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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都可以上網， 

不論是食衣住行育樂等，很多的資訊及各式的服務網路都能提供，我們將以

Google為核心，應用網際網路於生活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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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譯自「Internet」，是網路與網路之間所串連成的龐大網路，

這些網路以一組通用的協定相連，形成巨大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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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已經非常普及手機、平板電腦、家用電腦都能上網，網路逐漸改

變我們的生活，來看看網路的各種服務吧 !

【政府網站】中華民國總統府 【入口網站】Yahoo奇摩站

網站：www.president.gov.tw
政府各單位都有官方網站，讓人民瀏覽資訊。

網址：tw.yahoo.com
提供各式各樣的網站分類及搜尋功能。



【新聞網站】聯合新聞網 【搜尋網站】Google網站

網址：udn.com 
提供每日免費的線上新聞讓大家閱讀。  

網址：google.com
Google最強的搜尋網站，找各種資料非
常方便。

【影音網站】YouTube 【社群網站】臉書網站

網址：youtube.com 
全世界最大的影音分享網站。

網址：www.facebook.com 
臉書網站朋友能即時分享訊息的網站。

【線上購物】momo購物網 【網路地圖】Google地圖

網址：momoshop.com.tw 
可以在家裏輕輕鬆鬆的購物。

網址：google.com/maps 
出門旅遊搜尋景點地圖，開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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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簡單的說就是【網站的地址】，其專有名詞稱為【URL】完整名

稱是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1  游標點選在【網址列】輸

入【www.zoo.gov.tw】後，

按 Enter鍵就可以連結到

台北市立動物園網站。

輸入網址時可以省略

http://。

     
http://www.zoo.gov.tw

通訊協定 主機名稱 公司網站名稱 機構類型 國家

機構類型 說代表意義 說網址範例 單位名稱

gov 政府單位 http://www.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

edu 教育單位 http://www.edu.tw 教育部網站

org 公益團體 http://web.redcross.org.tw 紅十字基金會

com 商業單位 http://www.acer.com.tw 宏碁電腦

net 網路電信公司 http://www.hinet.net 中華電信

idv 個人網站 http://www.mathland.idv.tw 昌爸工作坊

字尾表示國家或地區，例如：cn（中國）、de（德國）、eu（歐盟）、 
jp（日本）、hk（香港）、tw（台灣）、 uk（英國）、us（美國）。



Chrome瀏覽器是Google公司開發的免費瀏覽器軟體，上網流暢效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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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瀏覽器如果登入 Google 帳號時，並開啟同步處理功能，就會和

Google 雲端同步，那麼在手機、平板、電腦都能同步更新所有設定值。

1  啟動 Chrome 瀏覽器並連

結到 google.com網站。

2  登入自己的帳號會顯示自

己的名字，可以變更為個

人圖像。

Google的三種帳號說明：

 各縣市教育局與Google

合作的 OpenID。

 各 校 向 Google 申 請

Google網域，就能建

立全校師生的 Google

帳號。

 同學自行向 Google申

請帳號。

3  點選 開啟【Google 應

用程式】。

有 Google帳號後，就可

以免費使用 Google的各

種服務，例如電子郵件、

部落格、網路相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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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控制鈕

應用程式

網址列 書籤列 Google帳戶網頁標籤 新增分頁 加入書籤

自訂及管理

捲軸

網頁內容

台灣觀光局網站 taiwan.net.tw

Chrome

功能 說明

網頁控制鈕 
上一頁、下一頁、重新載入此頁。

網址列 要前往網站的網址。

書籤列 顯示已加入書籤的網站名稱。

網頁標籤 顯示已開啟的網站。

新分頁 開啟新的網站分頁。

加入書籤 將常去的網頁加入「書籤」，可方便您整理和連結經常瀏覽的網頁。

Google帳戶 管理你的 Google帳戶，包含個人資料、資料和個人化、安全性等。



功能 說明

自訂及管理 包含首頁、書籤、列印、存檔、縮放、設定、安全性及其他相關設定等。

視窗捲軸 透過視窗捲軸拖曳往上或往下，才能看到全部的網頁內容。

網頁內容 顯示目前網站的網頁內容。

應用程式
開啟線上版的應用程式有【線上應用程式商店、簡報、文件、雲端硬碟、

試算表、Gmail、YouTube等】。

顯示比例快速操作方法是按住  鍵後，再

配合滑鼠中間的滾輪鍵，往前（放大）＆往後 

（縮小）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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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喜歡的網站加到書籤列，就可以很方便瀏覽網站。

1  開啟 Chrome並開啟

google.com網站。

2  點選 。



3  點選完成，如果開啟同步

處理功能，就會將記錄上

傳到 Google 雲端，就能

同步更新手機、平板、電

腦等不同裝置設備。

請同學將下列 3個網站都

加入我的書籤。

教育部 www.edu.tw

聯合報 udn.com

觀光局網站 taiwan.net.tw

動物園 zo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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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瀏覽預設並沒有顯示書籤列，使用設定功能開啟後，瀏覽網站更

方便。

1  點選 【自訂及管理】再

選取【設定】。

Chrome瀏覽器的許多功

能調整，都在【設定】選

項。



2  開啟【顯示書籤列】。

3  上方才會顯示書籤列。

開啟模式 關閉模式

建立書籤資料夾，就能將

網頁進行分類搜集，將好

的網頁都分類搜集在不同

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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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Chrome 時所開啟的網站畫面稱為首頁，Chrome 可以設定多個網站

都是首頁。

1  開啟動物園網站 zoo.gov.

tw。

2  點選 【自訂及管理】

鈕，再選取【設定】。



3  拖曳右側捲軸往下到【起

始畫面】並點選【開啟

某個特定網頁或一組網

頁】 並選取【使用目前網

頁】。

試試起始畫面的三種不同

設定值，【開啟新分頁、

繼續瀏覽上次開啟的網

頁、開啟某個特定網頁或

一組網頁】。

4  完成將動物園網站設為

【起始畫面】。

Chrome瀏覽器開啟後，

預設開啟的畫面就是【起

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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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帳號會以名字顯示，可以變更為圖像。

1  點選 Google帳戶。

2  再點選帳戶時，會顯示相

機圖示。

3  點選【從電腦中選取一張

相片】。

請同學先在網路上下載一

張圖片，或是挑選電腦中

的圖片檔。

4  選取貓頭鷹圖案，再選取

【開啟舊檔】。

貓頭鷹圖案是在網路下載

的圖片。



5  調整裁切圖像的方框。

6  點選【設定為個人資料相

片】。

7  點選 【重新載入此頁】。

8  更新為新的圖像。

有時候因網路的問題，圖

像沒有更新，請先登出、

再登入 Google帳號，就

會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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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了要離開電腦教室，記得要登出你的 Google帳戶。

1  在 Google 網站，點選個

人圖。

2  點選【登出】。

學校電腦是公用電腦，因

此登入 Google帳號，工

作結束，記得登出帳號。



3  顯示【登入】就表示已登

出帳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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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瀏覽器預設狀態是不顯示首頁按鈕的，透過  的設定功能才能
開啟。

1  啟動 Chrome 瀏覽器點選 

【自訂及管理】鈕再點

選【設定】。

包含了常用的列印、儲

存網頁、縮放網頁畫面、

書籤設定、下載檔案位置

等⋯。



2  在【外觀】類別，點選 。

3  點選【Greek Beach】希

臘海灘。 

同學們可以每週換不同的

外觀樣式主題。

4  點選【加到 chrome】。

將 Chrome的起始畫面設

定為【開啟新分頁】主題

外觀會比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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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及管理您的 Google Chrome】重要功能說明：

功能 說明

新增分頁 同時開啟新的網頁標籤。

新增視窗 再開啟一個新的 Chrome瀏覽器顯示網頁。

新增無痕式視窗
在公用電腦時，開啟無痕式視窗上網，不會留下個人記錄及 Cookie
等資訊。

書籤 書籤匯入、匯出、重新組織等。

編輯 複製網頁的資料。

縮放 放大或縮小網頁畫面，全螢幕快速鍵是 F11。

另存網頁為 將目前網頁儲存變成一個檔案，例如【Yahoo!奇摩 .htm】。 

尋找 尋找網頁上的資料，快速鍵是  + F 。

列印 將目前網頁由印表機列印出來。

工具
包含擴充功能管理、清除瀏覽資料、編碼、檢視原始碼、Java控制
台⋯等。

記錄 顯示造訪過的網站記錄清單。



功能 說明

下載 顯示下載檔案清單，並能開啟至下載內容資料夾。

以帳號身分登入 登入 Google帳號時，載入個人設定環境，例如有相同的書籤顯示。

查看背景頁面 顯示上網時啟動的程式功能。

說明 顯示 Chrome瀏覽器全部功能說明。

結束 關閉 Chrome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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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瀏覽器可以再增加更多的功能，由擴充功能有超過 200 以上的功

能可以選用。

1  啟動 Chrome並登入

Google帳號。

2  點選【  應用程式】。

擴充功能可以隨時增加或

刪除，登入帳號後，在不

同的電腦中都會有相同的

擴充功能。

3  點選【線上應用程式】。



4  在搜尋欄位中輸入

【google 翻譯】。

5  將  點選【加到

Chrome】。

6  點選【新增擴充功能】。

7  點選【開啟同步處理功能】

就會將設定上傳到 Google

雲端個人帳號中 。



8  開啟美國白宮網站

whitehouse.gov。

9  點選【Google翻譯】  。

10  再點選【翻譯這個網頁】。

11  變成中文網頁畫面。

還可切換其他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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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 啟【 瀏 覽 Chrome 線

上應用程式商店】在搜尋

欄位中輸入【萌典】後按 

 鍵。

2  將萌典點選【加到

Chrome】。

萌典需要進

行選項設定

才能使用。



3  點選  萌典的【選項】。

萌典需要進行選項設定才

能使用。

4  點選切換為  控制鍵。

5  點選【儲存】。

在瀏覽網頁時，看到不

會唸的單字時，按住  

鍵，再拖曳選取單字，就

會進行翻譯了。

6  開啟奇摩的新聞網站。

7  按住  鍵，並拖曳選取

單字【推薦】，就會顯示

文字的音、譯、說明及語

詞。

選取語詞也會翻譯哦 !



1.【　】 Google 公司所開發的上網瀏覽器軟體是那一個呢？

【IE】   【Firefox】 

【Chrome】  【Mozilla】 

2.【　】 將網頁加入書籤是那個功能按鈕？

【 】   【 】 

【 】   【 】 

3.【　】 啟動 Chrome時就會開啟到台北市立動物園網站是那一

個選項？

【開啟新分頁】 

【開啟某個特定網頁或一組網頁】 

【瀏覽上次開啟的網頁】 

【不能】

4.【　】 表示網址是教育單位的英文字是什麼呢 ？

【net】  【idv】 

【com】  【edu】  

5.【　】 要開啟 Chrome 重要設定功能的按鈕是那一個？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