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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容量一清二楚

鎖定畫面的通知訊息更加一目瞭然

新的 App 圖示與較清楚的字體

iOS 11 相容設備

全新的用戶體驗

 由底部略高的位置往上滑動即會出現通知訊息，利用訊息右上角的  可以快速刪除全
部的通知；任一則訊息上由左往右滑動到底就可開啟該訊息的應用程式瀏覽訊息。

"世界最先進的行動作業系統" iOS 11 以美觀易用的設計與先進的安全功能，為你的 iPhone 和 iPad 帶來活力，

但並不是所有的 iPhone、iPad、iPod 機種都可以升級使用，下方列表即是目前與 iOS 11 相容的設備：

iPhone iPad iPod

iPhone X

iPhone 8  / iPhone 8 Plus

iPhone 7 / iPhone 7 Plus

iPhone 6s / iPhone 6s Plus

iPhone 6 / iPhone 6 Plus

iPhone SE / iPhone 5s

12.9 吋 iPad Pro (第二代)

12.9 吋 iPad Pro (第一代)

10.5 吋 iPad Pro / 9.7 吋 iPad Pro

iPad Air 2 / iPad Air

iPad (第五代)

iPad mini 4 / iPad mini 3 / iPad mini 2

iPod touch (第六代)

iOS 10 之前版本，容量 所顯示的大小都是扣掉 iOS 系統後的容量，現在新版的 

iOS 11 中，只要點一下  設定 \ 一般 \ 關於本機，容量 將直接顯示這台設備實際

容量大小。

會直接在鎖定畫面中顯示

最新的幾則訊息，要查看

所有通知，只需在畫面底

部略高的位置往上滑動即

可，讓使用者更方便查看

最近收到或未讀的訊息。

iOS 11 部分 App 圖示換上了全新設計，像是  App 

Store、  地圖、  時鐘...等，相較之前圖示有了不

一樣的變化，線條變粗、調整字型、地圖 圖示則依蘋

果公司新總部所在地重新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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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iOS 11 功能十分強大

QuickType 鍵盤、單手打字好輕鬆

新的控制中心

App Store 全新設計

iPhone 的大螢幕雖然好，

但對於手較小的使用者來

說，想要一手打字是非常

困難的事，手上拿東西

時，只要按住地球符號就

能讓鍵盤靠近慣用手。

iOS 11 可以自訂控制中心內的控制項目。讓你不用解

鎖也能開啟或關閉相關功能，除了預設的 飛航模式、

WiFi、藍芽、行動數據、個人熱點 及 AirDrop...等

項目，還包括像是 螢幕錄製、開車勿擾、語音備忘

錄、AppleTV 搖控器、Wallet...等多項功能，搭配 3D 

Touch 長按還能進入獨立的調整畫面。(更多內容請參

考 Part 3)

精心設計的  App Store，

讓你每天都可以輕鬆探索

與發現全新的  A p p，改

寫工作或玩樂的方式。全

新標籤頁面且滿載精彩內

容，讓你不僅可以隨時掌

握 App 的使用更可以將

體驗提升到另一個層面。

(更多內容請參考 Part 9)

 點一下  即可將鍵盤配置往左集中，方便左手使用；
點一下  即可將鍵盤配置往右集中，方便右手使用。

 按住  鍵不放出現輸入
法切換清單，於下方可看

到鍵盤配置圖示。

1

2

 於  設定 \ 控制中心 \ 自定控制項目 中還有更多控制項
目可以自訂。

 遊戲 標籤，專為所有遊
戲設計的一個新天地，燒

你的遊戲魂。

 Today 標籤，掌握最新、
有趣的 App，另有編輯群
篩選的推薦主打項目。

 App 標籤，生活裡常用
到的 App，都能在這裡輕
鬆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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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相機新玩法

新格式，空間可激增一倍！

Apple 聲稱 HEIF 影像格式和 HEVC 影片編碼可將 

iPhone 照片和影片的檔案大小壓縮效果增加到 2 倍，

雖然增加了壓縮率，但卻不會影響影像及影片的品

質。(更多內容請考 Part 4)

 iPhone 7 及以上機型才支援 HEIF 影像格式和 HEVC 影
片編碼。

將人像拍照提升至另一個層次 

專門為 iPhone 雙鏡頭機型推出的 人像 模式變的更強了！現在不僅

支援光學影像防手震和 HDR 效果，拍攝出來的人像膚色也更加自

然，其中 人像光線 功能可模擬攝影棚級的打光效果，拍出更漂亮

的人像照片。

Live Photo 套用循環、來回播放與長時間曝光效果

LivePhoto 比以往有更多創意與表現，

新增了 循環播放、來回播放 與 長時

間曝光 三種可套用的效果。

可以把你喜愛的 Live Photo 變成有趣

的循環播放影片；或是把 Live Photo 

反向播放，讓影片播完後即時回帶的

效果；還可以創造出像是單眼相機才

能拍出的長時間曝光效果。

預設 QR Code 相機 更多回憶的影片

 相機 內建 QR Code 掃

描功能，不需再安裝第三

方軟體，開啟相機、對準

掃描、點一下提示訊息，

即可於  Safari 開啟相

關資料。

回憶 相簿也有更新，透過

更強的影像辨識能力，判

斷照片裡的情境與元素，

可以自動生成更多主題，

更值得一提的是，現在也

支援直式播放影片了，讓

直式照片不用再縮小或裁

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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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Touch 完成郵件快速新增 /搜尋 /預覽

3D Touch 聰明瀏覽、拷貝或分享郵件中的連結

以往打開  郵件 才能完成的新增、搜尋或預覽...等動

作，現在只要運用 3D Touch 觸控方式，用力按下主畫

面上的  郵件，於快速選單即可點選這些功能。

 

1

2

郵件內的超連結，透過 3D 

Touch 觸控方式，只要輕

壓連結不放，就可以在不

開啟  Safari 的狀態下

預覽連結內容，往上滑動

開啟常用操作清單，放開

手指即返回郵件畫面。

1

2

即使 Apple 已經內建 iCloud 郵件帳號，但如果能使用習慣的郵件帳號來收發信件還是比較方便。這裡小編以 

Gmail 的設定方法示範說明，而其他郵件帳號的設定均相似。點一下  設定 \ 帳號與密碼 \ 加入帳號，進入設

定帳號畫面：

加入 Google、Yahoo!...多種郵件帳號

 於 加入帳號 畫面先點一
下 Google。

 分別輸入帳號及密碼後，各點一下 繼續。  開啟要同步的項目後，
點一下 儲存。

1

7
2

3

4

5
6

 進入  郵件 後，輕壓郵件
標題不放可預覽信件內容。

 往上滑動開啟常用 回
覆、轉寄 ...等操作清單

 往右滑動可標示已讀  往左滑動則是刪除或封存
(依信箱帳號平台不同會
有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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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5：工作、記事帶來全新改變

在郵件中附加儲存在 iCloud Drive 的檔案

將郵件的影像附件儲存至 iPhone / iPad

 郵件 除了能插入設備中的照片、影片，還可以直接加入儲存在 iCloud Drive 雲端硬碟上的檔案為附件 (要附

加檔案前，請確認你的 iCloud Drive 中上已存放要寄送的檔案，詳細的上傳方式可參考 P8-5)。首先打開  郵

件，在新增郵件內容空白處點一下出現插入點：

 如果已有使用 Google Drive、Dropbox...等雲端平台並
於設備中也安裝了相關 App 時，點一下左上角 位置，再
點一下右上角 編輯，可以看到其他雲端平台選項，開啟
選項再點一下右上角的 完成 即可使用。

 輸入 收件人 及 標題 後，於插入點上方點一下會出現編
輯選項，先點一下  再點一下 加入附件，接著點一下
畫面下方的  瀏覽，再點一下 iCloud Drive中要夾帶的
檔案即可。

2

31

41

2

 郵件 中開啟含有照片附件的郵件內容，在夾帶的

照片檔上長按，清單中點一下 儲存影像 (單張) 或 儲

存**個影像 (全部)，即可下載郵件中的照片附件，並

存放到  照片 中。

1
2

將郵件附件儲存至 iCloud Drive

現在你可以將郵件的附件

儲存到 iCloud Drive 雲端硬

碟，不僅可以節省設備空

間，還可於跨平台設備存

取檔案。  郵件 中，開啟

含有附件的郵件內容：

 長按郵件中夾帶的檔案。  點一下 儲存到檔案。
 點一下  iCloud Drive與 
加入，即完成儲存動作。

1

2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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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滑可快速刪除郵件

於收件匣中想刪除的郵件由右往左滑到底，即可直接

刪除郵件。

如果使用的是 Gmail 帳號，預設無法直接刪除郵件，

而是封存郵件。如果要刪除郵件，只要在  郵件 畫

面點一下 收件匣 的 編輯，分別點一下要刪除郵件前

方的 ，呈現  狀態，長按 封存 再點選 刪除所選

郵件 即可刪除郵件。
 在郵件上由右往左直接
滑到底即刪除郵件。

 在Gmail 中直接滑到底為
封存郵件。

3D Touch 新增網頁標籤 /顯示書籤 /顯示閱讀列表

3D Touch 在網頁的應用，讓你不用開啟瀏覽器，就可以新增網頁或私密標籤、顯示書籤或閱讀列表，只要用

力按下主畫面上的  Safari，於快速選單中即可點選這些功能。

進入  Safari 後，輕壓網頁某一個連結可預覽網頁內容，往上滑動開啟常用的 以新標籤頁打開、加入閱讀列

表、拷貝、分享 清單。

1

2 2

3

1

分享 Safari 網頁上的連結

在  Safari 瀏覽網頁時，

遇到想要分享的連結，不

需透過瀏覽器或其他 App 

額外開啟並複製與貼上網

址，只要在連結上長按，

清單中點一下 分享，即可

選擇分享的工具與對象。

1

2

3

 用力按下主畫面上的  
Safari。

 於快速選單中可點選需
要的功能。

 輕壓網頁上某個連結可
可預覽網頁內容。

 往上滑動開啟常用清單
進行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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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與試用 Apple Music 音樂服務

Apple Music 音樂串流服務，加入會員後，不僅擁有完整的線上音樂資料庫，享有下載與離線播放的服務，還

可以依你常聽的音樂風格，為你細選音樂清單與推薦音樂，還有每天 24 小時在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直播音樂

頻道的 Beat 1 電台，以及與音樂人進行互動的 Connect 平台，讓你隨時追蹤喜愛歌手或作曲人的最新近況。

加入 Apple Music

目前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已陸續開放 Apple 

Music 的使用，台灣 Apple Music 也於 2016 年正式推

出，還有 3 個月的免費試用，目前全新 Apple TV 及 

Android 版本也都能搶先體驗 Apple Music 的服務。 

首先於桌面點選  設定 \ 音樂 進入畫面，點一下 加

入 Apple Music。

取得 3 個月免費試聽

Apple Music 提供 3 個月免費試用，3 個月試用期過後，就會依你選擇的方案進行收費。收費方案分為 個人 與 

家庭 方案，個人為每月 NT$ 150 元，家庭 6 人共享價為每月 NT$ 240 元。

 進入 Apple Music 歡迎畫
面，點一下 立即試聽。

 選擇試用結束後的續約方
案後點一下 開始試聽。

 接著設定信用卡付款資
訊，點一下 繼續。

 設定信用卡類型、輸入卡
號、安全碼與到期日，點

一下 完成。

點選 好 閱讀條款和條件，

點選 同意，再點一下 同

意，最後點一下 加入，3 

個月試用期結束後，將會

依選擇的方案進行扣款。

最後回到主畫面按 開始試

聽 開始使用。

31

4

5

1

2

6

2

7

1
3

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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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6：優化行動影音娛樂

試用後取消訂閱與信用卡自動扣款

進入 Apple Music

完成試用 3 個月相關設定後，於啟用首頁中會看到許

多紅色的泡泡，每個泡泡代表一種音樂類型，點一下

泡泡，泡泡會變大一些，表示你喜歡這個音樂類型；

如果點二下，泡泡再大一些，則表示此音樂類型是你

的最愛；若在泡泡上長按，則會刪除不喜歡的音樂類

型，完成喜愛的音樂類型點選後，點一下 下一步。

(點一下 重置，會回復泡泡原始提供的項目)

接著選擇你喜歡的藝人，也可點一下 更多藝人，尋找

其他藝人；若在藝人泡泡上長按，一樣會刪除藝人名

字。選擇完畢，點一下 完成。之後當我們點選 為您推

薦，Apple Music 會依你喜愛的音樂與藝人類型提供相

關音樂給你。

加入 Apple Music 時，提供了 3 個月的免費試用，讓使用者可以完整體驗。只是當試用期過後，Apple 會依照

你先前選擇的方案自動幫你續約。如果試用 3 個月後不想繼續使用，卻因為忘記取消訂閱，而過了試用期導致

信用卡被自動扣款，該如何處理呢？

小編建議可以先取消自動續費的步驟，之後再考慮要不要手動續用這項服務。你一定會想問：取消自動續

費，這樣 3 個月試用期不就失效了？別擔心，小編測試過了，即使你取消自動續費的功能，3 個月的試用期

依然有效！

於  音樂 畫面點選 為你推薦 右上角帳戶資訊，再

點選 檢視 Apple ID 輸入 Apple ID 帳號與密碼。

1

2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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