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用 iPad過生活

還記得電影《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中那位仙女保姆

剛開始住進主人家時，如何從她的魔術手提包中不停地拿出

各種玩意？你的 iPad就好比那只魔術手提包。

喔！這不是說你真的凡事靠 iPad來生活，但它可包含日常生

活中會用到的許多東西，而一般情況下你可能會把這些東西

放在其他地方，包括：行事曆、通訊綠、信件、筆記本等等。

把這些放在 iPad上真的很好用。

這就是本章的重點：各式方案說明如何把這些寶貝東西放入

iPad、又如何匯出，以及存放到 iPad後可以做到的哪些酷炫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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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同步方案

 難易程度 中等

 所需軟體 MobileMe帳號

 iPad型號 任一款

 其他硬體 無

當你開始用 iPad過生活時，很快就會發現，將原本置於桌上型電腦

或筆記型電腦上的許多個人資訊放在 iPad上有多麼方便。先前的「資

訊同步方案」已經說明如何讓這些內容在每一次連接 iPad與電腦時

保持一致。

不過，若採用那樣的資訊同步方式，必須每次都要用傳輸線連接

iPad與電腦才能保持同步，若想要擁有完美的同步效果，必須定期

常常這樣做，把這件事當作刷牙一樣。

然而，我們生活在充滿奇蹟與驚喜且享有無線技術的時代中，沒有理

由不讓 iPad與電腦透過空中傳輸來共享資訊，這樣就不用每天進行

如此煩瑣的同步工作（當然，你還是得刷牙）。

無論使用 Wi-Fi或 3G iPad，都可以利用雲端服務來同步電腦與 iPad

上的資料（如要瞭解什麼是雲端服務，請參考最近的側邊欄：「大家

說的雲端是什麼？」）。這個方案或說明如何善用 Apple所提供的雲端

服務：MobileMe。在本方案中，你可以透過 MobileMe同步電腦與

iPad上的聯絡資訊、行事曆及書籤。

若你已有 MobileMe帳號且用它來同步電腦與 MobileMe間的聯絡資
訊、行事曆及書籤，便可以跳過下面這兩節說明，直接跳到「剪斷傳

輸線」一節。要不然，請繼續閱讀下去。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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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腦進入雲端

有了 MobileMe帳號之後，必須先將電腦上的個人資訊與 MobileMe

同步，然後 iPad才能由 MobileMe 取得資訊，方法如下：

在 Mac上• ，可同步「通訊錄」中的聯絡資訊、iCal的行事曆，以

及 Safari的書籤。

在 Windows 上• ， 可 以 同 步 Microsoft Outlook 2003、2007 或

2010（32位元）、Vista Contacts或「Windows通訊錄」內的聯

絡資訊。你也可以同步 Outlook上的行事曆；若使用其他行事

曆程式，且要用其中的行事曆內容與 MobileMe同步，則必須先

將行事曆轉移到 Outlook上。你還可以同步 Internet Explorer或

Safari上的書籤（沒錯，Apple提供 Windows版本的 Safari）。

如果你目前已有 MobileMe 帳號，並用它來同步 Mac 或 PC 與
MobileMe，請直接跳至後面的「剪斷傳輸線」。

當電腦與 MobileMe間的資訊同步之後，就可以在電腦上用現有任何
一個網頁瀏覽器取用這些資訊。只要到www.me.com網頁登入即可。

附註

秘訣

大家說的雲端是什麼？

「雲端」出自那些與世隔絕的電腦宅男之口，現在為大眾所廣用。其實它不過就是指區域網路

外網際網路上的某處。這個字詞起源於網路管理專業人士有時倦於閱讀路由器紀錄時所繪製的

網路圖上所使用的雲狀符號。就像真實世界的雲一般，虛擬雲端是個無形的物件 - 你進入到無

法看出是什麼的東西。

在此方案中，雲端代表儲存你 iPad上個人資訊的 Apple伺服器，讓你可以隨處自網路上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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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MobileMe同步Windows PC：

選取「開始」>「控制台」，打開控制面板。11 

在「網路和網際網路」中，選擇 MobileMe控制台。21 

使用 iCal搭配全新 MobileMe行事曆

以往，當你付費加入 MobileMe且告訴 iCal與 MobileMe同步時，存放於 iCal上「在我的 Mac 

上」群組的事件就會與 MobileMe同步。但是到了 2010年，Apple改變 MobileMe行事曆的工

作方式，並提供升級程序，將已同步之「在我的 Mac上」行事曆搬移到 iCal全新的 MobileMe

群組中。你可能已經收過來自 Apple的電子郵件，說明如何升級你的 iCal行事曆。

不過，這個升級程序僅適用於「在我的 Mac上」行事曆之前已與 MobileMe同步過的情況。

要是你使用 iCal但「在我的 Mac上」行事曆尚未與 MobileMe同步過，若要讓它與 iCal同步，

就必須先輸出每一個「在我的 Mac上」行事曆，再將它們輸入新的 MobileMe行事曆。以下

說明如何使用：

在 iCal上，選取「在我的 Mac上」群組行事曆，然後選取「檔案」>「輸出」>「輸出⋯」。11 

在隨即出現的視窗中，為輸出的行事曆命名，然後選擇其在 Mac上的儲存位置（這只是暫21 
時性的）。

在 iCal上，選擇「檔案」>「新增行事曆」，然後自「新增行事曆」子選單中選擇你的31 
MobileMe帳號。此時，在 iCal的側邊欄中，MobileMe群組內會出現一個全新未命名的行 

事曆。

為此尚未命名的行事曆重新命名。剛剛輸出「在我的 Mac上」行事曆的名稱，不妨直接用41 
在新行事曆上。

選擇「檔案」>「輸入」>「輸入⋯」，選擇你想要輸入的行事曆，然後按下「輸入」按鈕。51 

在隨即出現的「加入事件」視窗中，自彈出式選單中選擇剛剛新增的 MobileMe行事曆，61 
然後按下「好」。

完成最後一個步驟時，iCal就會將行事曆輸入新增的 MobileMe行事曆。以後，任何加入這個

行事曆中的事件都會自動與 MobileMe同步。若你想要的話，也可以刪除你已經自 Mac輸出

的行事曆，並在 iCal側邊欄中取消選取「在我的 Mac上」舊有版本的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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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ad上與 Dropbox同步檔案的操作不同於在電腦上的做法。在電
腦上，Dropbox中的檔案會自動同步，但是在 iPad上，檔案則是在
需要時同步。你必須先在 iPad上將任何想要同步的檔案標記為我的
最愛，然後才能進行同步，我們會按照該順序示範這些步驟。

取得軟體：

前往 www.dropbox.com註冊免費的 Dropbox帳號。11 

下載適用於你作業系統的版本（Mac、Windows或 Linux）。21 

從 App Store下載適用於 iPad的免費版 Dropbox應用程式。31 

登入到 Dropbox：

點一下 Dropbox的圖示啟動 Dropbox。11 

你會看到登入畫面（圖 2.4）。

附註

圖 2.4
Dropbox 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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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用來註冊 Dropbox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點一下 Log 21 
in（登入）。

接著會看到 Welcome to Dropbox!（歡迎使用 Dropbox！）畫面 

（圖 2.5）。

附註

圖 2.5
Dropbox歡迎畫面。

我的 Dropbox圖示

點一下 My Dropbox（我的 Dropbox）圖示。31 

這時會出現 My Dropbox（我的 Dropbox）彈出式視窗（下一頁

的圖 2.6）。（你的實際檔案夾和檔案可能看起來有所不同。）
Dropbox會自動建立 Photos和 Public檔案夾；這些檔案夾具有

特殊的屬性和用途。

你可以點一下任何檔案列表，包括 My Dropbox（我的 Dropbox）彈
出式視窗，左下角的加號建立新檔案夾。

My Dropbox（我的 Dropbox）是 iPad上 Dropbox的核心。你使用 
該應用程式所做的任何事情幾乎都是從 My Dropbox（我的 Dropbox） 
開始。

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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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烹飪方案
 難易程度 簡單

 所需軟體 Epicurious Recipes & Shopping List 3.0 應用

程式（免費）、BigOven 應用程式（免費）、

Apple的 iPad版 Pages（9.99美元）

 iPad型號 任一款

 其他硬體 廚房與照相機（非必要）

本方案內容包括：使用 Epicurious和 BigOven應用程式來尋找食譜、

將想要嘗試的食譜設定為喜愛項目、用電子郵件分享食譜，以及在

iPad版的 Pages中剪輯製作自己的食譜。

用 Epicurious尋找食譜
在 iPad問世之前，就有各種食譜可使用，像是印刷精美的烹飪和美

食雜誌，有些還提供一樣精美的網站，另外還有專為廚師和美食家設

計的大型社群網站。現在仍然有很多這樣的資源，但也因為資源太多，

要找到適合的食譜是相當不容易的。

還好，有許多 iPad應用程式可以讓你省時省力。Epicurious.com是

Epicurious雜誌的網站，它的 iPhone應用程式最近推出了 iPad版 

本。這款免費的應用程式（可以從 App Store下載）讓你輕鬆地瀏覽

或搜尋數千種食譜，內容提供者包括 Gourmet and Bon Appetit雜誌、

專業廚師、熱門食譜，以及著名餐廳等。使用方法如下：

用 Epicurious來瀏覽食譜：

點一下 iPad上 Epicurious的圖示啟動應用程式。11 

在 Epicurious 啟動畫面之後，主畫面隨之出現，跳出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彈出式視窗，其中 Featured（精選）分類下顯

示食譜（圖 2.44）。

食譜類別會隨季節變換，所以你的 Control Panel（控制面板）會

和圖上的畫面不一樣。它也可能會顯示其他收費功能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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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一下畫面右方全尺寸圖片的連結。61 

圖片本身會出現在 Safari中。

點一下並按住圖片。71 

此時會出現兩個選項按鈕（圖 2.86）。

圖 2.86
你可以將任何網頁圖

片儲存在 iPad的「照

片」應用程式中。

點一下「儲存影像」。81 

圖片會儲存到 iPad的「照片」應用程式中。在第一代 iPad上，

你可以在「儲存的照片」相簿裡找到它；在 iPad 2上，它會儲存

在「相機膠卷」相簿裡。

在 Safari畫面左上角，點兩次 Back（返回）按鈕。91 

「Google圖片」的搜尋結果會再次出現。請注意搜尋結果上方的

搜尋欄位（你可以在之前的圖 2.84看到它）。你將會使用這個欄

位來進行其他的圖片搜尋。

刪除搜尋欄位裡的原有的關鍵字，搜尋 name tag（名牌），然後101 
在搜尋結果中找到適合的圖片並儲存起來。

搜尋 photography（照片），然後選擇適合的圖片並加以儲存。111 

搜尋、選擇義大利國旗的圖片，然後加以儲存。121 

按一下 iPad的主畫面按鈕以關閉 Safari。131 

即使你關閉 Safari，它仍會保留你原來瀏覽的頁面，所以你先前的翻
譯結果並不會消失。事實上，你將會在本方案後面的部分繼續使用這

些資料。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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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GarageBand的圖示。

取得應用程式：

從 App Store上購買 GarageBand應用程式，可以直接用 iPad購• 

買或用電腦上的 iTunes購買。

圖 3.1為這應用程式的圖示。

你可以在電腦的網頁瀏覽器中輸入以下的網址，它便會在 iTunes

中開啟該應用程式在 App Store上的頁面：

http://itunes.apple.com/us/app/garageband/id408709785?mt=8 

作曲前的準備

當你開啟全新安裝的 GarageBand時，它會為你建立一首新歌曲，

並顯示樂器畫面（圖 3.2）。如果你看到的不是下圖這個畫面，你需
要自己創作一首新歌曲。

圖 3.2
樂器畫面，在這個畫

面中，你可以選擇要

彈奏與錄製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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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在某歌曲畫面中，點

一下 My Songs（我

的歌曲）按鈕帶你回

到 My Songs（我的

歌曲）畫面。

如果你看到是類似在某首歌曲的畫面，點一下左上角的我的歌• 

曲按鈕（圖 3.5），然後點一下我的歌曲畫面下方的 New Song 

（新增歌曲）圖示，再從接下來出現的彈出式視窗中，點一下

New Song（新增歌曲）按鈕（如圖 3.3所示）。

如果你看到的是如圖 3.2所示的 Instruments（樂器）畫面，恭• 

喜你：GarageBand已經為你準備好新歌曲，而你也可繼續下

一步了。

到這一步，不管你打開 GarageBand看到的是什麼畫面，你現在

要看到的就是 Instruments（樂器）畫面。若一切無誤，就挑一種

樂器來彈奏吧！

挑把吉他：

在樂器畫面，向左滑動直到你看到 Smart Guitar（智慧型吉他）11 
的圖示，並輕點一下圖示。

此時會出現 Smart Guitar（智慧型吉他）的畫面（圖 3.6）。在這
個畫面上，你可以挑選不同種類的吉他、調整音高與節奏速度，

以及設定其他種種選項。最棒的是，Smart Guitar（智慧型吉他）

預設就提供種種和弦伴奏，你可以輕鬆彈奏不用害怕彈錯任何一

個音符。



227製作影片方案

從影片開始著手：

如果你的 iPad還沒安裝 iMovie軟體，請上 App Store購買（筆者11 
寫作時的售價是 4.99美元）。

點一下 iPad主畫面螢幕上的 iMovie圖示。進入 iMovie後，你會21 
看到如圖 3.55的 My Projects（計畫案）畫面，這就好比是你所

有的影片作品的展示廳。

圖 3.55
iMovie的計畫案畫

面，正等著播放你的

第一部作品。

依照出現的指示，點一下螢幕中間的 + 符號，新增一個計畫案。31 

此時會開啟一個全新的 My Project（計畫案）畫面（如圖 3.56）。
畫面的左上角會出現可以添入你計畫案的內容。以圖 3.56來看，

這是利用 iPad攝影機拍攝並輸出到「相機膠卷」的一小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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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計畫案中加入一些視訊畫面，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或多 41 
項）操作：

輕點某一個視訊剪輯片段• 。這時所選取的剪輯片段外框會顯

示為橘色，中間會出現一個彎曲箭頭。再點一下這個箭頭，

iMovie就會將這個剪輯片段移動到螢幕畫面底部的時間列裡。

輕點相機圖示來選取靜態的照片• 。藉此查看 iPad 2中存放的所

有照片，並找出你想加到時間軸的靜態照片，附帶一說，這也

是製作幻燈片的好方法。下一頁的圖 3.57呈現的是時間軸裡
同時有剪輯片段以及靜態照片的計畫案。

輕點攝影機圖示來錄製影片並直接匯入時間軸• 。你現在也就是

從 iMovie中取用「相機」應用程式的全部功能，無論是前方

圖 3.56
新的「計畫案」，正

等著你接下來的創作

與編輯。

可取用的內容 相機圖示

點一下以更改設定。

點一下以加入

背景音樂。

點一下以調整

音量設定。

時間軸 點一下以錄製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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