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齡族的Q & A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瞭解各種基本名詞的意義。

Q  16G、32G、64G這是什麼意思啊？
16G跟 32G，就是 iPad的儲存容量，後面的 G，是計算容量的單位，就
像買房子，有 16坪跟 32坪可以讓您挑選，32坪比較大，可以住比較多 
人，放比較多東西，數字越大，就跟坪數越大是一樣的道理。

Q  Wifi是什麼呢？
Wifi的念法是這樣「Y-five」，就是「無線
上網」的意思，就像以前我們家裡的電話

都要接線，但現在都用無線電話，上網也

是這樣。

跟無線電話一樣，無線上網也不是每個地

方都可以上網，到每個地方（如車站、咖

啡店），大部分都會貼在入口處，您可以認

明類似以下這種標誌，有寫的話就是可以

上網。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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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瞎米是 Facebook？
Facebook，有人把它的中文講做「非死不可」。它也是一個「網站」，不過
是一個交朋友的網站，就像「社區公佈欄」，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隨時

的去把要給大家看的消息，貼在這個公佈欄，朋友們只要一上這個公佈欄

就可以看到各種消息，您可以貼消息，也可以只有看，還可以在上面發表

意見，所以有時候會一直黏在那邊，很花時間，「非死不可」。

A

Yahoo 
（網路的大潤發或家樂福）

Google 
（網路的 104）

xi

樂齡族的 Q & A



Q  APP是什麼呢？
APP是一種「應用程式」，在網路的世界裡，可以在 APP的商店裡買到。
您可以把一個一個應用程式想像成一個一個在雜貨店裡賣的「工具」或「用

品」，比如要計算就要買一台「計算機」，要逗孫子開心要買一個「玩具」，

要照相就要買一台「相機」。

A

每一個小方塊，就是一個

APP，也就是提供不同用
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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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基本觀念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學會寫電子郵件 E-mail的基本觀念。

看過這樣的一條內容嗎？中間有一個@符號隔開的東西。這是什麼呢？

kellychen1234@gmail.com

jassicawu@yahoo.com.tw
=門牌 /住址

讓我們來想一想，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您要收信或寄信，首先，必須要申請一個

住址，有一個門牌號碼，這樣郵局才知道要把信寄到哪裡。

在收信寄信之前，一定要先向「郵局」申請這一條地址（申請方法請參考「附錄」，

一開始您可以先請孩子、朋友或店員幫忙申請並設定好），這一條我們稱呼它為

「Email帳號」或「Email電子郵件信箱」。

當您要寫信給別人時，也要先問他「您的 email帳號是什麼？」或當他報出這一
條後，才知道信要寄到哪裏去！

kellychen1234@gmail.com

jassicawu@yahoo.com.tw
Email帳號 / Email電子郵件

相關單元

電子郵件信箱的申請方法，可參閱

附錄 / 申請電子郵件信箱 
一開始可以先請孩子、朋友或店員幫忙申請並設定

好，讓您可以直接收發信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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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認識電子郵件信箱

Email帳號 / Email電子郵件信箱

kellychen1234@gmail.com

我們以上述這條 Email電子郵件信箱為範例，中間的 @符號叫做「小老鼠」，
以這個符號隔開前後，前面是您可以「自己取的名字」，後面則是「郵局名稱」。

小老鼠

自己取的名字 郵局名稱

小老師時間

kellychen1234@gmail.com
jassicawu@yahoo.com.tw

這兩條後面，為什麼有的是 gmail，有的是 yahoo，
有什麼不一樣？

Q

喔喔！這就像寄東西，可以去郵局

寄，也可以去 7-11寄。

這些都是不同家的民營郵局，一家

叫做 gmail，一家叫做 yahoo，有很
多家為您服務，您可以挑一家喜歡

的，跟它申請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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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網路基本名詞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學會網路的基本名詞。

「您就點那個網址就會進到首頁了啊？」

「網頁打開了沒？」

「有把那個超連結點下去就對了？」

「您是用什麼瀏覽器？」

當您開始使用網路，可能會常聽到這些名詞，然而它們是什麼意思呢？

01  名詞定義
 � 首頁 / 每個網站的第一頁。

就像我們到公家機關，都會先到一個「綜合服務櫃臺」，

或到醫院要先到櫃臺「掛號」，然後再搭電梯到 3樓、5
樓或其他地方辦事，首頁就是類似這種地方。

 � 網頁 / 網站裡除了首頁的其他頁。

就像到公家機關辦事，稅捐處可能有分 1~9樓，每一層樓
都有不同的服務內容，網頁也類似這樣，每一個網站可能

會有很多頁，就像一個單位分很多樓層，提供不同服務。

 � 超連結 / 點按就可以跳出其他頁面的地方

您可以把超連結想像成「電梯的按鈕」，想到幾樓，就把按鈕點

下去就對了。在網路的世界也是一樣，點下「超連結」，就可以

跳出其他頁面。

 � 瀏覽器 / 上網的交通工具。

把瀏覽器想像成「城市裡的交通工具」，比如要從家裡去郵局辦

事，可以搭公車、走路、騎車、開車⋯方式很多，而您要上網

也是這樣，得靠一個叫做「瀏覽器」的東西。

跟交通工具一樣，瀏覽器也很多種，例如：Internet Explorer（簡
稱 IE）、Safari⋯ 

要上網前，就要先找找看，您用什麼「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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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進入與認識上網畫面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進入與認識上網畫面。

01  用 iPad的瀏覽器 Safari上網
在 iPad中，使用「Safari」這套瀏覽器上網。由於上網是經常使用的功能，所以
被放在常用四顆按鈕的最左邊。您可以記一下這個圖示，是一個「指南針」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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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必需事先

設定好才會出現

喲！！

注意

02 認識 Facetime畫面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認識 Facetime的畫面。

順利進入 Facetime的畫面了嗎？

再檢查一次，是不是看起來就像畫面中的這個樣子呢？

右邊如果沒有名單的話，點選

一下右下方的人頭，注意到了

嗎？它就像是我們的電話薄一

樣，點按後就會出現親朋好友

的名單了！

右邊會看到親朋

好友的名單

左邊會看到的

是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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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傳簡訊給家人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學會用 iPad傳送簡訊。

有時候就是這麼不湊巧，想打電話給女兒，但是她說工作正忙著呢！

但您只是要提醒她今天早點回家吃飯而已，該怎麼辦呢？

只要傳個簡訊就可以囉！利用 iPad和 iPhone的「iMessage簡訊」功能互傳簡訊，
不僅簡單，而且也是免費的喔！（當然，您也要確定他已開通了 iMessage功能。）

首先，在 iPad桌
面上，找到一個

像漫畫對話框一

樣的綠色圖案，

輕點它打開！

1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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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尋找APP應用程式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利用搜尋功能找到想要的 APP應用程式。

就像超級市場裡的產品有成千上百種，蘋果商店裡的

APP應用程式也有成千上萬種，一個一個找也太慢了，
要怎麼快速找到方便的 APP應用程式，像是「計算機」
呢？這時我們就可以善用「搜尋」的技巧！

01  找到「店內搜尋」功能

1

2

當我們進入到商店的畫

面後，有一個灰色的放

大鏡，寫著「店內搜

尋」。

輕點一下會出現一個閃

動的直線（游標），這

時鍵盤就會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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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看影片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利用 PPS觀賞喜歡的影片。

還記得我們用「類別」，或是用「搜尋」功能找到的影片嗎？

找到影片後，就可以泡杯茶，準備盡情地享受 iPad的影音世界囉！

01  欣賞想看的影片

點按選單上的集數，就

可以不受限制地觀看想

看的連續劇，比看電視

還方便！

點按任何一集您想觀賞的集數， 
不用按照順序喔 !注意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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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用QR碼免輸入也能查
這個單元可以幫助您：

 ● 利用 QR碼，快速查詢大小事。

在生活中是否曾發現，隨處都可以看到一個像馬賽克的小方塊？報紙上，商品

上，甚至路上的廣告看版裡都能發現它。 

生活中已經隨處可以看到 QR
碼了，它是我們快速查詢資

訊的好幫手！

只要透過 iPad來讀取QR碼，
就能夠馬上得知相關資訊，

或者是直達網站，完全不用

手動輸入，或記住長長的網

址！

這個長得有點像“馬賽克”的

東西，就是 QR Code！也就
是 QR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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