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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浏览器广告

t2pcit1j.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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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ㄦ
er

IE -> 设定 -> 安全性-> inPrivate 或 工具->管理附加元件 或 工具->
inPrivate Filtering
Chromax 新增无痕视窗 或 扩充功能-> 移除套件
http://orz.tw/bevje Avast 反浏览器广告

2. 中文排序改成依注音排序
Sent: Tuesday, July 23, 2013
微软视窗(Windows)系统的选单、档案总管(电脑)…等的中文排序内定值是依笔划
排序。笔者偏好改成依注音排序。方法如下︰
开始> 右下角的 控制台> 地区及语言> 右下角的 自订这个格式>右上角的 排序>
选取排序方法 选取 注音
微软办公室软体(Office)的速算表(Excel)，也有类似功能，以便改成依注音排序。
改成依注音排序后范例如下︰
屏东
苗栗
台东
台南
台中
桃园
南投
高雄
花莲
嘉义
新北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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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定统一码 Unicode (更新日期︰2009.09.29) )
Unicode (统一码，万国码)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万码奔腾(IBM EBCDIC, ANSI,
ASCII, DOS, JIS, BIG 5, GB, HZ...)的困惑时代，终将结束。Windows XP 及
Microsoft office XP 都已经用 Unicode 做为内码。为了和国际人士及大陆人士的
电脑资料来往，也为了自己资料可长久保留，以下软体请做一些设定或留意。
Microsoft Outlook XP (2003)︰
工具->邮件格式->字型->国际字型->字型设定请选取 Unicode；预设编码，请选取
Unicode (UTF-8) ->设成预设值。
工具->邮件格式->国际选项->想使用的外寄邮件编码，请选取 Unicode (UTF-8)。
-> 清除 [□自动选取外寄邮件的编码方式] 核取方块。
档案->另存新档->如果选择 .msg 格式档，则请选取” Outlook 邮件格式Unicode (*.msg)”
Microsoft Word XP (2003):
工具->选项->相容->建议选项，请选取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以档案总管的”开启旧档”(滑鼠右键)编辑设定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
将此范本档建捷径于下面目录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Word\STARTUP
Microsoft Excel XP (2003)
自建及编辑设定于范本 bool.xlt,将此档建捷径于下面目录区︰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Excel\XLSTART
Microsoft Excel XP (2003), Word XP (2003), PowerPoint XP (2003) : (似乎
没效)
档案->(每次)另存新档->工具->Web 选项->字型请选取”多国语言/Unicode”；编
码，请选取 Unicode->清除” □总是以预设编码方式储存网页”。
Microsoft PowerPoint XP (2003):
工具->选项->一般-> Web 选项->编码，请选取 Unicode->清除” □总是以预设编
码方式储存网页”。
Windows 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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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另存]存档时，档名下面的编码，请选取 Unicode。
Internet Explore 7.0/8.0
档案->另存存档时，档名下面的编码，请选取 Unicode。Word,Excel,PowerPoint
另存网页时，如果无法存成 Unicode 码，请用 IE 另存新档并选取 Unicode 码。

4. 书信沧桑

更新日期︰2015/5/8

1987 年之前，书信来往主要依赖邮局寄送书信。有急件，则用英文或中文电报。
电报只能打文字，不能附图。为了节省英文电报费，常用简写或缩写。例如用 R u
in TW ROC 取代 Are you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中文电报则是到邮局办
理，邮局传送中文代码到收件者邮局，邮局印出来后再专人快递交给收件者，因此
很贵。
1987 年起，随着微软 DOS 及中文作业系统电脑的普及，中文英文打字机被电恼取
代。一些古董商家还展示着古董的英文打字机。1993 年起，电报被传真取代。那
时，有些人常常收到很多传真。传真只有黑白两色，可附上图形。传真后的文件，
会有一些失真，因此转传了几次后，就模糊不清楚。1995 年起，微软视窗作业系
统及电邮与网路的普及，电邮取代了决大部份的传真和邮寄书信。2010 年起，
QQ,Skype,MSN,Line,Facebook…等即时通，取代了一些电邮。

5. 移除 snap.do 绑架浏览器
节录自月刊 PC home 2014/1
开始 -> 执行 regedit -> 重复寻找 snap.do 后删除机码的整个资料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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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nge display language

以下摘自微软 Windows 7 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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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右上方]••• > [上方] 设定 > [左上方] 个人资料 >[左方] ID
或 行动条码
Line 首页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上方] 行动条码
Line 首页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右上方] ID 搜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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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首页 > [右上方]••• > [左上方] 加入好友 > [左上方] 建立群组 > [上
方][群组名称] 姊弟 2 家亲> [中间左方] 成员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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