可以讓
你長長久久的使用囉！如果你時常出門一整天
沒辦法充電，常常拖到回家、電池剩下不到
10% 才充電，那麼建議你不妨買個行動電源隨
身帶著，千萬不要老是讓你的電池處在超低電
量的狀態喔！



二、充電充飽不用急著拔，要離開再拔掉即可

充電錯誤觀念排行第二的當屬「充電充到 100% 要
立刻拔掉」了。這個說法的由來我個人也不清楚，
但我們也不需要深究錯誤觀念的來源。事實上，不
管是手機、或是電腦，廠商都會設計防過充機制，
當電池充滿時就會自動切換為電源供應器來供給電
腦或手機電源，例如上圖就可以看到，當電腦電池
充電充到 100% 時就 MacBook Pro 就會自動切換為
電源供應器，直到電池降到 95% 以前都會維持這
個狀態。而如果各位注意 iOS6（如果你還有的話
⋯⋯）在充飽電後右上角的電量顯示也會變成插頭
圖案，這就是手機改用外接電源供應器供電的提示。
因此充電充飽了其實並不需要急著拔掉電源，等你
要離開可以充電的地方時再拔掉即可。或許會有人
疑問「一直插著電真的沒事嗎？」，關於這點⋯⋯
我想除非你會把手機充電一插就是一星期，否則請
相信電器廠商對於防過充機制設計的能力，不要把
自己搞得神經兮兮的！



三、兩個禮拜讓電池電量低於 40% 一次，維持電
池健康

每兩個禮拜讓電池電量低於 40% 一次以維持電池
健康。首先我們要知道，鋰電池是一種很囉唆的
電池，你讓他一直充放電他會提早掛點、一直讓
他放電到 0% 也會提早掛點，甚至連你一直都不讓
放電都會提早掛點！

鋰電池由於本身物理特性，使得電池如果很長時
間不做充分地放電、活化內部儲電結構，就會使
電池提早邁向死亡。但如果你天天讓他一直放電，
同樣也會讓電池邁向死亡，因此為了解決這個矛
盾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兩個禮拜讓電池低於
40% （30% 也行，不要用到 0% 即可）電量之後再
充電，就可以良好的維持電池的健康，讓他長長
久久的陪伴你啦！當然，這件事主要是你經常把
電器插著電不拔才有這樣的需求，如果你天天都
會把電池放電到低於 40% 以下，那麼就不用再做
這件多此一舉的事囉！



至於電池到什麼樣的程度就是「死亡」了呢？其實
簡單兩步驟就可以搞清楚，第一是鋰電池在死掉後
就會如上圖一般膨脹，請注意這不是爆炸，這只是
提醒你電池已經壞掉的機制，如果你的 iPhone 或
其他裝置突然「變胖」，請趕快去換電池吧！第二，
如果電池沒有變胖，但你的手機很明顯的蓄電力比
以前少了，那麼如果你在排除不是因為你的 App 
造成急遽用電後仍然很快地就沒電，建議你就趕快
送修囉！

可裝卸手機電池的壽命並不一定，大約為一 ~ 二年。
一個網路購價台製400上下原廠600上下。



智慧型手機非常耗電, 就算只是正常使用, 通常撐不了一天. 若是通話量較大或
是上網頻率較大的用戶, 幾個小時就電力不足, 得趕緊充電、更換電池或裝上
行動電源.



一、降低螢幕亮度

1. 調整螢幕亮度,避免將亮度調到最
亮

2. 縮短自動關閉螢幕的時間(一般建
議30秒以內)

3. 避免使用具動畫功能的桌面.

4. 關閉多餘的觸控回饋特效

5. 使用用黑色桌面



二、關掉不必要的網路連線, 避
免電力耗用:
1. 減少GPS衛星定位服務的使用
2. 3G、 Wi-Fi 、藍芽、GPS、無線分享
器不使用時請將其關閉
3. 關閉推送通知/推送郵件,改用手動接
收
4. 適度減少擷取新數據的頻率(自動同
步功能)
5. 大量傳輸時, 可利用頻寬較大的WIFI
連線時或手機充電時再下載與同步



三、關掉不必要應用程式, 並
減少常駐桌面的軟體
1. 常駐在桌面的應用程式會不斷

在被執行, 將會佔用RAM記憶體, 
並耗用電力. 若不常用的應用程
式 ,建議不要放在桌面

2. 檢視正在運行的應用程式, 若用
不到, 建議先卸載, 將RAM記憶體空
間釋出, 增加手機運行速度



四、關掉少用且耗用電力的
應用程式
1. 利用應用程式了解那些APP是

耗用電力的主要兇手, 若少用,
建議先卸除

2. 安裝廣告贊助的應用程式，會
不斷下載訊息與廣告，導致電力
消耗
3. 即使通訊軟體, 必須長時間與網
路連接. 若很少使用, 建議卸除. 
4. 若電力不正常耗損(非電池自然
老舊引起), 若查不出原因且手機
內無重要資料, 建議可直接設定恢
復成出廠預設值



五、避免在訊號不足發話或使用:
當訊號差時, 3G手機輸出功率就會自動調大, 就算待
機也會非常耗電。上網訊號差時, 上網速度慢, 也是
耗電殺手.



六、對於重度使用上
網的用戶, 以上省電
技巧其實幫助很有限, 
所以推薦兩個方法:
1.選擇可以支援快速充電
的手機:

2.3G平版電腦+中價位手
機, 分流使用.



內存空間不夠用不只是使用者的困
擾，更是影響系統效能的一大因素！

「智慧型手機」與過去的「功能型手機」最大的不同，
就是擁有數以十萬計的App資源，可以讓我們隨意取用，
透過這些App，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取得資訊更輕
鬆、隨時隨地都能有娛樂而不無聊…而且最棒的是，智
慧型手機這種功能強大比擬個人電腦的好東西，體積小
到可以讓我們隨身攜帶使用，也難怪現代人愈來愈依賴
智慧型手機。不過雖然App很好用，但或許大家都有發現
到，當我們手機中安裝的App數量愈來愈多時，手機運行
的速度似乎也愈來愈慢，難不成就是這些App惹的禍嗎？

其實大家猜得沒錯！智慧型手機－尤其是Android系統的
手機，在功能上與大家當用的Windows系統很像，自然也
容易發生相同的「症頭」，至於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下面就為大家整理一下，智慧型手機在使用App時，需要
注意的「8大效能調校小撇步」！想要讓手機「健步如
飛」，大家可得要看仔細了！本文以三星手機為例



目前的Android手機可以區分為
「可插卡擴充」與「不可插卡擴
充」兩種
不過通常「不可插卡擴充」的手機還
是會將固定的內存空間分割為「內部」
與「USB儲存裝置」兩部份（如圖左
所示），至於「可插卡擴充」的機型，
則通常會將內存空間合併計算（如圖
右所示，但也有例外的，較舊款的機
型還是會將內存區分為「內部」與
「USB儲存裝置」兩部份）。



Android使用者必備「起手式」－
Google帳號應用介紹！
圖：在登錄「Google帳號」後，我們才能享
受到Android系統完整的好處，特別是
「Google Play」上數十萬App的資源。
因此當你拿到手機不管新舊一定申請自己專
屬Gmail帳號，尤其接受別人手機更要將手
機重設為原廠設計定，再來申請自己專屬
Gmail帳號，否則你手機易會有空間不足現
象。同時對喜歡灌用各項新App程式同學，
建議手機最好每年能重設為原廠設計定一次，
才能保持你乾淨手機空間。



1.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
智慧型手機普遍都有「多工處理」的能 力，因此在
我們頻繁執行多個不同的App時，事實上先前曾經執
行過的App還是會被暫存在記憶體中、保存當前的狀
況，以便我們之後在切換到這個App時， 可以立即恢
復到原先的使用狀態，也因此若是要避免這些App堆
積在手機中，請記得定期到系統設定的「應用程式
管理員」中，來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App被暫 存在記
憶體中。當然，建議大家最好還是安裝一款記憶體
管理App，來幫助我們優化記憶體的使用！
圖：在系統設定的「應用程式」功能中，將分頁切
換到「執行中」可以透過右上角的「顯示快取處理
程序」來查看被系統暫存在記憶體中的App有哪些！
三星長按home鍵即顯示目前在執行中程式，再按右
下角X符號即可停用程式釋出記憶體。



2.不常用的App就移除掉吧
經常下載App的使用者通常都會遇到某些App「食
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情況，明明根本平時就不會
用到，但卻又偏偏捨不得把它刪除掉，經年累月下
來，不僅手機內存空間被吃光光，甚至你還會發
現明明有些App我都沒有執行，但莫明其妙就會出
現在記憶體的常駐清單內！這時候建議大家好好
「下定決心」，把這些根本用不到的App給刪除掉，
以免造成手機資源的不必要浪費！
(尤其是遊戲軟體不用一律刪除)



3.常用App放內存空間才是王道
在 Android手機的App也日漸「肥大」的趨勢之下，
為了解決Android手機內存空間不足的問題，應該
有不少使用者會使用「App2SD」或是系統 內建的
「移至USB儲存裝置」將部份可移動的App轉存到
外接式的記憶卡中，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外接記
憶卡的規格不一，讀寫速度也會有所差異，而且更
重要的是，就算你使用的外接記憶卡速度再快，
其實也快不過內存的「快閃記憶體」，在執行被移
動至記憶卡中的App時，或多或少都會感覺比直接
在內存空間中執行要來得慢一些，因此建議大家
還是是可以把經常使用的App保留在內存空間中，
非經常使用的App務請儲存到SD記憶卡中。



4.App請更新到最新版，維持最佳狀態
一個營運良好的App，通常更新頻率都會非常
快，而這些更新有時候也影響了系統的運作哦！
主要原因在於，大部份的App都會需要與服務
商的網站資料庫作連線同步，而App在更新時，
有不少的效能改進都會與資料庫作連動的修改，
若是App久久都不更新，經常會造成App運行的
不暢順，甚至因為不穩定而導致於系統當機哦！
圖：在Google Play的首頁中，按下「選單鍵」
可叫出功能選單，並選擇「我的應用程式」來
查看哪些已安裝的App需要更新。
有些App如line不更新將變成孤兒與他人無法溝
通



5.App資料同步時間妥善調整才不拖慢系統
在智慧型手機中的App，有大部份都是會經常透過
網路與雲端主機連線「同步資料」以確保手機能獲
取最新版本的資訊，尤其是像郵件、雲端服務與社
群平台，都是這類型的App，而系統中最基本的
Google帳號，因為「綁定」的Google服務非常眾多，
因此也別忘了檢查看看，是否有哪些不需要同步的
服務可以直接選擇取得同步，如此也能讓系統運
行不受到影響哦！



6.不必要的小工具請移除
在 Android系統中，桌面的「小工具」是非常方便
的一個功能，不過這些小工具就與App相同，都會
經常需要透過網路連線來更新資料，同時又是即時
呈現在桌面上的，因此當小工具的數量一多，也
容易造成系統操作時會有些「卡卡的」感覺，這時
候建議大家能適度移除掉不常使用的小工具，以換
取更順暢的系統運作。
圖：桌面上大大小小的「小工具」們，也可能成為
影響系統效能的元兇哦！



7.記憶卡的速度與健康度
大部份的Android手機都支援透過MicroSD卡進行內存空間的擴充，不過不知
道大家在選購MicroSD卡是否有注意到，這些記憶卡除了容量與價格 的差別之
外，在「讀寫速度」上也有些大不同！以MicroSD卡為例，一般的速度等級
（Speed Class）就有2-10四種不同的等級，而不同等級的MicroSD卡速度可是
天差地遠，反映在系統運行上的速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若是預算允許，建
議大家可以選擇速度等級高一些的MicroSD卡。除此了速度等級之外，
MicroSD卡的品牌也有好壞之分，通常是「一分錢一分貨」，建議大家在購買
時可以多多注意一下不同品牌的口碑，才不會買到速度等級標到10，但實際
上卻比大廠等級4還慢的MicroSD卡哦！(32G大約350上下)
圖：不同規格的記憶卡，運行的速度可是大不同哦！



8.重開機有時是個良方(手機當機)
就如同Windows系統一樣，Android手機有時候遇到
一些系統執行上的問題時，只要「重開機」突然問
題就迎刃而解了，雖然這樣的說法有一點不負責任
（XD），不過說真的倒還挺管用的！最近新推出的
手機有不少是無法更換電池的，因此或許不少人根
本平常從來就沒有讓自己的手機「重開機」，如果
你的使用習慣也是如此，下次不妨可以試一試隔個
兩三天就重開一次手機，也許會讓你有不同的感受
也不一定呢！
圖：無計可施的時候，不妨試一試「大絕招」－
「重開機」吧！



當然，前面說了這麼多有關於App使用與效能調校的
一些小技巧，但總而言之，控制App的數量、維持內
存空間有一定容量（別忘了有些App也需要暫存資料
用的空間）是不二法門，不過在App安裝與內存空間
的兩難之下，該如何管理好內存空間的充足呢？下
面為大家整理一下五個必備小常識：
1.定期清除暫存資料
App 在運行時，都會使用掉系統的內存空間，作為資
料暫存之用，像是瀏覽器、雲端儲存App，都是使用
內存空間量最大的App，這時候我們記得定時要到
「應用程式資訊」中，透過「清除快取」的功能將
應用程式佔用的暫存資料給移除掉。當然，最好的
方式還是安裝一套「系統清理」工具，在使用上會
更為方便。
圖：為手機安裝一套「系統清理」App，讓你更便利
清除App的暫存資料哦！（圖片為App「清理大師」）



2.拍照/影片佔用內存的最大元兇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相機畫素愈來愈高，當
我們透過手機拍照或錄影時，所產生的照片
與影片大小也會非常可觀，久而久之就會使
用掉大部份的內存空間。因此建議大家可
以為手機準備一張記憶卡，並將相機中的儲
存位置預設為外接記憶卡，如此一來就能暫
免掉內存空間被大量佔用了。除此之外，善
用雲端空間的「即時備份」功能，把照片
直接備份到雲端空間中，並定期清理內存空
間，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圖：準備一張速度不差的記憶卡，同時直接
把相機拍攝的儲存裝置設定在「記憶卡」中，
可以避免寶貴的內存空間不足。
定期將記憶卡內相片影片取出存放電腦
或備份google相簿內。



Google相簿免費且無上限空間
今年Google I/O開發者大會上推出
新的Google相簿，讓iOS、Android
用戶都可以享用，可用來儲存最高
支援1600萬像素照片和1080p影片，
且擁有無上限免費空間供用戶儲存，
如果你再找免費存放備份圖片空間，
不妨趕緊來用這天地下最大又免費
的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APP教學
初始設定
將Google相簿APP給安裝起來後，
（右圖）開啟執行時第一次會跳出
是否可取用您的照片？請點選「好」
這樣才能讓「Google相簿」自動備
份照片。



再來就是「Google相簿」選項
是否要備份您目前的相片和影片？
預設值是會開啟狀，如果有行動網
路吃到飽請將「使用行動數據連線
進行備份」開啟，再來是設定品質，
Google相簿預設是「高品質」，也
就是16MP高畫質照片，這樣就可以
永久使用這個無限制的免費圖空。
許多用戶常會手殘不小心將照片給
刪除，Google相簿有個防護機制，
可將刪除的照片還暫存放在垃圾桶
內，只要60天內都還可以救回。



3.清除「下載」資料
當我們透過手機瀏覽器、雲端空間下
載資料時，這些資料都會被儲存在
「Download」的資料匣中，一不注意
就會佔用了不少內存空間，建議大家
不要忘記隨時查看一下，把無用的資
料給清除掉，把被佔用的空間釋放出
來。
圖：別忘了定時檢查一下「下載」資
料匣是不是堆了許多不需要使用的檔
案吧！



4.再來就是刪除一些不必要的LINE聊天記錄
通常資料爆炸就是因為加入群組的關係，一夜之間
有一百多個未讀取的談話…所以最好每月澈底刪除一
次聊天室內記錄和檔案，但你認為重要訊息或圖片
可備份或轉存文章欄內（因那是存在Line 雲端資料庫，
保存時間久又不佔手機空間）
(文字訊息無限期，圖片及影片若未執行過下載動作
則約 30 天。)
所以Line上文章及相簿（有100本限制）是放在Line雲
端資料庫只要您不下載就不會佔您手機空間與記憶
體。



5.在智慧型手機內傳word,execl,powerpoint
訊息盡量轉成jpg圖片檔方式傳送,

因開啟圖片檔不需特別程式每部手機不論老舊均可
打開，不佔記憶體又可任意拖拉大小方便眼力不佳
同學閱讀書。惟傳送圖片盡量採用截圖或掃描模式
取得（切忌手機照相易使圖片模糊不清）



手機如何抓取『螢幕截圖』？(iPhone、三星、HTC、Sony、
LG、華為、ASUS)
很多時候要跟朋友解釋手機的某個功能在哪裡，或者分享你看到的內容，但
找不到抓圖方法還真麻煩！事實上，現在無論 iPhone 還是 Android 手機都內
建『螢幕截圖』功能囉~一起學起來吧！



iPhone的『螢幕截圖』功能

相對於Android，iPhone確實是
單純許多，自始至終只有1種
作法，就是『電源』鍵＋
『Home』鍵



Android手機的『螢幕截圖』功能

事實上，Android手機在初期（Android 
2.1、2.2等）是沒有提供『螢幕截圖』
功能的，所以我們還要取得 Root 權限，
才能抓圖呢！好在 Android 2.3.4 後，
一切就簡單惹~

當然，開放、自由、多元的Android手
機提供使用者更奔放的選擇，在截圖
方面，也就可能有個別差異，但也沒
有太複雜啦～至少有個基本款可以試
Android基本的截圖方法（Sony、
華為、LG、Samsung、HTC 
Butterfly等型號手機）

就是同時按住『電源』鍵＋音量
向下鍵



HTC『螢幕截圖』功能（例如HTC Desire）

先按住『電源』鍵，然後再輕點一下『Home』
鍵，就會聽到清脆的喀擦聲囉～



Samsung『螢幕截圖』功能
基本款的『電源』鍵＋音量向下鍵，便是可以
的

此外，Samsung額外開發了一個獨特、單手即
可完成的截圖功能，你只要伸出手掌，比出菜
刀的手勢，然後沿著螢幕由左往右或由右往左
滑過去即可



ASUS Padfone 『螢幕截
圖』功能
這部分設計比較嚴謹，先至『設
定』中，把［螢幕截圖］功能打
勾

啊手機的螢幕截圖會存到哪裡去
呢？
通常是存放在 screenshot 目錄



遇到手機當機時
大家想到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電池
拔掉再重新裝上去開機，但若遇到
無法開啟背蓋取出電池的手機，該
怎麼處理呢?直接將手機電池取出解
決當機的這個方法，對手機本身會
造成損害，經常這麼做的話，相信
你很快就可以買第二支手機了。其
實智慧型手機，真的蠻智慧的，他
也和電腦一樣，有重新開機的按鈕，
這按鈕你應該不陌生(電源鍵、開機
鍵)，持續按著10秒內就會出現，關
機→開機的過程，也就是所謂的【重
新開機】，按的過程中跑出其他視
窗無須理會它，繼續按著。



Sony及iPhone強制重開機方法：
Sony Xperia Z1受到大眾的矚目是
因為它的拍照鏡頭高達2070萬畫
素，它的電池不能更換，所以如
果發生死當的情況，你會強制重
開機嗎？其實很簡單，就Power鍵
＋音量大小鍵同時按下去，5-10
秒後即重開機了
iPhone
之前朋友的iPhone 整個死當，按
什麼都沒反應，又無法關機，所
以…只好放著等它電用完…(森氣)
為此我們查了一下有沒有強制重
開機的方法有滴！ Power 鍵 + 
Home 鍵同時按下去，5-10秒



手機重設為原廠設定
選擇【備份與重設】
建議不要勾選「備份我的資料」，因為
當你還原原廠設定後，登入Google帳號，
手機會自動下載你所有備份的應用程式，
可能再次發生「記憶體已滿」問題，時
間問題罷了。建議不要備份，直接「重
設為原廠設定」，之後再下載自己有在
使用的APP。
提醒你！有在使用LINE的朋友，請先處
理好「換機號碼」作業，ID作業，再按
下「重設為原廠設定」，會詢問你是否
順便將記憶卡裡的資料刪除，最好選擇
【格式化USB儲存裝置】。(做此動作之
前，請確定你有先將你珍貴的照片、影
片、資料備份起來再執行，以免得不償
失。)(google,facebook,line帳號跟密碼)



行動裝置通訊軟體Line，目前提供Windows與Mac兩種作業系統的電腦安裝版
本，可支援繁體中文、簡體、英文、日文、韓文…等多國語言介面。安裝電腦
版本的Line，必須先在智慧型手機中綁訂的電子郵件帳號 與密碼，才能登入
使用，詳細的安裝方法說明如下：

1.登入Line官方網站，點選「下載」。





2.在PC版的Windows點選「Download」；你的作業系統如果是Windows 8，可
以選擇在市集中安裝。
3.選擇「儲存檔案」，點選「儲存」。



4.下載完成以後，開啟檔案總管，對著下載的檔案「LineInst.exe」連續按兩下
滑鼠左鍵，準備安裝程式。
5.點選「OK」。



6.點選「下一步」。
7.點選「我同意」，接受授權條款。



8.使用預設的安裝路經，點選「安裝」。
9.安裝完成，點選「關閉」。



10.Line程式會自動開啟，如下圖所示，點選「關閉」，關閉最新資訊的視窗。



11.輸入你在智慧型手機綁定的電子郵件帳號與密碼，點選「登入」。
12.在智慧型手機輸入下圖所示的認證碼，以啟用電腦版的Line程式。



13.在手機開啟Line程式。
14.輸入認證碼，點選「用戶確認」



15.點選「確定」。
16.已經順利登入電腦版Line程式，如下圖所示。



使用行動條碼登入





來、來、來，重新弄懂 Line 的九件事

1 照片在哪?

2 保存聊天記錄

3 建立聊天室捷徑

4 不讓自己被自動加入 Line 好友

5 用 Pin Code 密碼多做一道鎖

6 別偷看我的 Line 

7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8 不要在登、登、登一直提醒了

9 放大聊天字體、設定圖片標準傳送品質



1 照片在哪?

朋友間互相傳照片，不見得每
次打開就儲存，甚至只是看一
眼。要是你跟我一樣，要從朋
友聊天群組去找照片，可別像
我為了找某位朋友發的照片，
那樣滑手機螢幕滑半天，眼睛
都快看花了。只要在群組的右
上方，找「照片」功能，裡面
有大家在這一個群組發送的所
有照片，根本不用往歷史訊息
裡找。



2 保存聊天記
錄看到 Line 有保存聊天
記錄功能，我腦中閃過
一個念頭，不就是為了
「保存證據」? 最近新聞
不是報導，某位粉領上
班族半夜收到主管半夜
用 Whatsapp 交辦工作，
導致她常熬夜加班最後
過勞死? 上班族不也常用
Line 溝通公事，大家在
群組講來講去，最後所
做的決議，都是「有跡
可尋」。在群組的右上
方，找「聊天設定」，
裡面有「備份聊天記
錄」，按一下用 Mail 傳
送到自己信箱，所有聊
天內容以文字檔 TXT 儲
存。



3 建立聊天室捷徑
我看大家手機光家人、朋友、同事、社團就
有好幾個 Line 群組，聊天的過程中，還會
更細分拆成好幾個小圈圈，要從聊天區塊去
找麻吉或重要討論群組，從上往下找多少會
花點時間。我看到「聊天設定」有個功能可
以建立「聊天室捷徑」，簡單按一下就設定
在桌面，下次有什麼要分享，只要按螢幕主
頁的快捷圖示，就能進入小圈圈聊天室。



4 不讓自己被自動加入 Line 好友
使用 Line 的初期，我並沒有留心注意設定問題，
看到 Line 通訊錄出現一堆我雖認識但不熟的名字，
甚至有些人自訂名稱，分辨不出他是哪位，困擾
我有一段時間。追究根源問題果然出現在「設
定」，在「其他」→看到 Line 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選項「好友」，點進去一看，發現「自動
加入好友」設定真的自動啟用了，趕快取消這功
能。還有，「允許被加入好友」的空格是不是打
勾呢，只要別人通訊錄鍵入你電話，就能把你加
入為 Line 好友。很多時候我們與別人交換電話只
是業務往來，甚至只是留個通訊方式，要是對方
不小心洩漏個資，Line 便成了垃圾訊息揮軍掃入
的新據點。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不要公開 Line ID，
避免被陌生人搭訕打擾。



5 用 Pin Code 密碼多做一道鎖
Line 帳號被盜的問題層出不窮，就算自己還沒遇到，也得趁早預防。前幾個
月前，Line 已經啟動『Pin Code 認證安全機制』，平常有使用電腦版習慣的
朋友，應該早就收到軟體更新通知，於手機輸入四個數字的認證碼，做好使
用者身份的雙重確認。即使碰到原帳號、密碼被盜用，沒有專屬認證碼，詐
騙集團也沒輒。



6 別偷看我的 Line 
講起手機隨便到處放的毛病，很容易被別人摸
過去偷看，即使上了一個螢幕密碼鎖也沒用，
那就再 Line 再加一道鎖吧! 在 Line 頁面「其他」
→ 找「設定」→進入「隱私設定」→ 設一組
「密碼鎖定」，至少你的 Line 聊天內容不至於
被看光光。不過，你得注意，不要設萬用密碼，
例如生日、電話或 1234，太容易猜中，等於沒
設一樣。還有，你要是忘記這組密碼，得先把
Line 砍掉，重新安裝，所有聊天記錄都會不見，
在設定之前，請謹慎小心。



7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我發現大家在 Line 分享事物還蠻五花八門，像是我
有同學喜歡分享笑話，有朋友愛貼趣味影片，還有
人喜歡當美食報馬仔，看得我們嘴裡不自覺地分泌
口水，好生羨慕，很想找時間去品嚐。當你看到別
的群組有好東西，也想分享到其他群組，有個做法
提供大家參考，打開群組訊息，在某段訊息內容上
頭，將螢幕按久一點，出現「轉傳」功能，再點選
你要分享的對象，就能與更多人互通有無了。



8 不要在登、登、登一直提醒了
我們在 Line 各群組不見得都聊得開，
有的人可以侃侃而談，大家哈拉起鬨，
你沒心參與，但 Line 的提醒聲音一直
響，你又不想一走了之，可以在群組
右上方，把「提醒 Off」啟動，就不用
受打擾。或到「其他」裡的「設定」，
在「提醒」功能，做個短時間暫停。
像是手機不關機的朋友，又不想睡覺
被 Line 提醒音吵，設「暫停至早上 8 

點」，這段時間就能安心睡覺。另外，
在螢幕休眠及開啟狀態，我都不想讓
Line 訊息蹦出來給別人看到，我會設
定「Off」，頂多看到手機綠燈在閃，
再看有什麼訊息進來就好。



9 放大聊天字體、設定圖片標準傳送品質
長輩沒戴老花眼鏡的話，要看 Line 的聊天內容，
得把手機拿得遠遠，才看得清楚。做人家晚輩的，
幫忙把手機拿過來設定，在「聊天、語音通話」選
項，將「字體大小」設為「特大」，就不用像之前
看那樣吃力了。同樣在這裡有個小功能，可以調整
傳送圖片的品質，因為一般設為「粗略」，別人看
了你傳的照片，可能誤會你拍不好或認為你相機不
好，其實是 Line 預設值關係所造成。調為「標
準」，傳輸出去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還有一個小
地方你要勾選，當我們遇到手機訊號弱，有時候訊
息、檔案傳不出去，自你啟動「再度自動傳送」功
能，訊號只要恢復正常，之前出現傳不出去的紅色
驚嘆號符號就會消失。



將LINE聊天室的內容存下來！新增
「Keep」的5.3.0版本上線囉！
August 11, 2015版本更新
此次新增儲存功能「Keep」
讓用戶可將聊天室中照片、文字及檔
案都可儲存在LINE中！
請更新至LINE最新版（5.3.0）體驗最
新功能！「Keep」新功能



◎如何使用Keep功能？
・長按你要儲存的項目-->
「Keep」-->選擇單項或多
數項目-->完成儲存。
◎跟朋友分享你的「Keep」
項目
・按下[+]展開選單-->
「Keep」-->選擇分享項目。
◎如何確認或刪除在Keep
中的檔案？
・「好友」-->「個人資料」
-->「Keep」-->右上角...-->
「刪除」-->選擇要刪除的
項目刪除



十二、碰一下就能傳輸資料~藍芽篇
當你在網路下載App或自己用手機做了新鈴
聲想分享給朋友時，該怎麼做呢？除了將檔
案上傳到網路上、E-mail夾帶檔案以外，還
能透過行動裝置本身就有的傳輸功能進行檔
案傳送唷！這次我們就來看看幾乎每台手機
都有的藍芽功能，該怎麼操作才能傳檔案給
朋友吧。
1.藍芽，相信這個名詞大家都不陌生，而這
邊所教的步驟學會了以後不只是傳輸資料，
連藍芽裝置的配備也可以依樣畫葫蘆的搞定
囉，首先慣例的到程式集中找到「設定」點
一下。
2.初次使用需要進去設定，所以在「無線和
網路」分類中的「藍芽」按一下。配對完成
後未來只要開啟藍芽就會抓到已配對的裝置
囉



初次使用需要進去設定，所以在「無
線和網路」分類中的「藍芽」按一下。
配對完成後未來只要開啟藍芽就會抓
到已配對的裝置囉。
1.先開啟藍芽功能。
2.接著點一下自己的手機裝置。
3.按一下「掃描裝置」。
這時手機就會開放自己的訊息讓其他
裝置知道它的存在，並且去搜尋其他
開放自己存在的裝置囉。



掃描到可用的裝置了！這邊以另一台
智慧型手機Acer V370為例，點一下它
進行配對。
畫面會跳出提示視窗，進行配對要求
的確認，這時按下「配對」



1.如此一來剛剛「可用的裝置」就變成「已配對
的裝置」囉! 
1.順便提一下，如果是對方主動想與自己配對的
話，有的手機會如同上面所說的自動設定配對金
鑰，但有的也會要求連線PIN碼，如果沒有特別修
改的話通常都是「0000」或「1234」。
2.輸入完成後按下「確定」。



1.如此一來就配對完成囉。
1.當你學會配對以後，就能隨意使用藍芽功能囉，
下課！……不對，照慣例我們還是演示一下怎麼利
用藍芽傳輸資料吧。這裡以傳輸圖片為例，請到
程式集中找到「圖片集」。(有的手機開發商寫作
「相片集」) 



1.接著點一下左下角的「分享」。(有些手機開發商
會設計在右上方或其他位置) 
1.一開始選擇裡通常沒有藍芽，這時點一下「更
多」。



1.就能在選單當中找到「藍芽」囉！
點一下。
1.勾選一張或多張圖片。
2.選取完成後，接著按下「下一
步」。



1.再來就是選擇要傳給誰囉!這時我
們要將檔案傳給剛剛配對完成的
「Acer V370」，所以點它一下。
1.等待對方按下接收確認後，就開始
跑進度條囉，可以滑下狀態列查看。



1.傳輸完成或失敗都會顯示在
狀態列。
1.這時換一個情況，若是其他
裝置要傳檔案過來給自己時，
手機會先出現提示。



1.將狀態列滑下來，
找到藍芽傳輸的訊
息後點一下打開它，
記得手腳要快一點，
否則等待太久就會
自動取消，導致傳
輸失敗唷。
1.這時就會出現接
收確認的視窗，確
認無誤後按下「接
受」。



1.同樣滑下狀態列就能看到開始起跑
的進度條，結束後也會顯示是否傳輸
成功。是不是很簡單呢？
小撇步：
藍芽裝置的設計實在是相當方便，舉
凡手機、平板電腦、喇叭、耳機甚至
GPS天線都有藍芽的蹤影，學會使用它
以後能更多樣化的搭配其他裝置使用，
方便自己的生活與需要唷!



什麼是數據漫遊？
「數據漫遊」表示使用電話透過不是由電信業者所擁有的行動數據網路來接
收資料。電信業者可能會向您收取數據漫遊的額外費用，而且您目前的電話
方案必須提供此服務。
您的電話預設會設定為 [不漫遊]  選項，但是您隨時都可以變更漫遊設定。
變更漫遊設定
1.在 [開始] 上，往左撥動至 [應用程式] 清單，然後依序點選 [設定] 設定圖示
和 [行動數據]。
2.點選 [數據漫遊選項]，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不漫遊 - 當您位在漫遊區域時，會關閉資料連線。
•漫遊 - 當您位在漫遊區域時，您的電話會繼續使用資料連線。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63號台南市東區崇學路63號



十七、Google地圖(上)
沒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這「Google
地圖」，可以說現代人PC上網多少都會用
到地圖檢索與路線導航……好吧，沒用過至
少看過，沒看過至少聽過對吧？在PC上使
用其實就已經夠方便了，但是萬一路線很
複雜，除了將畫面拍照擷取下來或者列印
出來，否則記在腦海裡實在是讓人頭痛啊！
現在，在手機上就能使用這個功能，是不
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了呢？就讓我們繼續
看下去~ 
1.作為Google的主要功能之一，Android系
統通常會內建這款App，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從程式集中找到「地圖」，並開啟它。



1.這時請確定是否有連線到WiFi或
3G網路流量還足夠，否則下載地
圖與相關資訊可能產生其他費用。
2.若是人在戶外，GPS也會協助地
圖的定位。
3.這時地圖會顯示出裝置持有者所
在的位置，筆者先將地圖拉的遠一
些，可以清楚的看到各街道。

1.這時可以開始手勢操作，兩手點
著螢幕不放，內縮可以放遠地圖；
外擴則可以拉近地圖。若是只用單
隻手指壓住滑動，就會挪移地圖的
位置。
2.接著讓我們來試著搜尋地點看看
吧。



1.在搜尋欄位鍵入關鍵字，隨
著文字填入會逐步出現最接近
關鍵字與所在位置的地點。
2.當然也可以無視那些地點，
輸入完要搜尋的關鍵字後直接
按下小鍵盤的ENTER，開始搜
索。

1.這時App就會自動顯示與搜
索關鍵字最相近，同時最接近
所在位置的地點。
2.若顯示出來的位置不是想要
找的地點，可以點一下下面的
地點。



1.這時就會出現與關鍵字相
近又接近所在地的地點，而
有時候可能會出現差異很大
的地點，推測可能只是單純
廣告。
2.點一下自己要的地點。

1.地圖中心就會變成指定地
點，另外這邊提醒一下，一
般地圖預設都是北面朝上的。



1.這時再試試其他手勢功能吧！兩
隻手指同時點在螢幕上，接著以一
隻手指為圓心，另外一隻手滑動，
畫面就會跟著旋轉方位。畫面旋轉
的同時右邊會出現指北針，即使轉
得暈頭轉向，只要按一下它就會回
到以北為上的定位。
2.這時讓我們再試著點一次下面的
地點。

1.這時就會顯示該地點的相關資訊，
往下滑動可以看到更多。
2.其中街景服務就是PC電腦的
Google地圖中，最有趣的功能之一，
在這就不多贅述。



1.回到主介面，或許有些人會
發現雖然街道沒錯，但自己
顯示的地圖卻與圖片中的不
太一樣呢？
2.按下左邊的「三」或者實體
按鍵的「選單鍵」。

1.這裡可以選擇地圖顯示的方
式，目前是標示大眾運輸工
具的狀態。
2.首先說明一下「Google地球」
的選項是直接連結到另外一
款App，之後會再做介紹所以
這裡就不多敘述。
3.先來試試「路況」。



1.這裡就會顯示目前街
道的車流狀況，當然還
是僅供參考而已啦!
2.再按一次左邊的「三」
或者實體按鍵的「選單
鍵」。

1.這次選擇「單車路
線」。



1.結果顯示「這個縮放等
級或這個區域沒有單車
路線檢視畫面」，筆者
推測可能是新功能的關
係，所以並不適用所有
地方。
2.再次按左邊的「三」或
者實體按鍵的「選單
鍵」。

1.接著試試「衛星」。



1.這時地圖就會變成衛星
高空俯照圖，若是再按
一次同樣的選項，則會
關閉衛星地圖的狀態。
2.衛星地圖的狀態可以搭
配前面所述的地圖顯示
方式做使用。讓我們試
著操作看看吧！首先再
一次按下左邊的「三」
或者實體按鍵的「選單
鍵」。

1.首先我們試試在「衛星」
地圖狀態下，再點選
「大眾運輸」。



1.就會變成「衛星」+「大
眾運輸」的狀態。
1.同樣的操作方式，圖中顯
示的是「衛星」+「路況」
的狀態。
小撇步：
Google地圖最方便好用的莫
過於即時的位置搜尋，出門
在外如果迷路了，透過它定
位一下就能知道人在哪裡。
而且還能根據需要，去選擇
顯示出來的地圖模式，連路
況都能參考唷。接下來我們
就來學一下Google地圖內附
的導航功能吧！



十七、Google地圖(下)
在前篇，我們了解怎麼利用Google地圖去
定位、找地點，雖然藉由地圖就可以尋找
目的地的方向。但萬一碰到長程或者路線
較複雜的時候，靠純地圖的指引就會顯得
沒那麼容易了。其實這時候Google地圖仍
有解！只要使用路線導引與導航功能就沒
問題啦！想知道怎麼用嗎？那麼就趕緊看
下去吧。

1.接著我們來試試看導航功能吧！按一下
地點旁邊的人形圖案。



1.這時就會出現三種引導路
線的方式，首先是步行。
2.下方會有計算出最好的行
進方式提供選擇，比方說行
走就提供出三種導引路線。
當然必須提醒的是導航功能
僅供參考，一切以現實路況
為主。

1.接著是大眾運輸工具的導
引路線。
2.若是目的地需要搭乘長程
交通工具抵達，當然也可以
選擇偏好的交通工具，我們
試著按一下「選項」。



1.這時就可以選擇用哪種
交通工具前往為主。這裡
必須提醒的是，若是沒有
指定的交通工具，則即使
選擇了偏好交通工具，還
是只會顯示既有的大眾交
通工具。
2.接著往下滑動，設定
「路線」規劃方式。

1.一共有三種選擇，可以
根據個人需要做點選。
2.設定好以後，按下「完
成」。



1.來試著按下規劃好的路
線吧，在要選擇的導引
路線上直接點一下。

1.App就會在地圖上顯示
導引路線。
2.這時如果按一下下面的
導引框。



1.就會變成詳細的路
線圖。接著按兩下實
體「返回鍵」回到前
一個畫面。

1.再來是行車規劃的
路線。
2.同樣可以選擇「路
線選項」設定偏好的
行車方式。



1.此時就可以選擇是否要把
「避開高速公路」與「避開
收費站」的規劃方式開啟。
筆者在這要提醒的是：行車
不一定只有汽車，如果是機
車的話，就可以勾選，但是
若規畫路線中還是遭遇一些
汽車限定的高架橋、地下道
之類的道路，就要自行繞路
了。
2.設定好以後，按下「完成」
回到設定列表。

1.按下「開始導航」就開始了
Google地圖的導航功能囉。



1.這時就會出現導航畫面。
2.上邊的文字與箭頭就是
導航的路線解說，同時導
航也會發出語音。

1.這裡筆者提醒一下，在
顯示地圖的狀態下，之前
所說的手勢功能都可以使
用唷。這時如果按下右邊
的「指北針」。



1.就可以從2D地圖切換成
斜3D地圖的模式。
2.左下角的「恢復」則會將
畫面拉到所在地的指標為
正中心。

1.按下左下角的「X」就可
以回到地圖模式。



1.此時的地圖模式還是
保留著導航功能，若再
按下右上角的「X」則
會結束導航功能。

1.這時如果再按一次
「X」就會連搜索的結
果也清除唷。
2.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設定，再次按左邊的
「三」或者實體按鍵的
「選單鍵」。



1.接著選擇「設
定」。

1.在這裡可以做一
些個人化的設定。
首先按一下「切換
帳戶」。



1.通常手機登入Google
帳戶後，相關的功能
與服務就會自動登入
囉，如果沒有的話也
可以在這裡按下「新
增帳戶」進行登入或
按下「登出」即可將
原有帳戶登出。
2.按下「取消」回到設
定列表。

1.這時選擇「編輯住家
或公司地址」。



1.就可以編輯帳號中的「住
家」與「公司」的地址紀錄，
方便導航時使用。
2.按一下左上角的「<」返
回設定列表。

1.「Google定位服務設定」
已經預先設定好，筆者不建
議修改。
2.點一下「改善所在位置的
精確度」，幾秒鐘後就會跳
出「已最佳化您的定位設定」
提示。
3.接著點一下「地圖瀏覽紀
錄」。



1.就會出現最近瀏覽過
的紀錄，如果想要再搜
尋一次的話，只要在欲
搜尋的地點上點一下，
地圖馬上就會找到目的
地囉!!
2.按一下左上角的「<」
返回設定列表。

1.按下「距離單位」。



1.就可以選擇地圖所顯示的單位，筆
者個人建議如果沒有特殊需求，請直
接選擇「自動」。
2.接著按下左上角的「＜」，即可返
回到地圖的介面囉!~ 
1.如此一來，Google地圖的功能就講
解的差不多囉，就趕緊試試這個方便
的功能服務吧！
結論：
Google地圖是近來越來越熱門的功能
服務，除了可以很快地查找想要去的
地方外，新加入的導航功能更是方便
行進中使用唷！不過筆者還是提醒，
導航引路的功能僅供參考，一切以實
際路況為主，有了這個認知才能安全
無慮的享受方便服務唷!!



十三、行動網路分享
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碰到只有你自己有3G上網
吃到飽的情況，其他人用渴望的眼神注視著你
該怎麼辦呢？沒錯！只要視而不見就好……不對，
如果想要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話，就要學一下
怎麼開啟個人WiFi熱點囉！而且還能設定通關密
碼，這樣就不用擔心會被不認識的陌生人占了
便宜唷！

1.首先到程式集中找到「設定」，點進去。



1.接著在「無線和網路」分
類中，選擇「更多」。

1.接著選擇「行動網路分享」
(有些Android稱作「網路共
用」或「可攜式無線基地
台」)。



1.這時就能看到可攜式Wi-Fi熱點的選
項囉，先不急著打勾啟動，先選擇
「可攜式Wi-Fi熱點設定」做一些細部
設定吧(有些Android根據手機開發商
設定，需要直接按WiFi熱點可以打勾
的方框以外的地方進入設定)。

1.現在已經進到個人Wifi熱點的設定
頁面囉。首先更改路由器名稱(SSID)，
這是Wifi熱點開啟後別人看得到的名
稱。
2.接著設定一組密碼，至少8碼至多63
碼，可自由設定英數混合，建議在輸
入密碼時把下面的「顯示密碼」勾選
起來，以免輸入到最後自己也忘了密
碼是多少囉。



1.以筆者為例將熱點名
稱設定為「Butterfly S」
並設定好連線的密碼。
接著要設定WiFi熱點
的維持條件，首先點
一下右上角的「…」。

1.跳出的選單中選擇
「進階」。



1.這時可以看到四個項目，
其他三個不管它，直接點
「電源模式」。

1.就會跳出wifi熱點維持時間
的選擇，由於分享wifi熱點的
情況都是有人要用才打開的，
所以這時就乾脆的選擇「永
遠開啟」吧。(有些手機開發
商會直接把這個設定放在Wi-
Fi熱點的設定頁面) 



1.如此一來就完成了wifi熱點
維持時間的設定囉。
2.再來我們要設定wifi熱點能
同時允許多少人連線進入，
按下「<」回到Wi-Fi熱點的設
定頁面。

1.接著點選「管理使用者」。



1.「僅允許的使用者」這裡是當
每次有人連線時，都會跳出提示
視窗詢問是否允許，基本上有登
錄密碼控管就不用勾起來了。
2.在最大連線數中的「5位連線者」
上點一下。(有些手機開發商會直
接把這個設定放在Wi-Fi熱點的設
定頁面) 

1.這時就能選擇同一時間能讓多
少人連入這台手機所開啟的Wi-Fi
熱點囉！筆者必須提醒的是，同
一時間連入的人越多、上下載越
頻繁，身為中介的手機耗電速度
與流量也會飛快的增加唷。



1.如此一來，所有Wi-Fi熱
點開啟前的細部設定都已
經完成，接著就試試看啟
動吧！直接在「可攜式Wi-
Fi熱點」的項目上打勾。

1.開始啟動~~~ 



1.當出現「準備就緒」的
字樣時，就表示Wi-Fi熱點
已經成功啟動囉。

1.這時，有些手機會跳出
一個讓其他使用者連入這
個Wi-Fi熱點的操作提示，
若是有請按下「確定」。



1.而要叫出剛剛的連線提示也可以從Wi-Fi熱點
的設定中，點一下右上角的「…」，跳出的選
項中找到。(有些Android不具備此功能) 
1.另外就是，只要完成第一次的設定後就可以
直接在前一頁啟動或關閉Wi-Fi熱點，不需要
再進到Wi-Fi熱點的設定中啟動唷！
1.這時如果滑下狀態列，也能關注目前自己的
Wi-Fi熱點提供他人連線的狀況。
小撇步：
從前，別人有網路時，我們只能望網興嘆，
如今許多手機都開放了啟動個人Wi-Fi熱點的
功能，如此一來在需要上網的時候即使沒有
網路與免費Wifi可以使用，不妨也可以拜託朋
友開一下Wi-Fi熱點，共享一下網路應應急呢！
但記得個人Wi-Fi是開放網路給別人使用，若
不是吃到飽的資費千萬別開著不關，以免產

生其他費用唷。帳號wgc3 密碼wgc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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