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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Facebook 帳號後，可以開始建立專屬您的 Facebook，
現在就來找尋親朋好友，然後把他們通通加進來吧！

1 找尋認識的人加為好友

影音示範教學

 於 Facebook 首頁 畫面上方搜尋欄位按一下滑鼠左鍵，輸入朋友
的名稱或電子郵件，接著清單中會顯示相同名稱的人員名單，您

可依照大頭貼來分辨朋友，然後進行選按。

01

 進入該位朋友的個人 動態時報 畫面，接著按 加朋友 鈕，接下來
就等朋友回覆即可。

1

2

可以按 查看更多有關「XXXX」的結果 搜尋更多名單。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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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小提示
1. 在搜尋欄位中輸入朋友名稱卻找不到朋友名單時，建議可以在
朋友名稱後方輸入一個半型空白，再輸入朋友相關的關鍵字，

例如：公司名稱、英文名字或暱稱...等即可幫助您快速找尋到
朋友。

2. 在加了第一位朋友後，想要再輸入其他人，可於 首頁 畫面右側 你
可能認識的人 項目下，依所建議的名單選按 加朋友 加入已認識
或是想認識的朋友，而這些名單其實來自於目前您朋友名單中的

朋友。

 選按 顯示全部，可瀏覽更多朋友建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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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Facebook 首頁 畫面左上角，當  朋友邀請通知 有新邀請進
來，會以紅底白色數字顯示，這時選按  。

01

Facebook 提供方便的通知系統，當有新朋友想加您為好友時，
在 朋友邀請通知 圖示上就會顯示通知。

2 確認朋友的邀請

影音示範教學

 在 朋友邀請 清單中確認是否為所認識的朋友，沒問題的話只要按 
確認 鈕即可加入成為朋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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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發佈的相片，都會在 Facebook 相片 畫面中整理成縮圖呈
現，並歸類為 你的相片 與 相簿 二類。

2 瀏覽相片或相簿

影音示範教學

 於 Facebook 首頁 左側 最愛 功能區，選按 相片 進入 相片 畫面。
當選按 你的相片 時，會顯示您所發佈的全部相片縮圖，若是要進
行單張相片調整、增加相片說明、標註標籤地點，可在此畫面，直

接選按要調整的相片縮圖即可 (調整的方式可參考 p3-8說明)。

01

 如果選按 相簿，您之前所建立的相簿，會以縮圖方式全部整理在
這裡。可以直接將滑鼠指標移到某一個相簿縮圖上，會自動預覽

裡面的相片內容，也可以直接選按，開啟想要瀏覽的相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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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想瀏覽的相簿後，可進入相簿中以全螢幕方式瀏覽每一

張相片。

3 瀏覽大尺寸及高解析度相片

影音示範教學

進入個別相簿畫面，在其中一張相片縮圖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就會進入

該張相片的瀏覽畫面，於相片左右側選 、  鈕可瀏覽上一張或下一張相
片，如果要結束瀏覽，只要按  鍵或右上角  鈕即可關閉。

以正常模式瀏覽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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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螢幕」瀏覽相片

如果覺得相片瀏覽的畫面太小，可以用全螢幕的方式進行瀏覽。

 進入該張相片的瀏覽畫面後，於下方選按 選項 \ 全螢幕模式。01

 這時會以 全螢幕 模式，透過一張張如同投影片的效果來呈現相
片。於相片左右側選按 、  鈕可瀏覽上一張或下一張相片。如果
要結束全螢幕的模式，只要按  鍵或右上角  鈕即可關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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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傳到 Facebook 上的相片，加上說明、地點與時間資訊不但
是記錄生活的好方法，朋友瀏覽時也能更能感受每張相片所帶

來的故事。

4 編輯相片說明、地點與時間

影音示範教學

 進入個別相簿畫面，選按要加入說明的相片。01

 在開啟相片瀏覽的畫面中選按 增加相片說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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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朋友 的 所有朋友 畫面，將滑鼠指標移到某個朋友右側的 朋友 
鈕上，於清單中選按 摯友 並呈勾選狀，即表示這個人已整合到該
名單中，並發現原來 朋友 鈕多了一個黃色星星圖示。

02

將朋友新增到 摯友 名單時，預設會自動核選 接收通知，這
樣一來這位朋友於 Facebook 的一舉一動您均會收到通知。

了解名單的用途後，接下來就以內建的 摯友 名單為例，學習
如何將您身邊關係密切的朋友加進去。

3 將麻吉好友加入摯友名單

影音示範教學

 於個人 動態時報 畫面選按 朋友，預備將朋友新增到內建的 摯友
名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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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比較沒有交集的朋友，可以透過 點頭之交 名單整理，
如此您的動態消息中，他們的消息便會較少出現。

4 不常聯繫的朋友放一起

影音示範教學

 於個人 動態時報 畫面選按 朋友，預備將不熟的朋友整理在一起。01

 於 朋友 的 所有朋友 畫面，將滑鼠指標移到某個朋友右側的 朋友 
鈕上，於清單中選按 點頭之交 並呈勾選狀，即表示這個人已整合
到該名單中，並發現原來 朋友 鈕多了一個像  名片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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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的名單如果無法讓您妥善管理朋友，也可以根據本身的

交友關係，自行建立符合個人需求的名單。

5 將朋友加入新名單

影音示範教學

 於個人 動態時報 畫面選按 朋友，預備將朋友新增到自行建立的名
單當中。

01

 於 朋友 的 所有朋友 畫面，將滑鼠指標移到某個朋友右側的 朋友 
鈕上，因為這裡要自行建立一個新名單，所以於清單中選按 加到
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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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5.indd   6 2014/2/11   下午 03:13:49



6-2

本書前面提到可於電腦瀏覽器中使用 Facebook，但侷限在電

腦裝置上還是有不方便之處，如果出門旅遊、用餐時，也想

透過 Facebook 取得一些訊息，那該怎麼辦呢？

1 哪種裝置可以用 Facebook

影音示範教學

認識行動裝置

"行動裝置" 是解決這個問題最方便的工具，"行動裝置" 即一般我們常見的智

慧型手機 (iPhone、HTC、Samsung、Sony ...)、平板 ( iPad、iPad MINI、

Samsung Tab...) 等。 

而在這個章節中說明的內容，我們將以 Apple 

的 iPhone 為例來為大家說明在行動裝置上使

用 Facebook 的方式，如果您是其他品牌的裝

置也不用太擔心，其使用的環境大同小異，多

加摸索就可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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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的 iOS 與 HTC、Samsung 的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Smart Phone)，指的是擁有獨立行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
應用軟體、遊戲...等來擴充手機更多元的功能。目前市面上，智慧型手機
行動作業系統有谷歌的 Android (安卓) 系統、蘋果的 iOS 系統、微軟的 
Windows Phone 系統...等，這些智慧型手機雖然系統不同，但都可透過裝
置上的瀏覽器或應用軟體來使用 Facebook，讓您的生活與 Facebook 更加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在此也先針對 iPhone 的 iOS 系統與 HTC、Samsung...等其他品牌常用的 
Android (安卓) 系統使用畫面加以說明：

iPhone 手機 iOS 系統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畫面

HTC、Samsung 手機 Android 系統的 
Facebook 應用程式畫面

常用的工具鈕：動態消息、交友邀請、
訊息、通知、更多，是在畫面下方。

常用的工具鈕：動態消息、交友邀請、訊
息、通知、更多，是在畫面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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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App (軟體)，讓您可透過手機於 Facebook 更新近

況、瀏覽動態消息，以及查看朋友的動態時報。

 費用：免費 (費用資訊以蘋果商店最新公告為主)

 關鍵字：Facebook、臉書、聊天。

 適用平台：iPhone、iPod touch、iPad，iOS 6.0 或以上版本。

下載並安裝軟體

開始操作之前，先確認手機畫面上方是否有  圖示，保持網路為連線狀

態，然後前往蘋果商店 (App Store) 下載軟體，再進行安裝的動作，才可

以順利執行。

手機版的 Facebook 與電腦版的操作方式大同小異，先下載

並安裝相關軟體後，就可開始使用囉！

2 安裝並開啟 Facebook

影音示範教學

 於 iPhone 手機 主畫面 點一下  蘋果商店 (App Store) 圖示進

入蘋果商店的畫面。
01

網路為連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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