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設定雙重驗證保護你的帳號

最
近幾年資訊安全的問題開始被大家重視，而盜用 Apple ID 的案例也層出不窮，盜用的手法也日新月

異。所以，除了密碼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安全的保障，而這個保障，就是雙重驗證。

如果你之前已經使用過 Apple ID 並已開啟「雙步驟驗證」，請注意，雙步驟驗證是類似的服務但比較舊，我們必須先取
消雙步驟驗證，才能開始使用新的雙重認證。如果你之前有打開過雙步驟認證，請先照著下面的步驟取消，如果你不知

道什麼是雙步驟、也沒使用過，就跳過這段，直接往下看申請雙重驗證的步驟。

01 https://appleid.apple.com/tw/
首先打開網頁瀏覽器，登入此網址，登入自己的 Apple ID。

（圖片取自蘋果官方網站）

雙重認證的好處在於，即便有人知道

你的密碼，依然只有你可以使用這個

Apple ID。它的原理如下，首先我們
先在自己擁有的裝置上開啟雙重驗證，

比如 iPhone，那麼接下來如果有任何
人包含我自己，要在新的裝置上登入這

個 Apple ID，原先的 iPhone 就會跳
出警告，顯示某人在某個地點要登入這

個帳號，如果同意的話就輸入顯示的驗

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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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們可以在安全的欄位右

邊，看到一個「編輯」，就

選擇它。

03 這裡可以看到目前已開啟

「雙步驟驗證」，所以就選擇

「關閉雙步驟驗證」。

04 接著要設定三組問題的問與答，這個待會

會用到，所以別忘囉。

05 接著是生日，這個照實寫就好了。

06 接著輸入一組備用的 email，以防萬一。
07 現在我們已經成功的關閉雙步驟驗證了，

可以來開啟雙重驗證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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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現在可以回到 iPhone 上，
進入設定畫面中的 iCloud 

設定，點選上方的個人帳號。

09 接著點選「密碼與安全性」。 10 接著點選「設定雙重認證」。

11 一開始的畫面，直接按下方

的「繼續」就可以了。 12 接著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

未來可以當做驗證用。 13 最後再次確認自己的帳號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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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點進備忘錄之後，可以看到

同時可以存在很多不同的備

忘事項，就像很多便條紙一樣。只

要按下右下角（iPad 在右上角）的
紙筆按鈕就可以來製作一個新的備

忘錄。

02 把怕忘記的事情都輸入進

來，再按下右上角的「完

成」就可以了。而按下右方灰色

的加號，則是可以使用更方便的功

能。比如說可以加入表格，或是把

文字變成確認清單來打勾，這樣一

來去買東西的時候就超方便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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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進化的「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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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也可以調整文字的樣式，看

是想變更標題或是內文的樣

式都可以隨心所欲。

04 除了依舊可以加入圖片之

外，現在備忘錄還加入了全

新的「文件掃描器」。如果有單據發

票，或是需要簽名的文件，只要點

下「掃描文件」按鈕，就能把文件

拍下來，並自動裁切邊緣，移除傾

角及反光，就像是用掃瞄器掃過一

樣，把照片放在備忘錄供你編輯。

3-9深入 iOS必備技巧



05 最後一個塗鴉的功能可以讓

你隨手記下各式各樣的靈

感，或是做各式各樣的筆記。現在

還可以用前面介紹的 Spotlight 功能
來搜尋手寫的文字，就算是中文也

可以，這樣就不怕找不到手寫的筆

記了。

06 無論加了多少東西做了多

少筆記，都會即時的同步

到所有登入相同 iCloud 帳號的 
iPhone、iPad、Mac 上。不過如
果是使用一般 email 帳號同步備
忘錄，是沒有辦法同步有塗鴉的內

容。一定要使用 iCloud 來同步備忘
錄才行。現在還可以透過上方的人

頭按鈕，來新增同步編輯的成員。

07 可以用各種方式來邀請朋友

一起編輯這一份備忘錄，不

過對方也要是 iOS 10 以上，或是 
macOS Sierra 以上才可以。

08 如果是儲存很秘密的資訊，

可以按下右上方的分享按

鈕，在下方選擇「鎖定備忘錄」，就

可以替這則備忘錄設定密碼（也可

以用 Touch ID 解鎖）。

另外如果你是 iPad Pro使用者，而
且也有 Apple Pencil，可以使用快
速備忘錄的功能。在鎖定畫面下，

只要用 Apple Pencil 點一下螢幕，
就能快速開啟備忘錄塗鴉功能，迅

速做下筆記。而 Apple Pencil 筆記
功能在編寫信件及螢幕擷圖的狀態

下也可以使用，Apple 產品真的是
要越多功能才越齊全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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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Message： 
Animoji 訊息絕不只是訊息

01 在使用 iPhone 傳送傳統簡
訊的時候，可以看到發送的

對話是綠色的對話框，下方輸入文

字框內也是顯示「訊息」。

02 但 如 果 對 方 也 是 使 用 
iPhone， 或 是 有 登 入 

Apple ID 的 iPad、Mac（ 如 同 
Facetime 的條件），可以看到輸入
文字的地方是顯示「iMessage」，
發送的對話也會變成藍色。這就表

示可以透過網路（無論是 Wi-Fi 或
是行動網路），發送免費的多媒體訊

息。 打完內容之後只要看到藍色的
「傳送」就可以放心傳送不用錢囉。

03 如果懶得打字，可以看到右

下角有一個麥克風的按鈕。

只要按住就可以說話錄音，手指放

開就會停止錄音。錄完之後確認沒

問題，按下向上的箭頭就可以傳送

過去了。如果收到語音訊息，又不

想播出來讓旁邊的人聽到，只要像

講電話一樣拿到耳朵邊，就不會用

擴音播出，而是用聽筒播出訊息，

非常貼心。

04 如果想要知道每則訊息的詳

細時間，可以按住畫面往左

移動，右邊就會出現每則訊息的時

間。

>

>

>

>

4-4 就這樣愛上 iPhone X / 8 / 8 Plus / iPad與 iOS 11



05 接下來要介紹的功能，除了傳送影片照片之外，需要對方也是 iOS 10 
以上的裝置，才能有完整的效果。首先我們先來介紹訊息的按讚功

能，有時候我們覺得對方某句話說的太好了，除了回訊息認同之外，也可以對

著某則訊息長按就會出現表情符號的按鈕，就可以對某則訊息按讚啦。

06 就像對話訊息一樣，藍色的

就表示是自己按的，灰白色

的就表示是對方按的表情。

07 在訊息打字框左邊的按鈕，

則是讓訊息更豐富的功能。

08 最左邊的相機圖案是傳送圖

片或是影片功能，可以直接

使用拍過的照片，或是直接拍一張

傳送。

09 第二個按鈕點開後，下方鍵

盤的介面就會變成類似 Line 
選擇貼圖的介面。最底下這一列則

是「app 抽屜選單」。往上滑就可以
打開，只要快速左右滑動，就能讓

你快速找到各種第三方支援的程式

以及各種豐富的貼圖。

10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任何貼

圖，可以點一下左下角第一

個圖示，就能進入「iMessage 的 
AppStore」供你下載各式各樣的貼
圖、遊戲或 App。

>

4-5聊天就用最生動的 Animoji



11 這些貼圖除了可直接送出，

也可以像是對訊息按貼貼紙

一樣，長按就可以選擇貼在某則訊

息上，這才叫貼圖嘛！

13 你可以在這裡選擇是否啟用

程式或是貼圖，以及喜好項

目的排列順序，以符合個人的使用

習慣。

14 第二個綠色的時鐘圖則是

「最近項目」，你可以在這裡

快速找到最近使用過的貼圖，讓你

快速回文，不用再找半天。

15 第三個則是 Digital Touch 
功能，只要輕點或是長按下

方的塗鴉區，就可以送出親吻、心

碎…等圖案。你也可以按右下角的

箭頭把塗鴉區放大。

12 除了貼圖之外，有支援的程式也可直接在這裡使用。比方

說我想傳送的照片希望先用 App 處理過，不需要先離開 
iMessage 去程式中後製，才回到 iMessage 傳送。可以直接在訊
息之中透過該程式修圖就可以傳送囉。右下角滑到最右邊有一個三

個點點的按鈕，這裡可以管理所有支援程式及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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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相片 app 下方有一個「回
憶」功能，可以自動幫你

歸類某段時間或是某個地點拍的照

片，然後匯集起來搭配音樂做成一

段影片。

02 可以慢慢瀏覽，系統會幫你

各種分門別類做成回憶錄。

5-4 製作回憶輕鬆搞定

03 選定一個進去之後，就可以

看到裡面大致是哪些照片，

當然也可以直接按下播放鍵來播放。

04 進入之後可以選擇整體的時

間長短，或是要用什麼風

格。不過想要調整更多的話，可以

按下右上方的「編輯」按鈕。

5-11回憶， 就靠輕鬆攝影



05 這裡就可以調整標題、音

樂、時間長短等等。

06 比如說調整標題，不但可以

自己決定標題內容，也有各

種字體風格可以選擇。

07 也可以決定要另外加入其他

的照片，或是刪除某幾張不

喜歡的照片。

08 最後調整完畢之後，按下左

下方的分享按鈕，就可以分

享給朋友，或是儲存為影片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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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 App Store 上已經有了 
AR 程式專區，可以讓大家

去體驗，我們就挑 Stack 這款遊戲
來介紹 AR 的實際運作方式。首先
可以在左下角找到 AR 按鈕，由於 
AR 必須與相機搭配使用，所以接著
要允許這個程式使用相機的權限，

就可以開始玩囉。

02 大多數的 AR 程式都一樣，
會需要你找一個平面，例如

桌子或是地板，並且相機對準這個

平台緩慢移動，藉以建立 AR 的平
面。

03 掃瞄完畢後就可以開始遊戲

了，你會看到桌面上出現了

一個方塊，而上方會有一個方塊不

斷移動，而你必須在上下兩個方塊

交疊的時候按下螢幕，這樣就可以

在桌上蓋起方塊大樓。

04 如果沒有對準，沒有重疊的

部分就會被剪去，這樣可以

蓋的空間就變小了，遊戲也相對變

難。玩的過程中可以移動位置及視

角，找尋你認為比較有利的角度，

同時也可以體驗 AR 的神奇之處。

9-16 擴增實境，讓 AR 改變世界

在
全世界都在瘋迷 VR 時，Apple 選擇了所有人都能輕鬆進入的 AR 世界。AR 就是讓你透過裝置的螢

幕，在既有的空間加入了虛擬的物件，讓兩者結合在一起。要說 AR 最成功的例子，莫過於席捲全球的

寶可夢了，讓你在路上能夠看到皮卡丘的技術，就是 AR 技術。而 iOS 11 也成為全世界最大的 AR 平台，讓

數以百萬計的程式都能在 iOS 11 的裝置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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