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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選 Mac

在
開始 macOS Sierra的各項好用功能之前，首先您必須先擁有一台 Mac電腦，因

為 macOS Sierra只能夠安裝在 Mac電腦上，所以要使用 Sierra，請先購買一台

Mac電腦。本章即在教導大家如何選擇一台適合您的 Mac電腦。

1.1 如何挑選 Mac

一般說到的“Mac”只是對蘋果電腦的簡稱，因為蘋果電腦在早期，就是靠著一台名

為麥金塔（Macintosh）的桌上型電腦打開知名度，慢慢地將 Macintosh簡稱為 Mac來

作為對蘋果電腦的稱呼。時至今日，Apple已經正在販售的產品中，已經沒有型號叫

做 Mac的機種，因此，要購買一台屬於自己的 Mac之前，必須要有系統的認識蘋果

電腦的分類與型號才是。

思考項目一：筆記型與桌上型電腦

Mac電腦可以用筆記型與桌上型來作為購買時決定的第一種分類方式，筆記型電腦

就是鍵盤與觸控板及螢幕都一體成型的攜帶方便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就是鍵盤與滑

鼠（或螢幕）都是採外接的方式，不是以攜帶為主，而是設定在辦公桌上的電腦，

由下圖可以看到的，用筆記型與桌上型電腦來做區分，前者的 Mac包括 MacBook、

MacBook Air與 MacBook Pro 三款，而後者就包括了 iMac、Mac Pro與 Mac Mini。

1 在進入 Mac世界之前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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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 Mac世界之前

1.2 專有名詞介紹

上一節提到了各款 Mac的名稱，當中也提到了像是客製化機、教育價方案，Apple 

Care等的專有名詞，本節將對這些專有名詞代表的意思做個介紹。

客製化機

Mac 電腦除了制式的規格之外，某些款式的 Mac也允許消費者對部分規格與硬體進行

加價升級，而不用照單全收的接受制式的三種規格，必須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 Mac

機型硬體均設計為不可拆卸式，之後若是讀者想要自行更換也不可能，所以請在購機

前先決定好。

教育價方案

Apple專為大專院校學生、準大專生、為大專學生購買的家長、教職員工、自學方案

教師，以及各年級的教職員工等身份所量身設計的銷售專案，若是符合以上資格身

份，將可以享有教育價以較為優惠的價格購入 Mac，但是除了資格身份之外，每年可

購入的 Mac或是 iPad 數量也都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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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認識 macOS環境

此為第一次開啟使用 Mac電腦出現的畫面。

蘋果選單 app選單 狀態選單 推播通知

Dock

首先，您可能會想問：「為什麼桌面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瀏覽器呢？控制台呢？」。

Mac的桌面其實可以放置檔案的，只是預設值沒有，所以乾乾淨淨的，內建程式（以

下稱作 app）都擺放在畫面最下方，名為 Dock的區域。Dock可以用來放置常用的

app 圖示（或稱捷徑），用滑鼠點一下就能打開，但圖中只是將預設值的幾個內建 app

擺在上面，如果想要看見本機所有的 app，可以打開 LaunchPad（參見本書 3.5節）來

查看。

從開關機、重新登出，到 app的各個功能選項等，一律在畫面最上方左邊的選單列操

作，而 Wi-Fi位址、電池電量與時間等，則在右方的狀態列顯示。

內建的行事曆、第三方通訊軟體，或甚至 Twitter的推文通知等，就會像智慧型手機

一樣，在右上角跳出推播通知的小視窗。

其實 macOS 的介面架構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狀態與選單列、桌面、Dock、通知中

心，以及 LaunchPad；上圖無法一次看見所有的介面，因為它們用途不同，出現的時

機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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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 Mac能做到，最強大的畫面整理功能

認識 macOS的視窗架構

在瞭解 macOS畫面整理的功能之前，先認識它本身的視窗架構；macOS 主要將電腦

畫面分為：「桌面」與「空間」。

電腦畫面以「空間」做區分，您可以在 Mac當中自行建立許多空間來使用，以本章接

下來將介紹的全螢幕 app為例，將 app視窗變成全螢幕之後，將成為另一個「空間」，

就能夠避免所有的視窗都擠在同一個桌面上；macOS 就是以自由的空間設定，讓使用

者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來做編排、分配每個視窗的位置，而不致於零散。

總而言之，使用 macOS系統以後，您可以換掉舊有那「電腦只有一個桌面，要把所有

東西都塞在同一個螢幕裡」的觀念，藉由 macOS強大的空間架構設計，就算是一個

螢幕，也能夠擁有與好幾個 Windows 外接螢幕足夠相比的效率。

將 app轉換至全螢幕

macOS 之所以能夠使畫面整齊有序，一部分是因為能夠將 app畫面變成全螢幕，建

立成一個獨立的空間所致；幾乎所有內建 app都可以切換至全螢幕，第三方 app大部

分也都有支援此功能。

以游標點一下視窗左上角的綠色按鈕，該

app視窗就會變成全螢幕了，此方式也能夠

使您更加專注在畫面上不受干擾，也提升工

作效率。

▲ 全螢幕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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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特色內建功能

繪圖與加入文字

本節以 PDF文件為例，選取文件中的文字，按右鍵可將文字畫螢光筆、畫刪除線或加

入筆記等；以下圖為例，更改稿件內容時十分實用。

畫筆工具，藉由按住游標直接在

文件上畫線標記。

填寫 PDF表單時，以游標直接點

一下文字行線上方，預覽程式就

會自動偵測並加入文字方塊，貼

齊於線上；故使用預覽程式填寫

PDF表單是最方便的一件事。

▲ 點一下行線上方，預覽程式就會自動出現文字方塊並對
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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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強大又便利的雲端生活

7.2 iCloud特色功能

使用 iCloud的雲端同步方式，再簡單不過，唯一須設定的就是上節所述的動作：點一

下勾選，各種項目就在彈指間同步完成了 ! 

只要蘋果裝置處於良好連線的狀態下，幾乎是即時同步的狀態，只要在您的任何一個

裝置進行變更，其他裝置就會立即更新，使您無論正在使用哪個蘋果裝置，都能夠隨

時換另一個裝置來使用，完全不必動腦筋思考，雲端已經幫您處理好了。

以下將以 iPhone 與 Mac 的畫面，介紹 iCloud同步的資料類別：

同步行事曆

藉 由 iCloud 同 步

功能，所有裝置上

的行事曆都會隨時

相互更新資訊，在 

iPhone 上做任何更

改，Mac 也能馬上

看到。

同步備忘錄

隨手拿起身邊的 

iPhone ， 記 下 筆

記，待會兒使用 

Mac，或出門時隨

身帶走 iPad，都可

以直接上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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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

喜好項目列

「郵件喜好項目」列可以

讓使用者自由設定，方便

快速選取最常使用的信箱

或檔案夾。

喜好項目列

可以將常用的信箱從「郵

件」側邊欄上拖移至「喜好

項目」列上；若要移除則

直接從「喜好項目」列中拖

出即可。

郵件側邊欄

按下「喜好項目」列最左邊的「信箱」，即可顯示或隱藏側

邊欄。

「郵件」側邊欄會列出所有在「郵件」中使用的電子郵件

帳號的信箱、檔案夾及已加上旗標的信件，方便使用者

直接瀏覽。

將側邊欄的分隔列向左或向右拖移，可以調整側邊欄的

大小。若將側邊欄整個拖移至最左側，將會自動隱藏側

邊欄。

按一下來顯示或隱藏側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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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不再遙遠

接收電子郵件

閱讀郵件

在一般情況下，「郵件」app 會自動接收郵件，當接收到新郵件時，Dock 上會出現新

郵件的標示。

進入「郵件」app，在未讀郵件的寄件人姓名旁邊會有一個藍色圓點，點選後會將其

狀態改為已讀，藍色圓點即會消失。

另外如果使用 Trackpad 以兩指向右滑動，可以手動幫郵件標示「已讀」或「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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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9.2 訊息

「訊息」app 是一套 Apple專用的即時通訊軟體。蘋果在 2012 年 7 月推出 OS X 10.8 

Mountain Lion 時推出「訊息」app，取代了原有的即時通訊軟體 iChat，除了保留大部

分 iChat 的功能外，也加入了即時通訊服務 iMessage。

在 macOS 10.12 Sierra 時，「訊息」app 更增加了傳送超大的表情符號及在對話框上使

用 Tapback 回覆的功能，可以選擇愛心或豎起大拇指⋯等圖案，無需打字，更容易表

情達意。

設定 iMessage

如果要使用 iMessage，需要登入 Apple 

ID，請在 Dock 上找到「訊息」app。

打開「訊息」，在 iMessage 中登入 Apple 

ID 和密碼。

登入後，可以在「訊息」>「偏好設定⋯」的「帳號」頁面做個人化設定。

 O 指定要接收訊息的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

如果您的 Apple ID也有在 iPhone 上使用，iPhone 上的電話號碼便會與您的 Apple ID 

相關聯，在 iMessage 上就會自動加入到列表中。

可以自行增加或取消勾選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來決定該帳號是否要收到 iMessage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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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規劃， 讓事情更有效率

macOS 的「行事曆」、「備忘錄」跟「提醒事項」是新使用者常忽略，但卻是最好

用的內建 app，不論哪一個都讓您的 Mac 與 iPhone 有完美的整合。

11.1 行事曆

行事曆是排定行程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論是追蹤忙碌的行程或是其他人員共享，「行

事曆」可以完整的規劃每天、每週或每年必需做的事情。

概覽

您可以製作個別的行事曆，並以不同的顏色標示之，如學校、工作、家人、私人行

程⋯等，在行事曆中會以不同顏色呈現不同事件。在行事曆的上方，也可以依照日、

週、月或年來輕鬆切換行事曆不同的檢視方式。

選擇您想查看的行事曆 依照日、週、月、年查看行事曆

11 行程規劃， 
讓事情更有效率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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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規劃， 讓事情更有效率

替備忘錄上鎖

您也可以幫某些有私密訊息的備忘錄上鎖，這樣只有知道密碼的人才可以觀看這些備

忘錄。

 O 設定密碼

進入「備忘錄」>「偏好設定⋯」，點選「設定密碼」。

在「密碼」欄位及「驗證」欄位輸入相同的

密碼，另外請一定要輸入提示來幫助您想

起密碼，只要輸入三次錯誤，即會出現提

示，設定好後按「設定密碼」來完成。

 O 鎖定備忘錄

點選想要上鎖的備忘錄，選擇工具列上方的「鎖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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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只要「備忘錄」app關閉再開啟後，鎖定的備忘錄就得輸入密碼才可以檢視了。

將備忘錄分類到檔案夾中

如果備忘錄已存太多，看起來煩雜，可以製作檔案夾來方便整理備忘錄。

1 按一下「新增檔案夾」，然後為檔案夾命名。

2 直接將備忘錄拖移至檔案夾中即可。

 TIPS

若附加影片、音訊

檔、PDF 或文件到備

忘錄中，您無法將其

鎖定，只有影像、塗

鴉、地圖或網路附件

可包含於上鎖的備忘

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