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現在透過無線網路來上網已經是非常普遍的情況，無論在公司裡或是超商，甚至公共區

域中都有熱點可連接，讓您隨時行動上網無阻礙。目前蘋果公司的產品都內建了 Wi-Fi 無

線網路，只要您身處在無線基地台訊號範圍內接收無礙時，隨時隨刻都可連上網路。

如何設定 Wi-Fi 無線上網？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52

01 按選單列  圖示 \ 開啟 Wi-Fi，等系統搜尋完畢後，於清單中選按要進行登入的 

AP 名稱。

02 輸入 密碼 後按 加入 鈕即完成連線，這樣一

來，以後只要能接收到該無線 AP 訊號，電

腦即會自動連接上網，如果要連接其他不同

無線 AP 時，只要選按該 AP 名稱並輸入正確

密碼即可。

 一般私人網路都會設定密碼來避免不相干的人員連接，AP 名稱 (例如上圖的 CHT-

6988) 後如有  圖示時，即代表該無線網路需輸入密碼才能連接。

一般常見的公共區域熱點大部分都屬付費式無線網路，像是中華電信的 CHT Wi-

Fi、遠傳電信的 Wifly 及知名超商的 7Wifi，只要您是該服務商的會員或是有購買相

關點數，只要登入帳號及密碼即可連上網路，與個人或公司網路不同的是，在選按

該 AP 名稱後會自動開啟專屬網頁畫面，並由該畫面輸入帳號及密碼驗證，完成後

方能使用。

小提示 該如何在公共區域使用熱點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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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網路與即時通訊 篇

目前國內 ADSL 都是使用 PPPoE 的撥接連線方式，只要設定好帳號與密碼，之後按 連接  

PPPoE 就可立即上網，現在就示範如何在 Mac 中設定 PPPoE 連線。

如何設定 ADSL 網路？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53

01 確認網路線已接上網路插孔，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於設定視窗按 網路，選

按視窗左側的 乙太網路 選項，接著於 設定 IPv4 清單中選按 建立 PPPoE 服務。

02 首先輸入服務名稱，再於新建立的 PPPoE 項目裡輸入相關設定，核選 記錄這個密

碼 後按 連線 鈕，出現詢問是否要套用更動時，請按 套用 鈕即完成設定。

03 核選 在選單列中顯示 PPPoE 狀態，

按左上角  關閉 鈕，之後即可於選

單列中  圖示選按，快速連接上網

或是關閉網路。

1

2

3

1

3
4

2

Part3.indd   79 12/6/13   上午9:53



80

帶著筆記型電腦趴趴走，每到一個新環境就需要設定新的連線，久而久之就產生一堆連

線名單，有些適合某些環境的設定，有些並不適合，一個不注意就會影響連線的問題，

這時候利用 編輯位置 功能來分門別類這些不同環境的使用。

如何設定多重網路登入環境？54

01 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於設定視窗按 網路，按 位置 \ 編輯位置。

02 於面板中按  鈕新增網路位置，輸入合適的名稱後按 完成 鈕。

03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新的網路位置設定值，依照相同步驟設定出不同環境的網路位

置，之後就可以依您所處的環境選擇合適的網路位置。

1

2

3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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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網路與即時通訊 篇

Mac OS X 內建了網路共享的功能，只要將網路線接上您的 Mac，透過 PPPoE 或乙太網路

上網，就能將訊號利用 Wi-Fi 分享給其他設備無線上網。

Mac 電腦也可以變成無線基地台？55

03 開啟您的 iPhone、iPad 或是另一台 Mac 設備，

按選單列  圖示 \ 開啟 Wi-Fi 後即可於清單

中看到設定共享的 AP 名稱，選按後輸入密碼

即可連接上網。

01 確認網路線已接上網路插孔，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 於設定視窗按 共享，在 

Internet 共享 選項中設定 共享連線來源：乙太網路、核選 Wi-Fi 後按 Wi-Fi 選項 鈕。

1

2

3

4

5

02 在 設定 Internet 共享網路 面板中，建議 安全層級 選按 128 位元 WEP，並輸入符合

要求的密碼後 (英文字母 + 數字共 13 碼)，按 好 鈕，最後核選左邊欄位 Internet 共

享 並按 啟動 鈕即可。

2

1

3

4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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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工作應用 篇

於 系統偏好設定 中設定使用者偏好語言及建立合適的輸入法後，就可以配合切換按鍵，

讓文字輸入好方便，這裡以切換內建的 注音 輸入法為例進行說明：

01 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於設定視窗按 語言與文字 \  輸入來源 標籤，清單中核

選 中文 - 繁體，預設會自動核選 注音 輸入法 (可自行斟酌多選或取消核選不需要的

其他輸入法)。

02 為了讓之後輸入法的切換更方便，請核選面板下方 在選單列中顯示輸入法選單，最

後按  關閉 鈕關閉畫面。

輸入法裝好了如何切換？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79

03 完成輸入法項目設定與核選 在選單列中顯示輸入法選單 後，可以於桌面選單列右

側看到 圖示，按 圖示即可開啟輸入法清單並選取所需的輸入法。

1 2

6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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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是電腦顯示、列印文字時所用的文字樣式，Mac 系統中有許多內建精美的文字字

體，於 字體簿 應用程式可以輕鬆管理安裝、移除、檢視、啟用和停用各種字型。

新增字體

以檔案直接新增：新的字體可由網路下載或是市面販售的字體光碟讀入字體檔案 *.ttf 格

式，於欲新增的字體檔上連按二下滑鼠左鍵，字體簿 應用程式就會開啟字體視窗，再按 

安裝字體 鈕就完成了字體新增。

Mac 中字體新增、刪除與停用方法？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80

一次安裝多個字體：於 字體簿 視窗上按  新增字體 鈕，接著於視窗中選按欲新增的所

有字體檔案，再按 打開 鈕，字體就新增到 字體簿 應用程式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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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工作應用 篇

刪除字體

當字體簿中有過多用不到的字體時，可以適當進行刪除，讓字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可以更

加容易而且快速。

於 字體簿 視窗中欲刪除的字體上按滑鼠右鍵選按 移除"..."系列，接著按 移除 鈕，該字體

即於字體表列中刪除了。

停用、啟用字體

當字體簿中有目前暫時不用的字體時，可以先進行停用，讓字體於編輯軟體如：文字編

輯 應用程式中的字體列表上看不到這個已停用字體的選項。

於 字體簿 視窗中選擇欲停用的字體，然後按面板下方  停用所選字體 鈕，再於出現的

面板按 停用 鈕確定動作，接著字體右側會出現 關閉 表示此字體已停用。如果要開啟字

體使用狀態，則可以再按面板下方  啟用所選字體 鈕即可。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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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4

電腦中有許多不同的字體，於 字體簿 應用程式中可以使用 "字體集" 為不同屬性的字體自

訂分類，讓使用時輕鬆找到想要的字體。

01 於 字體簿 視窗右下角按  製作新的字體集 鈕，接著輸入字體集名稱，輸入完成按 

 鍵。

02 建立新的字體集後，選按 所有字體 以  鍵選按要加入的字體，接著將相關

字體拖曳到此字體集放入。

將常用字體整理成字體集？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81

03 完成了新增及相關字體的歸類，接著嘗試於 文字編輯 應用程式找到此字體集。首

先開啟要編輯的文件，按文字編輯選單列 格式 \ 字體 \ 顯示字體 開啟 字體 視窗

04 於文件中反白選取要變更字體的文字，再於 字體 視窗 字體集 清單中選按之前建立

的字體集項目，選按其中某個字型，文字字體就立即套用所選字體集中的字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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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 Mac 設備有二個以上使用者時，建議您可以建立新使用者帳號來分開使用。這

樣一來，不同的使用者帳號都有專屬的桌面與檔案夾，不用怕個人隱私被其他人看到。

如何新增使用者帳號？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Tips

153

02 在視窗左側，按下方  新增使用帳號 鈕開啟面板，輸入新使用者的名稱及密碼，

按 建立使用者 鈕即完成新增動作，最後於左邊欄位按 登入選項 並設定 自動登入：

關閉，這樣開機時您就可以於登入畫面中選按不同的帳號使用者了。

1

2

3

01 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於設定視窗按 使用者與群組，按左下角  圖示，輸入 

名稱 及 密碼 後按 解鎖 鈕，這樣即可進行使用者設定的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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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維護與應用 篇

家中要是有小朋友，在使用電腦時，最好能替他們規劃一個安全、乾淨的使用的環境，

這樣一來才不會影響小朋友的身心成長。

小朋友也可以擁有專屬的使用環境？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

154

01 按選單列  \ 系統偏好設定，於設定視窗按 使用者與群組，按右下角  解鎖後選按

左側欄位新增的小朋友帳號名稱並核選 啟用分級保護控制，接著按 顯示全部 鈕回

到 系統偏好設定 主畫面再選按 分級保護控制。

1

2

3 5

4

02 選按側邊欄小朋友帳號名

稱，於 應用程式 標籤核選 

使用簡易 Finder、限制應

用程式，接著於 允許 App 

Store 應用程式 清單中選

擇合適的年齡層。

Tips

Part7.indd   215 12/6/13   上午9:26



216

03 於 網站 標籤核選 自動限制成人網站的連接，由系統去自動判斷網站的內容，如果

要嚴格點，您可以核選 僅允許連接下列網站，並手動加入您覺得沒問題的網站。接

著選按 人員 標籤，核選 限制 Mail、限制 iChat，限制此帳號只能與通訊錄上名單的

人員聯絡而已。

04 選按 時間限制 標籤核選 限制電腦使用 並拖曳滑桿設定使用時間，接著於就寢時間

項目核選 上學日晚上 及 週末，規定避免在指定時數內使用這台電腦。最後選按 其

他 標籤核選 隱藏"字典"裡的粗話、限制印表機管理、停用更改密碼...等，限制小朋

友使用的功能，這樣即完成了保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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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維護與應用 篇

平常在 Windows 系統使用的隨身碟或外接硬碟，在 Mac 使用時卻出現問題？其實並不

是隨身碟或外接硬碟壞了，而是因為磁碟格式不同的關係，所以首先來了解一下 Mac OS 

與 Windows 兩者之間磁碟格式的說明。

NTFS、FAT 格式可以在 Mac 中使用？
好用指數： 人氣指數：

155

Mac OS 擴充格式 (日誌式)

是 Mac OS X 所使用的的主要磁碟格式，在 Windows 環境時是無法讀取的，但如果安裝

Boot Camp 所附的驅動程式，就能在 Windows 系統下讀取到 Mac OS X 的資料，可是無法

執行寫入的動作。

Windows NT 檔案系統 (NTFS)

是 Windows 所使用的的主要磁碟格式，一樣在 Mac OS X 預設中只能讀取不能寫入，您可

以經過安裝其他軟體，如 NTFS-3G、Paragon NTFS...等，就可以執行寫入的動作。

FAT 格式 (FAT32)

FAT 32 磁碟格式通用於 Mac OS X 跟  Windows，不管是讀取或是寫入都可以正常執行，但

是無法存入單一檔案超過 4GB 的容量，只要超過此大小就會顯示無法拷貝的訊息。

Tips

如果您不確定您的隨身碟或是外接硬碟的格式為何，可將外接硬碟連接本機電腦後，於

桌面磁碟圖示上按滑鼠右鍵選按 簡介，在 簡介 視窗 一般 資訊即可看到目前該設備的磁

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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