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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只供參考，讀者需多方搜集資料、請教專業人士和求証。
2. 資料來源︰摘錄自電子郵件或網站。
3. 簡體版如果沒有書簽功能。請用搜尋功能找資料，或者用繁體版的書簽找
到頁次，再由頁次找到簡體版資料。
4. 先存檔再抽空慢慢看
5. 日期格式: 西元 年/月/日
6. 歡迎複製或傳送。請勿修改，也不可做商業用途和買賣。
摘錄者︰統易輸入法網站︰ http://angel-ms.myweb.hinet.net/,
http://input.foruto.com/tongyi-input/ (易村摘錄文集) 。
注音排序:
聲母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韻母: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a o e ie ai ei ao ou
介母: ㄧㄨㄩ (yi wu yu)

ㄢ ㄣ ㄤ ㄥ
an en ang eng

1. 反瀏覽器廣告

t2pcit1.docx

【頁: 1 / 總頁數: 6】 列印日期︰2016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ㄦ
er

IE -> 設定 -> 安全性-> inPrivate 或 工具->管理附加元件 或 工具->
inPrivate Filtering
Chromax 新增無痕視窗 或 擴充功能-> 移除套件
http://orz.tw/bevje Avast 反瀏覽器廣告

2. 中文排序改成依注音排序
Sent: Tuesday, July 23, 2013
微軟視窗(Windows)系統的選單、檔案總管(電腦)…等的中文排序內定值是依筆劃
排序。筆者偏好改成依注音排序。方法如下︰
開始> 右下角的 控制台> 地區及語言> 右下角的 自訂這個格式>右上角的 排序>
選取排序方法 選取 注音
微軟辦公室軟體(Office)的速算表(Excel)，也有類似功能，以便改成依注音排序。
改成依注音排序後範例如下︰
屏東
苗栗
台東
台南
台中
桃園
南投
高雄
花蓮
嘉義
新北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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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統一碼 Unicode (更新日期︰2009.09.29) )
Unicode (統一碼，萬國碼)已成為必然的趨勢。萬碼奔騰(IBM EBCDIC, ANSI,
ASCII, DOS, JIS, BIG 5, GB, HZ...)的困惑時代，終將結束。Windows XP 及
Microsoft office XP 都已經用 Unicode 做為內碼。為了和國際人士及大陸人士的
電腦資料來往，也為了自己資料可長久保留，以下軟體請做一些設定或留意。
Microsoft Outlook XP (2003)︰
工具->郵件格式->字型->國際字型->字型設定請選取 Unicode；預設編碼，請選取
Unicode (UTF-8) ->設成預設值。
工具->郵件格式->國際選項->想使用的外寄郵件編碼，請選取 Unicode (UTF-8)。
-> 清除 [□自動選取外寄郵件的編碼方式] 核取方塊。
檔案->另存新檔->如果選擇 .msg 格式檔，則請選取” Outlook 郵件格式Unicode (*.msg)”
Microsoft Word XP (2003):
工具->選項->相容->建議選項，請選取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以檔案總管的”開啟舊檔”(滑鼠右鍵)編輯設定於︰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
將此範本檔建捷徑於下面目錄區︰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Word\STARTUP
Microsoft Excel XP (2003)
自建及編輯設定於範本 bool.xlt,將此檔建捷徑於下面目錄區︰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Excel\XLSTART
Microsoft Excel XP (2003), Word XP (2003), PowerPoint XP (2003) : (似乎
沒效)
檔案->(每次)另存新檔->工具->Web 選項->字型請選取”多國語言/Unicode”；編
碼，請選取 Unicode->清除” □總是以預設編碼方式儲存網頁”。
Microsoft PowerPoint XP (2003):
工具->選項->一般-> Web 選項->編碼，請選取 Unicode->清除” □總是以預設編
碼方式儲存網頁”。
Windows 記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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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另存]存檔時，檔名下面的編碼，請選取 Unicode。
Internet Explore 7.0/8.0
檔案->另存存檔時，檔名下面的編碼，請選取 Unicode。Word,Excel,PowerPoint
另存網頁時，如果無法存成 Unicode 碼，請用 IE 另存新檔並選取 Unicode 碼。

4. 書信滄桑

更新日期︰2015/5/8

1987 年之前，書信來往主要依賴郵局寄送書信。有急件，則用英文或中文電報。
電報只能打文字，不能附圖。為了節省英文電報費，常用簡寫或縮寫。例如用 R u
in TW ROC 取代 Are you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電報則是到郵局辦
理，郵局傳送中文代碼到收件者郵局，郵局印出來後再專人快遞交給收件者，因此
很貴。
1987 年起，隨著微軟 DOS 及中文作業系統電腦的普及，中文英文打字機被電惱取
代。一些古董商家還展示著古董的英文打字機。1993 年起，電報被傳真取代。那
時，有些人常常收到很多傳真。傳真只有黑白兩色，可附上圖形。傳真後的文件，
會有一些失真，因此轉傳了幾次後，就模糊不清楚。1995 年起，微軟視窗作業系
統及電郵與網路的普及，電郵取代了決大部份的傳真和郵寄書信。2010 年起，
QQ,Skype,MSN,Line,Facebook…等即時通，取代了一些電郵。

5. 移除 snap.do 綁架瀏覽器
節錄自月刊 PC home 2014/1
開始 -> 執行 regedit -> 重複尋找 snap.do 後刪除機碼的整個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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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nge display language

以下摘自微軟 Windows 7 的使用說明
1.

Start Microsoft Update. To do this, click Start
type Microsoft Update in the Start Search box, and then click
Microsoft Update in the Programs list.

2.
Click the optional update links for the language packs.
3.
Under the Windows 7 Language Packs category, select the desired
language pack.
To change the display language, follow these steps:
1. Click Start, and then type Change display language in the Start
Search box.
2. Click Change display language.
In the drop-down list that appears, select the language that you want,
and then click OK.

7. Line-加入好友

2015/3/23

Line 首頁 > [右上方]••• > [上方] 設定 > [左上方] 個人資料 >[左方] ID
或 行動條碼
Line 首頁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上方] 行動條碼
Line 首頁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右上方] ID 搜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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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首頁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左上方] 建立群組 > [上
方][群組名稱] 姊弟 2 家親> [中間左方] 成員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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