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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與世界接軌：網路連線、設定 Email

身為一支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能夠上網，收發 email當然是必備的條件，而 iPhone/

iPad當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做這些。

首先當然一如往常的，我們進到設定之中。

STEP1
iPhone或是 iPad上網方式有兩

種，一種是用無線網路Wi-Fi上

網，一種則是行動網路（iPad需

要是 Cellular的版本才支援行動

網路）。Wi-Fi上網的好處是通常

比較穩定，通常也比較省電，網

路的速度依照不同的環境而有所

不同。缺點則是範圍小通常是固

定範圍比如學校，公司，家中等

等。現在我們先進入Wi-Fi設定。

STEP2
進入Wi-Fi設定之後可以看到附

近所搜尋到的所有Wi-Fi網路，

只要點選就可以加入該網路。

STEP3
如果需要密碼的話這個時候會要

求輸入密碼。如果是不需要密碼

的免費網路就可以直接加入了。

不過在這邊提醒讀者，來路不

明的免費Wi-Fi網路不要輕易使

用，否則有可能有被竊取個人資

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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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健忘人必備技能：備忘錄，提醒事項

如果各位讀者跟我一樣常常忘東忘西的，那個備忘錄這個 App就一定是大家的好

朋友。這是一個內建的 App，大家可以在主畫面中找到它。

STEP1
點進備忘錄之後，可以看到同時

可以容許有很多不同的備忘事

項，就像很多便條紙一樣。只要

按下右上角的新增就可以來製作

一個新的備忘錄。至於右上角的

帳號是什麼意思會在後面介紹。

STEP2
把怕忘記的事情都打下來，再按

下右上角的完成就可以了。

STEP3
而帳號的意思，就是這些備忘

錄可以透過 email來同步到相同

email帳號的裝置之中。前面在

新增 email的時候可以勾選備忘

錄郵件聯絡資訊等等，而備忘錄

的同步就是在這個時候派上用場

的。如果在 iPhone或是 iPad這

種有設定多組 email，建議可以

只要其中一組主要常用的 email

開啟備忘錄同步就好，其他的

email就專心收發郵件。否則如

果忘記了哪個帳號同步了那些備

忘錄會比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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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更強大的 Siri 個人助理

Siri 是從 iPhone 4S時候開始有的服務，只要用嘴巴說出指令，Siri 就可以幫你完成非常多的

事情，例如傳訊息撥電話查詢資料等等。而在 iOS 8 之後，Siri 變成更厲害的進化，中文化的

程度更高，也可以查詢更多台灣的相關資訊。

STEP1
在任何時候只要按住 Home鍵不

放，就可以叫出個人助理 Siri ，

接著就可以開口問她事情了。

STEP2
Siri 可以幫的忙有非常多，比如

最基本的就是詢問她天氣如何，

她馬上就會定位使用者的所在位

置並且提供天氣情況。

STEP3
或是詢問她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她也會定位目前的位置並且搜尋

附近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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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ouch ID：用更簡單的方式來保護
iPhone

在最前面第一次打開 iPhone的時候，已經設定了一組 Touch ID，但其實 iPhone可以設定多

組的 Touch ID，也就是把多根手指頭的指紋都拿來當作 iPhone的專用密碼。

STEP1
在 設 定 之 中 就 可 以 找 到

Touch ID與密碼，在這邊就

可以調整 Touch ID的許多用

途。

STEP2
要更動 Touch ID的設定，首

先要先輸入第一次開機的時

候製作的那組四位數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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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Cloud Drive 強大的同步空間

STEP2
只要點擊進來看就可以知道

有哪些程式正在使用 iCloud 

Drive的空間。

STEP3
那麼實際使用起來是什麼樣的情況

呢，舉例我在 iPhone 上使用簡報軟

體 Keynote 製作文件。在開啟 iCloud 

Drive的情況下，這兩份文件都會上傳

到雲端。如果我同時擁有其他的 iPhone

或者 iPad，並且登入相同 Apple ID，那

麼該裝置的 Keynote也會看到這兩份文

件，並且也可以修改，修改之後，原本

手上這台 iPhone的檔案也會更動。

STEP1
而 在 iOS 8 開 始，iCloud

的 設 定 可 以 開 啟 iCloud 

Drive。這個是什麼功能呢？ 

iCloud Drive 主要是提供一

個空間讓使用者可以上傳許

多文件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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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8 現在最酷的功能，就是可以跟 Mac OSX Yosemite做完美的結合，透過相同 Apple ID

作為連結，彼此可以接續互通。如果你不只是 iPhone的使用者，本身也有Mac，那一定不能

錯過這個功能。

3-5  Handoff ：iPhone 正在做的事情，用
Mac 繼續做

❶	比如朋友撥了電話給我，
iPhone剛好響起。

❷	只要 Mac也有登入一樣的 Apple ID，並且是跟 iPhone在同一

個Wi-Fi的環境，Mac右上角就會顯示現在有一個來電，想用

Mac或是 iPhone接聽這通電話都可以。

❸	比如 iPhone放在包包之中，這樣不但不怕漏接電話，也不用在

慌亂之中翻找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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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Facetime：最簡單的免費視訊

現在各種通訊軟體都提供了視訊功能，比如 Skype等軟體，但是要使用這種服務，不但要下

載該軟體，通常還要申請帳號。不過 iPhone其實內建了非常方便的視訊功能，而且無需申請

帳號，就是用大家自己的電話號碼就可以囉。

STEP1
在通訊錄之中，只要 iPhone

偵測到這個聯絡人也是使用

iPhone，在電話的下方就會多出

Facetime 的選項，右邊有一個

攝影機的圖案以及一個電話的圖

案，只要在彼此都有網路的情況

下按下，就可以開始視訊連線。

STEP2
按下之後，就等待對方接通囉。

STEP3
接通之後，可以看到對方的畫面

放大，自己的畫面則是縮小在角

落，可以用左邊的按鈕來切換使

用前鏡頭或是後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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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irDrop ：與朋友傳輸檔案可以很簡單

STEP1
要把資訊傳給朋友，在 iPhone

上有非常多個方式，比如 email

或是訊息。但如果朋友就在旁

邊，還透過 email或是訊息，顯

得很多餘。所以 Apple提供了更

棒的方式，AirDrop。只要從螢

幕下方往上滑，就可以叫出控制

中心。

STEP2
在這邊可以開啟 AirDrop 這個

功能，可以限定跟所有人傳輸資

料，或是只限定通訊錄中的聯絡

人。

STEP3
雙方的 iPhone(或是 iPad、Mac)

都開啟之後，找到想要分享的圖

片，左下方的有個分享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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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專業編輯、照片後製不馬虎

拍攝完成之後，就可以點選主畫面中的照片來觀看自己的作品。而在這裡不只可以

觀看，還可以編修照片。

STEP1
在這裡可以看到所有自己拍的，

或是從電腦傳進來的照片。還未

按照是照片或是影片或是縮時攝

影來分類。

STEP2
選擇某一種照片之後，下方可以

把這張照片設為最愛，或是右下

角的刪除。但這邊要介紹的是右

上角的編輯。

STEP3
進入編輯模式之編輯，主要有幾

種方式可以編輯。右上角的魔

法棒是最常使用的懶人方式，

iPhone會自動調整這張照片的明

暗以及色彩等等。而下方就是使

用者可以自己調整的編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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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傳輸音樂：最愛的音樂隨身聆聽

iPod可以說是讓 Apple壯大的功臣之一，好用的介面讓每個人都可以把音樂帶在身上。而

在 iDevice上憑著更大的螢幕以及好用的觸控介面，播放音樂起來更是得心應手，不過用

iPhone/iPad/iPod 聽音樂之前，得先從摸索一下 iTunes才行。 那麼現在就先到蘋果官網下載

iTunes吧 http://www.apple.com/tw/itunes 

雖然前面有介紹在 iOS上可以透過 iTunes Store購買音樂，但對很多人來說，電腦

上也有許多的音樂檔案想傳到 iPhone/iPad之中，這時候就要透過 iTunes了。

STEP1

❶	首先先找到想要傳到
iPhone/iPad的音樂資料

夾。iPhone/iPad 的操作

步驟是一樣的，接下來

我們就以 iPhone為例。

❷	只要用拖拉的方式，就可以把
這些音樂輸入到 iTunes。



6-7

C
hapter

與
電
腦
傳
輸

06

 6-2  整理App：透過電腦管理iOS App  

6-2  整理 App：透過電腦管理 iOS App

前面我們有分享怎麼在 iPhone上移動或是刪除 App，不過與其在 iPhone上做管理，不如透

過 iTines比較方便快速。

STEP1

❶	在 iTunes的 iPhone設定之中，點選左方的 App，右邊就

會顯示所有 iPhone上的 App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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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GarageBand：寫下最動聽的音樂

GarageBand以及 iMovie是原本在 Mac電腦上的 iLife系列軟體，現在這些好用的軟體不但

可以在 iOS8上執行，而且只要是新買的 iOS裝置，都可以免費下載這些軟體。現在我們就

先從製作音樂的 GarageBand來介紹。

STEP1
只要是購買全新的 iPhone、iPad、iPod touch，並且都入自己的

Apple ID，都可以在 App Store下載免費的 GarageBand。

STEP2
開啟 GarageBand之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種的樂器提供彈奏，這

裡我們就先選 Keyboard當示範。

STEP3
在這裡就可以彈奏自己想要彈奏的音樂，

如果不太擅長彈奏這樣的音符，可以按下

右上角的旋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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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Keynote：賈伯斯御用簡報軟體

iWork是原本在Mac電腦上的辦公室軟體，包含了超強的簡報軟體 Keynote、簡單好用的文

書軟體 Pages、以及美觀的試算表 Numbers。iWork現在不但也可以在 iOS上使用，而且只

要是新購買的裝置，都可以在 App Store免費下載。

STEP1
首先先從 Keynote開始介紹起，iWork的學習曲線非常快速，因為

三個軟體介面都很類似，學會了一個，另外兩個也幾乎等於學會

了。

STEP2
這就是 Keynote的介面，首先先按一下左上角的「+」來新增一份

簡報。

STEP3
Keynote內建了非常多的簡報主題樣

板，每一個都很美觀，可以選一個自

己喜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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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個人熱點：iPhone 的網路分給大家用

現在辦 iPhone許多人都選擇 4G吃到飽的方案，台灣的 4G網路雖然沒有非常普及，不過至

少幾個主要的都市都有提供 4G網路。順暢的話可以達到比 3G網路快 5~10倍的速度，所

以實際測試起來，這樣的速度在室外是蠻夠用的。那如果出外用筆電或是Wi-Fi版的 iPad，

當然就是靠 iPhone分享網路啦。

STEP1
這個功能 iPhone或是 4G版

的 iPad 都可以使用，只是

要確保自己有網路吃到飽，

否則要很注意流量有沒有超

過，以免帳單暴增。首先先

到設定之中，找到個人熱

點。（如果他不在第一頁，可

能會在「一般>行動網路」

之中）

STEP2
在這裡就可以打開個人熱點

以及自己設定密碼。

STEP3
接著想要上網的裝置就可以

開啟 Wi-Fi，搜尋 iPhone 熱

點，選擇熱點後輸入自己設

定的密碼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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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iPhone回家，很多人都會擔心電池要怎麼保養？。這裡

就來破解許多民間傳說，教導大家正確的電池使用資訊。

是不是帶回家要先充八小時？充飽電池要拔掉插頭嗎？是不

是一定要電量歸零才能充電？

以上問題的答案全部都是：不需要。

現在的鋰電池只怕兩件事：用到完全沒電、太久沒在用（幾

個禮拜、一個月這種）

❶	怕完全沒電，也就是說，平常你的 iPhone在家是可以整

晚插著電的，頂多一邊充電一邊玩遊戲會變得很熱不舒

服。不用怕過充，現在都有晶片保護，充飽了就會轉為

使用外部供電。只怕你用到完全沒電，這才傷電池，不

過現在都有晶片保護，不致於完全沒電，但還是盡量避

免用到 0%。

❷	太久沒用，這個基本上不會發生，因為 iPhone、iPad不

可能 100%的時間都在充電，一定會帶出門使用。

鋰電池是一種很龜毛的電池，不能用到沒電，也不能完全不

用。至少一個月要完整循環一次，這裡不是說要一口氣從

100%電用到完全沒電才叫完整循環。可能昨天充飽電，出

門用了 60%，早上充飽電，去了學校用了 40%。這樣就算

一次完整的循環了。

簡單來說，現在的 iPhone、iPad電池保養很簡單：在家插

著充電整晚都可以，出門隨便用避免完全沒電就好。

9-5  電池保養：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
謠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