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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與網路工具 \ Chrome - 全方位的瀏覽器，快速又穩定 02

14 
改變網頁內容的顯示比例與全螢幕瀏覽 

隨意開啟任一網頁內容 (如 Google 新聞)，於網址列右側按  鈕，在 縮放 項
目選按  鈕即可放大網頁的顯示比例，多按幾次直到合適的文字大小即可；如
要回復原本顯示比例時，可選按  鈕直到回復 100%。(快速鍵為  +  鍵)

01

選按  鈕即可進入全螢幕模式。如要退出全螢幕模式，請先將滑鼠指標移至
畫面中央上方處出現提示訊息，按 退出全螢幕 (F11) 即可回到正常檢視模式。02

如果覺得網頁中的文字太小不易閱讀時，可利用縮放功能改變網頁內容顯

示的比例。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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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與網路工具 \ Chrome - 全方位的瀏覽器，快速又穩定 02

於網址列輸入您要搜尋的關鍵字，按  鍵。

Chrome 會使用預設的 Google 搜尋引擎找出相關的搜尋結果。(在網址列搜尋
的方法與在 Google 搜尋列的相似，更多的搜尋技巧與說明可參考 Part.03。)

01

02

16 
不用到 Google 首頁也能搜尋關鍵字
Chrome 瀏覽器的網址列除了可輸入與顯示網址，它還整合了搜尋的功能，
只要輸入想搜尋的關鍵字後，即可幫您找到想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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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於搜尋列輸入關鍵

字「京都楓葉」，

按  鍵後再選
按 圖片 項目，會出
現圖片搜尋結果，

接著選按 搜尋工具 
鈕，選按 大小 \ 指
定大小。

01

於視窗中輸入要搜尋的圖片寬度與高度的畫素，再按 開始搜尋 鈕，就可以看到
所有符合指定尺寸的圖片。(將滑鼠指標移至圖片上即可看到該圖片尺寸大小的
標示)

02

24 
搜尋指定尺寸、顏色、類型的圖片
Google 圖片資料庫中收錄幾十億張圖片，如果只以關鍵字搜尋往往無法快
速找到合適的，此時搭配搜尋工具來篩選出需要的圖片。

1

1

2

2

5

3

3

4

25 
搜尋不同使用權限的圖片
網路上搜尋取得的圖片在使用時要特別注意著作權限上的說明，可以在搜

尋圖片時以搜尋工具依不同的使用權限直接篩選。

選按 搜尋工具 鈕後，接著選按 使用權限 
選項，於清單中可以選擇是否可以重覆使

用、修改或是可用於商業用途的圖片篩選

條件。

搜尋圖片時，篩選指定尺寸、顏色、類型...等的方法大同小異，在此示範篩選出圖片實
際大小為 "寬：800 像素"、"高：600 像素" 的圖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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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變更其他的搜尋條件，可以先按 
清除，就會將目前的搜尋條件清除，

這樣即可再重新設定搜尋條件。

小提示 清除 "搜尋工具 " 所設定的搜尋條件

26 
搜尋指定時間長短、品質、來源的影片
關鍵字除了可搜尋圖片，也可以用來搜尋影片，如果只以關鍵字搜尋往往

無法快速找到合適的，此時搭配搜尋工具來篩選出需要的影片。

1

2

選按 搜尋工具 鈕，再選按 長短
不限 \ 4-20 分鐘，就可以篩選出
影片時間長度介於 4-20 分鐘的
影片。

02

現在有許多不同的影片網站，有

時候只想找單一網站來源的影

片，按 所有來源，於清單中選按
網站名稱就可以了。

03

1

2

3

於搜尋列輸入關鍵字「香港叮叮車」，按  鍵後再選按 影片 項目，就會
出現香港叮叮車相關影片。01

1

2

搜尋影片時，篩選指定時間長度或是品質、來源...等的方法大同小異，在此示範篩選出
內容為 4-20 分鐘長度、來源為 youtube.com 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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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7 
搜尋指定學術網或特定機構資料
若只想於學術、政府相關網站搜尋資料，或在某個購物網搜尋產品，都可

以用「site:」來指定。

於搜尋關鍵字後方按一下空白鍵，加上「site:」再加上相關的網站或網域就可以，例如
輸入「快快樂樂學 site:www.books.com.tw」就是於博客來網站中搜尋 "快快樂樂學" 相
關的產品。

「site:」後方的關鍵網址不需要輸入「http://」，除了可以直接輸入網址來做為指定以
外，也可以利用以下的搜尋運算子來指定搜尋或排除相關網域：

搜尋運算子 說明

site:edu 於學術單位網域中搜尋。

site:-edu 搜尋除了學術網域以外的範圍。

site:gov 於政府單位網域中搜尋。

site:org 於財團法人網域中搜尋。

site:edu.tw
於台灣的學術單位網域中搜尋。「.tw」的部分可以替換成各國國碼，常用
的國碼有 hk (香港)、cn (中國大陸)、jp (日本)、ca (加拿大)、uk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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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電子郵件中附加檔案
電子郵件除了可以輸入文字之外，還可以在郵件中插入相片、文件或音

樂...等檔案，以附加檔案的方式進行傳送。

01
開啟新郵件，輸入收件者帳號、主旨及內容後，選按下方  附加檔案 鈕，於 
開啟 對話方塊中選取需要附加的檔案，按 開啟 鈕。

02
選按下方  附加檔案 鈕可以繼續加入其他檔案，檔案會一一上傳，如果按檔
案右側  鈕則是取消檔案的附加，最後再按 傳送 鈕將此包含附加檔案的郵件
寄送出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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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Gmail 支援 10GB 超大附加檔案
一般傳統電子郵件附加檔案大小最多只能到 25MB，不過和 Google 雲端硬
碟整合後，利用 Gmail 寄送 10GB 以內大小的附加檔案都不成問題哦。

01
開啟新郵件，輸入收件者帳號、

主旨及內容後，選按下方  使
用雲端硬碟插入檔案 鈕。

02
一開始會出現 使用 Google 雲端硬碟插入檔案 畫面，可選擇已儲存於雲端硬碟中
的檔案，或上傳在本機電腦中的檔案，在此選擇後者，所以在 上傳 項目中按 選
取電腦中的檔案 鈕，於 開啟 對話方塊中選取要附加的檔案，按 開啟 鈕。

1

2

2

4

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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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若選擇的是目前在本機中的檔案，按 上傳 鈕時，會將選取的檔案先傳送到雲端
硬碟中。

04
上傳完成後就會在郵件內容下方產

生下載連結，最後按 傳送 鈕將此
包含附加大檔案的郵件寄送出去。

如果沒有仔細檢查檔案大小，就選按  附加檔案 鈕並選取檔案後，會出現如
下的警告訊息，提醒您附件大小超過 25 MB 上限，不過請放心，您仍可以選擇

使用 Google 雲端硬碟傳送檔案。

小提示 貼心提醒附加檔案超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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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以劇院模式或全螢幕模式觀看影片
瀏覽影片時，覺得預設播放畫面太小，可以透過控制列切換成劇院或全螢

幕模式進行瀏覽。

於影片播放畫面，按控制列  劇
院模式 鈕，影片播放器的大小會
依照瀏覽器視窗的可用空間而自

動調整為較大尺寸的播放器。

01
於影片播放畫面，按下方控制列 

 全螢幕 鈕，會以全螢幕模式播
放，按  鍵即可離開。

02

163 
播放 HD 高品質影片
YouTube 為了讓影片在電腦上呈現最佳觀看狀態，會依據該影片上傳的原
始檔提供標準畫質 (如 240P 或 360P) 到高畫質 (720p 或 1080p)，使用者
可以根據自己的網路頻寬來調整影片觀看品質。

於影片播放畫面按控制列  設定 鈕，以下面這個範例來說，清單中選擇 1080pHD，
即可觀看擁有 HD 高畫質的影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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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看外國影片自動幫你加上中文字幕
想要線上觀看喜愛產品的發表會，卻完全聽不懂，一整個就是鴨子聽雷！

沒關係，YouTube 貼心為您準備字幕翻譯功能，讓您瞭解外文影片內容。

於影片播放畫面 (此例示範 http://
goo.gl/1KePpB)，按一下控制列 

 字幕 鈕，影片馬上出現預設的
字幕。

在清單中選按您想翻譯的語言，設定完成後按 確定 鈕，原先影片中的英文字幕
即可變更為您所指定的語言了。

如果要翻譯字幕，可按一下控制列 
 設定 鈕，選按 字幕 清單鈕 \ 翻

譯字幕。

01

03

02

1

2

1

2

3

3

在  設定 鈕的 字幕 清單中如果選按 英文 (自動產生的字幕)，則 YouTube 會自動

聽取影片中的語音去辨識，然後產生字幕，只是並非所有影片皆有字幕或是支援語

音辨識功能，如果控制列上沒有  鈕，表示該影片就不提供字幕服務的功能。

小提示 使用語音方式辨識並產生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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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將 YouTube 變成個人的音樂台
Chrome 瀏覽器有許多強大的擴充功能，以下將介紹一款「Streamus」套
件，能讓您輕鬆點播 YouTube 上的歌曲。

請參考 Part.02 章節，開啟瀏覽器連結至 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品，以關鍵
字搜尋「Streamus」並完成擴充功能安裝動作。01

於 Chrome 網址輸入「Streamus」再按  鍵啟動它的搜尋功能，接著繼續於
後方輸入您要聽的歌名關鍵字，在出現的搜尋結果清單選按您要聆聽的歌曲。02

按網址列最右側的  鈕開啟 Streamus 播放面版，可在此控制音樂的播放，如果
想收藏正在聽的歌曲，於下方選按  鈕，再按 Save 鈕即可將歌曲存在歌單中。03

2

1

3

1 2

3

ch10.indd   244 2014/10/3   上午 08:5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