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桌面環境 

由於在 Mandrake Linux 10.1 安裝時可以同時選擇 KDE 與 GNOME 二

種整合式桌面環境，所以您可任意變更此二者的使用，而在變更使用

的整合式桌面環境時，您可以使用 X Window 登入視窗進行設定。  

在每次登入視窗環境時，除了必須輸入的帳號及密碼等資訊外，您還

可以在其下的「Session type」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此次登入時欲使用

的整合式桌面環境及視窗管理程式。  

 Konqueror 征服家  

「Konqueror 征服家」是 KDE Family 中重要的成員之一，因為它除了

擔任瀏覽器的工作之外，同時也是稱職的檔案管理員，在這個小節中，

我們將介紹 Konqueror 征服家的使用及功能設定。  

若要開啟 Konqueror 征服家，您可點選「應用程式」鈕 /「網際網路」

/「Web Browsers」 /「征服家」選項，之後系統即會開啟 Konqueror

征服家瀏覽器，它的使用方法與一般瀏覽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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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Konqueror 征服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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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瀏覽網頁外，Konqueror 征服家也是多功能的檔案管理程式，如

果直接點選工具列上的「帶領您到您的“家目錄”」鈕，或是按

Ctrl+Home 鍵，就可開啟 Konqueror 征服家的檔案管理模式。  

 
圖 4-7  Konqueror 征服家檔案管理模式  

在 Konqueror 檔案管理員中的操作模式與 Windows 作業系統或 X 

Window 很類似，如果點選目錄或檔案右鍵選單中的「屬性」選項，

系統會出現該目錄或檔案的內容視窗，本書在此以檔案為例。  

 
圖 4-8  檔案屬性視窗  

在檔案的內容視窗中可以顯示該檔案的基本資訊，例如檔案類型、位

置或大小等，而此處唯一可供設定的是檔案名稱。而在此視窗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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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標籤－「權限」，它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您可以在此以勾選的方式

來設定該檔案的存取權限。  

 
圖 4-9  檔案的權限設定視窗  

 Konqueror 征服家設定 

要開啟 Konqueror 征服家的設定畫面，您可以點選 Konqueror 征服家

視窗上方工具列的「設定」 /「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選項，之後系

統會出現「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  

 
圖 4-10  「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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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中可設定的選項有很多，本書在此

僅提供幾個較常用的設定範例：  

! 字型大小與類型  

通常在 Konqueror 征服家中的字型大小與類型會自動符合中
文的需求，但若是希望變更預設值，您可以在「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的左側先點選「字型」選項，然後在右側的標

籤內容中，依照個人的喜好來設定字型大小與類型等項目。  

 
圖 4-11  設定字型大小與類型  

! 啟用快取  

所謂的「快取」（Caching）是指將瀏覽過的網頁內容儲存在
硬碟中，待下次要再存取相同的網頁內容時，就可直接讀取

硬碟中的快取資料。如此一來，不僅可加快網頁存取的速度，

更可節省頻寬的使用。  

若要啟用 Konqueror 征服家中的快取功能，首先點選「設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左側的「快取」選項，然後在右側視
窗中，可以啟用快取以及設定快取的容量上限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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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啟用快取功能  

! 使用代理伺服器  

若是網路利用代理伺服器來存取 Internet 資源，則您需在「設
定 Konqueror 征服家」視窗進行設定，首先點選視窗左側的
「代理」選項，然後在右側視窗中，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來

指定代理伺服器，本書在此以「Manually specify the proxy 
settings」（手動設定）為例。  

 
圖 4-13  使用不同的方式來指定代理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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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GNOME 屬於整合式的桌面環境，所以它是由許多功能強大的元
件所組成，其中包括：  

 啟動應用程式和顯示狀態的控制面板  

 放置應用程式及資料的桌面  

CHAPTER

如果選擇以手動來指定代理伺服器，接著您需點選右側的「設

定」鈕，則系統會出現代理伺服器的手動設定視窗，此處可

指定代理伺服器的位址及連接埠號碼等資訊。  

 
圖 4-14  指定代理伺服器位址及連接埠號碼  

 GNOME 桌面環境  

GNOME 是「GNU Network Object Model Environment」的縮寫，因此
它是屬於 GNU（GNU's Not Unix）計畫中的一部份，這個計畫肇始於
1984 年，而其目的是希望發展一個完全免費的 Unix-like 作業系統。
因為 GNOME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桌面環境，所以它完全符合了開放
原始碼的精神。  

 一組標準的桌面工具及應用程式  

 一組協調各應用程式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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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包含功能強大的元件之外，GNOME 也具有高度的可設定性，所

以您可依個人喜好或習慣來設定桌面環境，以符合個人的需要。  

 
圖 4-15  GNOME 桌面環境  

GNOME 控制面板可說是 GNOME 桌面環境最核心的部份，因為它包

含的元件有很多，例如主選單、使用者選單、Application Launcher、

Applet 和其他的物件等。  

您可以自訂 GNOME 桌面環境的外形，以及新增或移除面板中的物

件，除此之外，也可使用多個面板，而每個面板都具有自己的內容。

由於每個使用者的 GNOME 控制面板都不盡相同，所以本書僅以筆者

電腦的面板為例。  

 應用程式選單 

應用程式選單是在 GNOME 控制面板最左側的大腳圖示按鈕，在點選

後會出現幾乎所有 GNOME 包含的項目，以下是筆者電腦中的應用程

式選單組成元件說明（其內容會因安裝項目的不同而異）：  



 KDE與 GNOME CHAPTER

 
圖 4-16  應用程式選單組成元件  

 辦公軟體：這個選項是 OpenOffice.org 及其他辦公室軟體的套
件集合，其中包含 Dia、OpenOffice.org Draw、Mr Project、
OpenOffice.org Math、 OpenOffice.org Writer、 Gnome-Cal、
KAlarm、KOrganizer、OpenOffice.org Impress、OpenOffice.org 
Calc、Gnome-Card 和地址管理程式等。  

 網際網路：這個選項中包含許多上網與遠端存取時使用的工

具，例如瀏覽器和郵件管理程式等。  

 多媒體：在此選單中包含的程式大都是與音效、影像或圖形有

關  

 系統：這個選項群組中，包含大多數管理員所需的系統管理工

具。  

 More applications：此選項中包含尚未分類的軟體套件，其中包
括程式開發工具、編輯器、財務管理軟體與說明文件等。  

 求助選單 

點選此選項後會出現完整的 GNOME 線上說明，建議您應該時常查閱

此處的資訊，以解決管理上的問題。  

 配置你的電腦系統設定工具選單 

執行這個選項可以開啟「Mandrake 控制中心」畫面，而在此之前，系

統同樣會要求先輸入 root 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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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端機選單 

點選這個圖示可以直接開啟終端機視窗，或者您也可以由點選「應用

程式」 /「系統」 /「終端機」選項來執行英文、日文、繁體中文、簡

體中文和韓文等言系的終端機  

 GNOME 設定  

在早期版本中的 GNOME 包含一個管理工具－「GNOME 控制中心」，它

可用來設定許多系統方面的組態內容，因此是 GNOME 桌面環境中很重

要的一部份。但是由 GNOME 2.0開始（Mandrake Linux 10.1中的 GNOME

版本為 2.6），這個工具已經由「桌面偏好設定」設定視窗所取代，由於

所包含的功能很多，因此建議讀者在平時應多熟悉此處的操作。  

要開啟「桌面偏好設定」設定視窗很簡單，只要在 GNOME 環境下的

終端機視窗直接輸入「gnome-control-center」指令即可（需事先進行

安裝 gnome-control-center-2.6.1-7mdk）。  

 
圖 4-17  「桌面偏好設定」設定視窗內容  

在「桌面偏好設定」設定視窗中，幾乎可以設定有關 GNOME 桌面環

境的所有選項，但因為篇幅的關係，所以本書在此僅介紹幾個重要的

設定內容，其餘的部份請讀者自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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