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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按二下  Home 鈕，即可開啟 
App 切換器 介面看見目前已開啟的 
App 預覽畫面。

 點一下任一個 App 預覽畫面可進
入、繼續使用。

 按住 App 預覽畫面向上滑動，待放
開手指時預覽畫面也會隨之消失，

這樣就關閉了該 App。

使用 iPhone / iPad 最常看到的就是鎖定畫面與主畫面的背景圖，放張賞心悅目照片可以讓每次使用時心情都

超好！點一下  設定 \ 背景圖片 \ 選擇新的背景圖片，先選擇是要用 APPLE 背景圖片 或是 照片，選定背景

圖後點一下 設定 再指定為 設定鎖定畫面、設定主畫面 或 同時設定 即可。

變化鎖定畫面、主畫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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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切換、強制關閉 App

目前已開啟的 App 都會在 iOS 背景持續運作並陳列在 App 切換器 介面，iOS 會在節能時段 (例如當設備連接

到 Wi-Fi、插上電源或正在使用...等時機) 排定這些 App 的自動整理。在 App 切換器 介面中可以開啟及強制關

閉 App，於清單中左右滑動就可以快速檢視，只要按一下   Home 鈕就可以回到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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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簡單操作發揮出眾效果

用 Spotlight 快速搜尋資料好方便 

不解鎖就能聽音樂

設備中累積了許多連絡人資訊、音樂、影片、提醒事項、App...等，常常急著要找就偏偏找不到，Spotlight 可

以讓你透過 "關鍵字" 快速尋找，甚至也能同時尋網頁和維基百科 (Wikipedia) 中的內容。

於主畫面中間往下滑動，Spotlight 

搜尋列就會出現在畫面的上方。

在搜尋列上輸入關鍵字，再於下方

清單中點選開啟需要的內容。若是

要搜尋網頁內容，則點一下 搜尋網

頁 就會開啟 Safari 瀏覽，iOS 8 更

新增了維基百科網站內容搜尋，點

一下 搜尋維基百科 即可搜尋。

若是要變更搜尋順序或是要指定 

Spotlight 搜尋範圍，可點一下  

設定 \ 一般 \ Spotlight 搜尋，清單

中可點選要新增或取消的項目，按

住項目右方  圖示往上下移動即

可變更搜尋結果的排列順序。

有時只是想播首音樂聽聽，又是解

鎖又是開 App 的太麻煩了！在未

解鎖或解鎖畫面中，用手指於畫面

最底端往上滑，開啟 控制中心，

點一下播放選項的   鈕就會播放

最近在聽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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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在較暗環境下拍照會手震的問題

剛開始用手機與平板拍照時，難免會有手晃不隱定的狀

況，在 iOS 8 "連拍" 或 "計時器拍攝" 動作時，系統會貼心

的幫你將多張照片堆疊成一組，在該組照片中會幫你找出

光線與狀況較好的幾張 (在其下方以灰色圓點標示)，最後

可選擇只保留那幾張照片即可。(可參考後續 "連拍" 與 "計

時器拍攝" 的說明 P4-6、P4-7) 

拍夜景或在環境光線不足的情況下用手機拍照實在是很

吃力！iPhone 6 Plus 擁有光學防手震的光學影像穩定功

能 (OIS)，再配合 A8 晶片、陀螺儀及 M8 動態協同處理

器測量動態數據，讓你就算在較暗環境下拍照，雖然有

些微手震晃動的情況，但仍可拍出精彩照片。

iPhone 6 / 6 Plus  與 iPad Air 2 搭載的 iSight 主鏡頭，具備 

A8、A8X 高速處理器與 Focus Pixels 全新感光元件，因此

拍攝人像時對焦更快，能更輕鬆拍出逼真、生動的畫面。

即使在遠方或人群中， 依然能快速、精準的偵測出臉孔，

也一併提昇了眨眼和微笑偵測功能。開啟  相機 畫面，對

準拍攝的景與人像後，會自動啟動臉孔偵側 (每個臉孔上會

出現黃色方框)，這時快速點一下  拍照 鈕，即可輕輕鬆

鬆捕抓到畫面中人物最燦爛的笑容。

拍人像時輕鬆啟動臉孔偵側

對焦、調整曝光度不再拍出黑壓壓的照片

曝光控制 功能愈來愈聰明了，只要點選拍攝的主體，就會對焦主體並自

動設定正確的曝光度，而在 iOS 8 還能手動調整曝光明亮度，讓你在  

相機 中就可以解決畫面中亮部過曝、或暗部過暗等問題。

拍照時，在畫面中較暗需要對焦補光的位置點一下，會自動針對該處進

行對焦與光線的補強，並出現橘色對焦框，接著按住橘色對焦框右側的

太陽圖示上下滑動，往上是增加曝光，往下是減少。完成對焦與測光後

點一下  拍照 鈕就可進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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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04：拍出令人讚賞的相片與影片

利用全景攝影功能，就能完整補捉自然景觀或城市建築的環境影像，再寬廣的景都拍得下！iOS 8 全景模式能以

高達 4300 萬像素拍攝出高解析的全景照片，再配合上動態自動曝光功能，在你拍攝環景時即會自動依光線調

整曝光度，拍出最清晰自然的景像。

 不一定要拍完整個  180° 的環景，如果
已拍攝想拍的場景，點一下下方的方形

圖案鈕就可以停止拍攝。拍好的全景圖

照片即呈現如左圖。

橫拍、直拍高解析全景 (環景 )照片

 進入  相機，用手指在畫面向左向右滑動，切換至 全
景 拍攝模式。預設是 "由左往右 " 拍攝，點一下畫面中
的箭頭，就可以改成 "由右往左 " 拍攝。

 按下拍攝鈕後，站好定點拿穩 iPhone，這時依畫面中央
箭頭方向 (箭頭需保持在中線位置 ) 慢慢移動 iPhone 角
度拍攝環景景像，目前的全景進度會在畫面中間顯示。

散景拍法凸顯照片中的主角

想拍出類似單眼相機拍照的散景效果，只要在畫面上主角

的位置長按，待畫面上方出現 自動曝光/自動對焦鎖定 文

字，即會針對該處進行對焦與最適曝光度的 "鎖定"，再點一

下  拍照 鈕進行拍照即可。這時候就會發現除了被對焦的

主角是清楚的，後方的景象通通都變成散景效果囉！

不論拍攝內容是什麼，若想要透過 iPhone 營造出散景效

果，需將 iPhone 靠近距離主角約三十公分內，再利用上

方說明的方式進行拍照，這樣一來主角後方一公尺以後的

背景即會有漸漸模糊的散景效果。

iPhone 全景模式還能依不同的方向來拍攝全景模式，不論手機是拿直的拍、橫的拍、斜的拍，或是由下往

上、上往下、右往左、左往右，只要讓白色箭頭維持在黃色細線上，就能拍出各種不同角度的全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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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08：iCloud 雲端整合資源共享

iOS 8 的 iCloud 中新增了 iCloud Drive 服務，你可以將簡報、試算表、PDF、影像與任何其他類型的文件，儲存在 

iCloud 中，再從你的 iPhone、iPad、iPod touch、Mac 或 PC 跨設備進行存取使用，點一下  設定 \ iCloud，開

啟 iCloud Drive 雲端硬碟服務。

要實現多設備同步資料，電腦版的 iCloud Drive 是必裝的應用程式，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只要是 Windows 7 

後續版本，可以到「http://support.apple.com/kb/DL1455」下載 iCould 控制面版，安裝完成後只要核選想要同

步的項目即可，而 Mac 電腦只有新版本 OS X Yosemite 才支援 iCloud Drive 功能。

 點一下 iCloud Drive 開啟設定畫面。  第一次啟用 iCloud Drive 需進行升
級動作，請先點一下 升級到 iCloud 
Drive。

 點一下 繼續 鈕，稍待一會兒即可完
成升級動作，並開啟 iCloud Drive 。

 PC 版本在 PC 電腦安裝完成後，依步驟完成登入動作，
即可開啟 iCloud 控制面板。你可以核選所需的備份項
目，再選按 套用 鈕即可，最後在 檔案總管 左側瀏覽
窗格中即可看到 iCloud Drive 的資料夾。

 於 MAC 電腦選按  \ 系統偏好設定 \ iCloud 開啟畫面
並完成登入，確認 iCloud Drive 項目為核選狀態，開
啟 Finder 視窗，於側邊欄選按 iCloud Drive，右側會
出現資料表示開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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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Phone / iPad 啟用 iCloud Drive 雲端硬碟 

在 PC、MAC 上安裝並啟用 iCloud Drive

1

2

3

1

2
3

1

Part 08.indd   3 2014/11/4   上午 09:55:24



8-4

同時你也可以在其他 iOS 8 設備中看到上傳的檔案，點一下  設定 \ iCloud 進入設定的畫面：  

 點一下 儲存空間 \ 管理儲存空間。  於 管理儲存空間 畫面點一下 其他
文件。

 於 其他文件 中即可看到上傳的檔案
了。(目前還無法預覽或下載 )

同時擁有 PC 與 MAC 的使用者都知道，要在二者間互傳檔案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不是靠隨身碟來複製檔

案，就是要利用某個網頁空間來上傳、下載。現在有了 iCloud Drive 後，只要在 PC 電腦上把檔案複製到此空

間，就能立刻在 MAC 電腦上看到一模一樣的檔案，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於 PC 電腦中，先複製要跨平台分享的檔案，選按 
iCloud Drive 資料夾後，按 Ctrl + V 鍵貼入。

 於 MAC 電腦中開啟 Finder，於側邊欄選按 iCloud Drive 
即可在右側看到由 PC 電腦上傳的檔案了。

將檔案上傳至 iClod Drive 跨平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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