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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 High Sierra 新功能概覽

1.2 macOS High Sierra 新功能概覽

Mac 電腦的作業系統名為 macOS，然而它每年都會推出一次大改版，蘋果於 2017 年

的開發者大會（WWDC）公布了最新的 High Sierra 版本，最主要的特色為整體效能優

化、功能增強許多的「照片」app 和 Safari 人性化功能。

下面將簡述各個新版本的改變：

核心系統優化

High Sierra 聲稱最大的改變在於使用全新的檔案系統（File System）；Mac 電腦自 30 

年前推出至今仍使用傳統的 HFS 系統，然而 High Sierra 採用全新的蘋果檔案系統

（APFS），採用快閃技術，更符合現今的電腦硬體，對於日常檔案處理、安全性和預

防當機處理皆更加穩定。

影像方面，支援可達 4K 畫質且壓縮率更高的 H.265（HEVC）影像編碼技術，滿足觀看

或編修高畫質影像的使用者。

繪圖技術方面，Mac 亦為此開發 Metal 2 技術，充分發揮電腦 GPU 的效能，除了專業

軟體的範疇外，亦用於系統本身的簡單動畫效果；機器學習技術（Machine Learning）

的添加，使得 Metal 2 能夠藉由每一次運算，達到更佳的效果，節省耗能；此外，為

滿足影像工作者的需求，蘋果將首次開放 Mac 支援外接 GPU，擴增使用者的範疇，

更支援使用各項專業軟體開發虛擬實境（VR）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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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新手區

� 成功，可以開始享受 macOS High Sierra 了！

我之前用 Windows，該怎麼把資料移轉到 Mac？

如果你是 Windows 使用者，準備跳槽來 Mac，不用擔心，蘋果貼心的提供了移轉輔

助程式，可以將 Windows 的檔案直接傳輸到 Mac 並且將檔案自動分類。不過因為是 

Windows 轉 Mac，所以手續會稍微繁雜些，需要 Windows 跟 Mac 端一起動作。

Windows 端

1 首先在 Windows PC 上開啟瀏覽器下載 Windows 系統移轉輔助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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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偏好設定輕鬆玩

如何連接 AirPods 或 Beats 系列耳機？

蘋果推出的 AirPods 或 Beats 系列耳機，配備 W1 無線晶片（或更新版本），使你不必

像一般的藍牙裝置進行配對動作，只要確認你的 Mac 與 iOS 裝置登入同一個 iCloud 

帳號，再按一下狀態列上的「聲音」圖示，即可看見你的耳機，點選即可切換。（關於 

iCloud 帳號設定請參閱第八章）

 蘋果迷小提醒

某些較舊版本的 Beats 系列無線耳機並未

配備 W1 晶片的快速連線功能，請確認你

的裝置是否具有此硬體規格。

5.8 使用者與群組

同一台電腦可以建立各個不同的使用者，提供多人一起使用或做其他用途；本節將說

明如何新增、更改和刪除使用者帳號等功能。

如何更改我的登入密碼？

首次開啟 Mac 時，系統會指示你

設定用於解鎖電腦的密碼；若你

日後想要更改密碼，進入「使用

者與群組 」，側邊欄就會出現

目前 Mac 所有的使用者帳號，選

擇自己的名稱後，再按一下「更

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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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偏好設定輕鬆玩

 ㅦ 使用分級保護控制來管理：可取用管理者所指定的 App 和內容，管理者可以限制

該使用者的聯絡資訊和網路連接，並限制電腦使用的時間限制。

 ㅦ 僅共享：僅可遠端取用檔案，但無法登入電腦或更改電腦上的設定。若要給予使

用者取用共享檔案或螢幕的權限，你可能需要更改「共享」偏好設定中的「檔案共

享」或「螢幕共享」等面板設定。

可以讓指定的幾個帳號共享資料嗎？

一般而言，macOS 會保護電腦中

每個使用者帳號的資料，無論權

限為何，皆不能夠在未登入的情

況下，從另一個帳號取用他人的

檔案；若你希望指定的幾個帳號

能夠一起共用檔案，請在畫面最

上方的「新增帳號」選單列中選

擇「群組」選項，就能將多個帳

號設定在一起了。

可以建立訪客專屬的帳號嗎？

若你的電腦有機會借給外人臨時

做使用，可以開啟一個給予專屬

的使用者帳號，稱為「訪客」帳

號，如同瀏覽器的「私密瀏覽」

模式一樣，結束使用後並不會留

下任何痕跡，亦沒有權限更動電

腦的設定。

進入「使用者與群組 」，在側邊

欄選擇自己的名稱後，勾選「允

許訪客登入此電腦」註記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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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和編輯影像文件：預覽程式

6.3 檢視和編輯影像文件：預覽程式

如同本章前言所述，macOS 內建的 app 即可應付許多日常所需的工作；若要開啟圖

片檔案，例如 JPEG、PNG、BMP、TIFF 甚至單眼相機拍攝的 RAW 檔等等，抑或是 PDF 

文件，都能夠使用「預覽程式」開啟，甚至進行編輯的工作。

如何開啟圖檔或 PDF 檔案？

圖片或 PDF 檔案的預設開啟 app 為「預

覽程式」，在項目圖示上點按右鍵 > 

「打開檔案的應用程式」，即可看見它

被設為預設值，僅需直接點按圖示兩下

即可開啟。

以開啟圖檔為例，畫面如左，

你可以觀看整張圖片，亦可放

大縮小；視窗上方則為一個工

作列，可進行相關編輯功能（於

下節介紹）。

若你想要查看圖檔的詳細資料，亦即 EXIF 資

訊，包括尺寸、檔案大小、色彩空間等，請

點選「工具」>「顯示檢閱器」，就會出現一

個視窗顯示所有的資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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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安裝相關 Q&A

如何允許所有來源的 App？

macOS 並不是除了 App Store 以

外的來源都不接受，亦有許多

經過官方認證的開發者，例如 

Chrome 瀏覽器或 LINE 等通訊軟

體皆可直接安裝；這個審核機制

的設定就在於「系統偏好設定」

的「安全性與隱私」區域中，你

可以在右圖畫面中選擇電腦是否

能夠接受除了 App Store 以外的

下載來源。

如上節所述，不受 macOS 信任的 app 安裝檔可能會被禁止，顯示「未辨識的開發者」

畫面，若你想要解除這個限制，使電腦日後能夠允許開啟所有來源的 app，請遵循下

方步驟執行：

1 開啟「應用程式」>「工具程

式」檔案夾中的「終端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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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的安裝與移除

如何移除 app？

從前使用 Windows 系統的用戶使用 macOS，可能會對於如何移除 app 感到疑問，其

實系統兩者的運作方式大不相同，以下圖說明：

 O Windows 系統：每個 app 皆必須透過「安裝」流程，原因是要將所有 app 的核心內

容複製至系統碟（C 槽）的系統檔案夾中，平時點按開啟的 app 圖示僅為一個負責

啟動的捷徑，如果只複製這個捷徑檔案，是無法將它整個複製到其他電腦使用的。

因此，要刪除 Windows 的任何 app 皆需透過「移除」動作，才能夠將 app 的核心

檔案從電腦中刪除。

 O macOS：除了大型檔案需要類似 Windows 佈局許多核心檔案外，大部分的 app 僅

需將它的「圖示」複製至電腦中即可使用，原因在於 macOS 並沒有將 app 拆開，

你所看見的圖示就是整個 app 本身。 

總之，Mac 裡的 app 並不需要特別做移除這個動作，

只要將圖示直接丟進垃圾桶，再清空即可。

除非要清除較大型的 app 可能較容易殘留不必要的系統檔案，某些 app 亦有開發自行

移除功能；若你想要確保自己完全將 app 的所有相關檔案移除，可以透過 AppCleaner

這類軟體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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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 特色功能

4 如果你已擁有 iOS 裝置，開啟

「照片」app 後，就會開始慢

慢將照片從雲端同步進來。

「照片 」app 在 iOS 與 Mac 裝置

同步最為有用，當然也能夠用來

管理自己的相片，或將外接硬碟

或記憶卡的照片輸入進來整理。

同步已連結 iCloud 帳號的 iOS 裝置

此時必須先將 iOS 裝置的「iCloud 照片圖庫」功能開啟，才能藉

由網路將照片同步至電腦中。

1 在 iOS 端進入「設定 > 照片」，開啟「iCloud 照片圖庫」。

2 在 macOS 端點選桌面上方狀態列進入「照片 > 偏好設定」。

3 在出現的視窗中會看到系統已經自動將「iCloud 照片圖庫」功

能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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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 特色功能

登入後，即可看見你的操作面板，除了可以取用 iCloud Drive 以外，macOS 內建的文

書作業軟體 Pages、Numbers 與 Keynote 亦提供網頁版可使用。

點選「設定」，可瀏覽你的 iCloud 個人資訊，包括所有連結此帳號的裝置、家人共享

的成員等。

iCloud 送的空間不夠用，該怎麼購買更多的容量？

蘋果免費贈送給每個使用者 5GB 的 iCloud 空間，通常佔用最多容量的就是「照片」 

與「iOS 備份」檔案；當儲存空間快要不足時，系統就會發出警告通知，解決方法是可

以購買月租型的雲端空間擴充方案，不然就只有刪除檔案以挪出空間，或是直接停用

照片、備份服務來解決了。



140

Safari – 使用 Mac 上網，連接全世界

每天必開的網頁可以不要被關掉嗎？

若某些網頁是你每天固定會瀏覽或保持常開狀態，可將其固定在 Safari 畫面上，除了

不必每次都重新開啟外，亦可避免被誤觸關閉。

以游標按住標籤頁後拖曳至最左方，該頁籤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小圖示黏在畫面上，如

此一來就算重新開啟瀏覽器，依然會直接顯示於該位置；若想取消則以同樣方式使用

游標拉回右方即可。

將常用的項目都固定在標籤頁上方，除了瀏覽網頁十分方便外，畫面也更加簡潔了。

釘選的網頁圖示不會被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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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 使用 Mac 上網，連接全世界

私密視窗以暗色系設計為主，使用此視窗將不會留下任何瀏覽紀錄或帳號密碼，關掉視

窗後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就算檔案未下載完畢亦不會留在「下載項目」檔案夾當中。

如何將許多 Safari 合在一起？

若你想一次開啟數個網頁視窗，亦能點選 Safari 選單的「視窗 > 合併所有視窗」，將所

有畫面置入同一個視窗中，變成數個標籤頁，方便一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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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 使用 Mac 上網，連接全世界

 O 使用閱讀列表

動作 快速鍵

加入目前網頁 Shift + Command + D

加入連結的網頁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網頁的連結

移除頁面
使用支援手勢的觸控式軌跡板或滑鼠在頁面摘要上向左滑動，然後按一

下「移除」。或者，滑動到最左側，直到頁面摘要消失。

 O 管理書籤

動作 快速鍵

將書籤加到「喜好項目」列
按一下搜尋列來顯示網頁的完整位址和其圖像，然後將圖

像拖至「喜好項目」列

移動「喜好項目」列上的書籤 向左或向右拖移書籤

從「喜好項目」列移除書籤 將書籤拖移出橫列最上方

 O 書籤側邊欄和書籤顯示方式

動作 快速鍵

在側邊欄中選擇書籤和檔案夾
按住 Command 並按一下各個書籤和檔案夾
按住 Shift 並按一下來延伸所選範圍

選擇下一個書籤或檔案夾 向上鍵或向下鍵

打開所選書籤 空白鍵

打開所選檔案夾 空白鍵或向右鍵

關閉所選檔案夾 空白鍵或向左鍵

在側邊欄中打開所選檔案夾及其子檔案夾 Option + 向右鍵

在側邊欄中關閉所選檔案夾及其子檔案夾 Option + 向左鍵

更改書籤的名稱和位址 選擇書籤，然後按下 Return

在側邊欄中取消編輯書籤名稱 Esc

完成編輯書籤名稱 Return

在書籤檢視畫面中製作檔案夾，其中包含所

選的書籤和檔案夾

按住 Option 並按一下視窗底部的「新增檔案
夾」按鈕

刪除書籤 選擇書籤，然後按下 Dele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