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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到底是什麼？
又有什麼方便之處呢？

只要使用者身處可上網的環境，手邊又有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這類的終

端設備，「隨時隨地」都能使用與處理同一筆資料──這種電腦使用方

式就稱為「雲端運算」，而提供這種環境的服務就稱為「雲端服務」（之

後簡稱雲端）。其實資料是由網路上的伺服器群進行保管與處理，但使

用者不需要理會如此細節的部分，只需要將注意力放在「雲端」兩字，

就能輕鬆完成之前那些費時費力的處理。

電腦 iPhone Android

雲端運算
只要能上網，手邊又有終端設備，隨時都能取用同一筆資料。

雲端服務
不需理會資料的儲存位置，即可進行資料的儲存與處理。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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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 Google帳戶？

Google 帳戶註冊畫面選擇您的使用者名稱

這 裡 指 定 的「 使 用 者 姓 名 + @gmail.
com」將是您的 Google 帳戶，也將成為
Gmail 的電子信箱位置。可在此輸入半形
英數字、點、數字，字數可以是 6 ∼ 30
個字。如果已經註冊了帳戶，或是過去

曾使用過的使用者姓名，就無法重複使

用。此外，如果要使用 Gmail 這項服務，
使用者名稱之後就不能修改。

建立密碼

輸入八個字以上的半形英數字，最好是不

易被猜中的組合，也不要是其他服務使用

的密碼。密碼可在取得帳戶之後修改。

生日、性別

基本上後續無法修改，請慎重地輸入。

除了教育機關適用的服務之外，必須年

滿十三歲才可以註冊帳戶。

行動電話、您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

這兩個欄位的資料不一定要輸入，但之

前若曾註冊過電子信箱，建議將該信箱

輸入「您目前的電子郵件地址」的欄位，

之後即便忘了帳戶的密碼也能透過此一

設定重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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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電腦存取雲端硬碟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由個人電腦的瀏覽

器存取「Google 雲端硬碟」（https://drive.google.com/），除了可

下載、上傳檔案，也可直接透過瀏覽器新增或編輯文件、簡報、試算

表這類 Google 文件格式的檔案。可即時顯示所有修改的內容，與多

人同時線上編輯，是 Google 雲端硬碟最大的特徵之一。另一個則是

利用 Windows 或 Mac 的「Google 雲端硬碟」應用程式（參考第 54 

頁）存取 Google 雲端硬碟。這個方法可讓個人電腦的檔案與 Google

雲端硬碟的檔案進行同步更新。

可與共用檔案的對象同時編輯檔

案。正在參照的儲存格或已編輯

的資訊，都會即時在線上反映。

可直接在線上新增圖表、

嵌入地圖，但無法由行動

版瀏覽此檔案。

可與開啟同一

檔案的使用者

進行線上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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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Google雲端硬碟
與個人電腦同步更新

①下載 Google 雲端硬碟
利用瀏覽器進入 Google 雲端硬碟，再點選「下載 Google 雲端硬碟 PC 版」（Mac 系統則
點選「下載 Mac 版 Google 雲端硬碟」。

②安裝 Google 雲端硬碟
依照畫面指示安裝。「進階設定」可選擇要同步更新的資料夾，或是選擇同步更新的對 
象。安裝之後也能變更這些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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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啟 Gmail的設定畫面？

開啟電腦版的 Gmail 之後，可點選畫面
上的「設定」。從智慧型手機存取的電腦

版將進入舊版瀏覽器適用的畫面。

智慧型手機不能設定的選項，在此就能

設定。這裡有許多使用 Gmail 的初期設
定，建議大家稍微記一下這些選項。

Android 版的「Gmail」雖然可進行大部分的設定，但 iPhone 版或

Android 版的應用程式畢竟無法設定所有有關 Gmail 的選項。如果

想透過 iPhone 或 Android 設定 Gmail，建議從瀏覽器連接電腦版

的 Gmail。第一步先從瀏覽器連往「Gmail」（https://mail.google.

com/），此時將進入行動版的 Gmail，點選畫面最下方的「電腦版」

之後，就可以點選畫面右上角的「設定」。雖然每種瀏覽器所能顯示的

畫面不一樣，能設定的 Gmail 選項也不同，但從這個畫面幾乎就能設

定所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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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資料夾建立標籤？

要建立階層化的標籤，可套用「父標籤

/子標籤」這種以斜線作為區隔的設定。
不過這樣的階層設定還不夠淺顯易懂，

建議從個人電腦進行設定。

階層化之後的標籤也將反映在 APP 版
的「Gmail」裡。如果希望資料夾可隨著
自己的心意排列，建議在標籤前方標上 
數字。

使用 Gmail 的「標籤」功能即可進行資料夾式的管理。第一步，讓我

們先試著建立新標籤吧！標籤的管理可從個人電腦版的 Gmail 設定畫

面（參考第 88 頁）的「標籤」頁籤進行。此外，標籤也可設定為階層

結構。從個人電腦的設定畫面進行設定階層結構比較簡單，但如果想

從 iPhone或 Android進行設定，可採用「父標籤 / 子標籤」這種以「/」

進行分隔的格式新增標籤。標籤的順序通常由 Gmail 自行排列，如果

想要隨自己想法排列，建議在標籤名稱前方加上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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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tream功能
確認社交圈的發文

iPhone 版可從應用程式首頁確認發文內
容，Android 版則可從導覽列選擇「首
頁」選項來確認。

確認發文內容時，除了能以社交圈為單

位，也可以使用定位資訊確認周邊人士

或是目前熱門的發文。

所謂「Stream」指的是依照時間軸排序發文內容的功能，iPhone 版

的 Google+ 可從應用程式首頁確認發文內容，而 Android 版則可從

導覽列點選「首頁」選項，確認所有發文內容。喜歡的發文可以加上

註解，或是標記成「+1」來轉發。Stream 功能可以社交圈為單位來

確認發文內容，也可以根據發文位置確認所在位置附近的發文。如果

從「附近」或「趣事」社交圈裡找到氣味相投的使用者，不妨將對方

加入自己的社交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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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人電腦
使用 Picasa 網路相簿

如果不想分享某些照片，可先看

看照片是否已設定為「線上檢視：

只有你」。

圖中為同時支援 Windows ／ Mac 的專用軟體「Picasa」。只要讓電腦內的所有圖
片都與「Picasa 網路相簿」同步，即可將「Picasa」當成簡易版的儲存空間使用。

如果想將「Picasa 網路相簿」當成備份空間使用，可
從「工具」→「選項」裡，將「預設上載大小」設定

為「原始大小（上載速度最慢）」。如果想節省儲存 
空間，可在註冊 Google+ 之後，將這個選項設定為 
「最適合用於網路分享（204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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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Evernote帳戶

從 App Store/Google Play 安 裝「Ever-
note」，再點選「建立帳戶」即可申請免
費帳戶。

雖然需要填寫的資料只有三筆，但別忘

了閱讀服務條款。密碼需要設定六個字

以上的長度。

要取得「Evernote」帳戶十分簡單，只需要先在 iPhone 或 Android

手機裡安裝「Evernote」（Evernote/ 免費）官方 APP，然後在啟動

後點選「建立帳戶」，確認服務條款後再輸入「電子郵件」、「Evernote

使用者名稱」以及「密碼」，就能成為 Evernote 的免費會員。但要注

意的是，免費會員無法變更使用者名稱。如果需要修改使用者名稱，

就必須匯出所有資料以及關閉原有的帳戶，然後重新申請另一個帳戶，

然後再將資料重新匯入，但如果是付費會員，只需要向 Evernote 申請

修改使用者名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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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ndroid
使用 Evernote

啟動 Evernote 之後，點選 Evernote
的 LOGO，或是將畫面由左向右滑
動，就能開啟導覽列介面。

可利用記事本（參考第 163 頁）
整理記事，以及進一步利用「堆

疊」（參考第 165 頁）整理記事本。

新增或搜尋記事這類基本功能都可透過官方 APP「Evernote」（免費）

完成，而 Android 版的最大特徵就在於能快速地進行進階搜尋。除了

可以搜尋記事本、標籤的建立、更新日期這些基本項目，還能利用記

事的定位資訊與目前所在位置的距離進行搜尋，更可搜尋確認方塊已

經打勾的記事。一旦 Evernote 裡的記事越來越多，對這些記事的印象

也將越來越模糊，因此搜尋功能是極為必要且好用的。Android 版最

不方便之處在於無法建立插有附件的文字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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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box的功能

使用 iPhone與 Android版的「Dropbox」
（免費）以及利用瀏覽器瀏覽 Dropbox
首頁，都能檢視 Dropbox 內的檔案。

iPhone 版的 Dropbox 可從程式的預覽
畫面裡檢視檔案，或是取得公開用的連

結，當然也能一覽資料夾裡的照片。

「Dropbox」（https://www.dropbox.com/）是一種功能豐富的雲

端儲存空間服務，除了可供檔案上傳以做備份之需，還可以用來同步

更新個人電腦之間的檔案，更棒的是還能利用 iPhone 或 Android 存

取上傳的檔案。此外，Dropbox 搭載許多專為智慧型手機設計的功 

能，可說是同時充分支援個人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超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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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免費使用？

是的，只要註冊 Dropbox 的帳號，就能擁有 2GB 的免費空
間。如果覺得 2GB 的免費空間不夠用，還可以付費追加空間。
100GB 的年費為 99 美元、200GB 為 199 美元，500GB 則
為 499 美元（於本書撰寫期間的資訊）。此外，檔案的更新歷
程將記錄三十天之久，不小心刪除的檔案可隨時還原（參考第
207 頁）。此外，如果購買「Packrat」（年費 39 美元），將可
無限延長更新歷程的記錄期限。

可以上傳哪些檔案？

只要儲存空間允許，可上傳任何一種檔案。不過要注意的是，
某些作業系統對能用來命名檔案的字元有所限制，而這樣的限
制可能導致檔案無法順利上傳至 Dropbox。有問題的檔案可
至「https://www.dropbox.com/bad_files_check」確認相
關資訊。

如何分享資料夾與檔案？

Dropbox 預備了兩種分享的方式，一種是分享資料夾（參考
第 204 頁），這種分享方式最適合於請其他 Dropbox 使用者
編輯檔案，共同進行作業時使用。另一種分享方式，則是取得
資料夾或檔案的連結（參考第 202 頁）。雖然這種分享方式無
法直接編輯資料夾或檔案，但卻很適合一次向很多人公開檔
案。此外，Dropbox 雖然沒有內建以電子郵件傳送檔案的功
能，但仍然可從 iPhone 或 Android 將檔案夾在電子郵件裡
傳送（參考第 206 頁）。

ACV028500.indb   185 2013/10/18   下午 05:24:12


	頁面擷取自-組合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