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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存檔再抽空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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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歡迎複製或傳送。請勿修改，也不可做商業用途和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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ㄦ
er

介母: ㄧㄨㄩ (yi wu yu)

1. 電腦當了不用重灌-scanreg
寄件日期: 2012 年 11 月 11 日
若您的硬碟資料都還在，可以利用 scanreg 這個登錄檔程式，讓你的系統恢復至幾
天前的模樣。
操作方法如下：
1.當開機進入 Windows 之前，按[F8]；
2.選擇[5.Cmmand prompt only]項；
3.出現 C:\後，輸入 scanreg/restore；
4.選擇一個日期檔（注意：日期盡量是電腦未死當機前的日期），然後輕輕地按下
ENTER，就可恢愎原貌啦！。

2. 電腦雜項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控制台->系統 ->進階->變更.虛擬記憶體
IE->安全性->InPrivate
但每次需輸入帳號密碼

Chrome-> 新增無痕式視窗 以保留隱私，不留 cookie，

數位相機之 Ram 千萬不要直接送到數位照相館沖洗(千萬人在插，相館 USB 插孔多
已染梅毒)。
☆燒錄或拖到 cd 片送洗，即不會染毒又可存檔! 或者複製到臨時隨身碟，取回後
就格式化以刪除可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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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片影片暗藏釣魚程式
Sent: Sunday, October 9, 2016
最近網路上流傳一篇「長輩愛傳的早安晚安問候圖片影片，暗藏中美俄日駭客釣魚
程式竊取個資，某新聞台已連播 35 集受害情形！」的文章
有關早晚問候照片，請看警政署的回答
http://www.spfh.gov.tw/btln5/index.php?catid=71&cid=3&id=5785&action=vie
w
刑事局人員則表示，照理來說，個人資料並不會應下載或觀看影片就騙，即使被騙，
也不會因為刪除照片或影片就安全無虞，而且，就算此問題真的存在，其危害也不
至於上達「國安局、總統府」，可說是離譜至極的假消息。

4. 鋰電池小常識
Sent: Saturday, April 20, 2013
鋰電池小常識:備用鋰金屬/鋰離子電池嚴格禁止放於託運行李中。
一直以來，大家對於 iPhone、iPod touch、iPad 到底該什麼時候充電，是不是要
等到電池快用完了再充電會比較好呢？第一次充電要不要充 12 個小時呢？常常充
電會不會降低電池壽命？我的手機每天都連接在電腦上，會不會提早壞掉呢？
結論：
1.使用鋰電池的裝置，第一次使用不用充電 12 小時，這是沒必要的！
2.隨時充電，對你的裝置沒有影響，因為鋰電池不怕你充電，只怕沒電！
3.電池電量耗盡請盡快充電，時間拖太久會讓電池從此一睡不起唷！
iPhone、iPod touch、iPad 使用的是"Li-ion 鋰離子可充電電池" ，一般我們在
便利商店買到的是【一次電池】。

5. 光碟壽命
寄件日期: 2006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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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販售的光碟如果不好好保存，壽命只有 20 年。根據日本數位資訊協會三年
的研究發現，品質較差的 DVD 壽命最長只能保存 11 年。
如果將 DVD 放在濕氣重的環境，濕氣會讓光碟反射層出現氣泡和腐蝕現象，更恐怖
的是強烈的紫外線，只要將光碟放在太陽底下超過 20 天，光碟放出來的畫面會不
斷跳動，聲音也不連貫，這片光碟已經不能看。

6. 照片縮小到 300 萬畫素
Sent: Monday, July 14, 2014
除非要將照片放大幾十倍以便仔細看，否則宜將照片縮小到300萬畫素（檔案大小
約1000KB）即可。如此既可節省電腦空間，也可加電腦檔的備份保存。網路上有照
片縮小工具，【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ger】也可將照片縮小。一般簡報
檔（.pps, .ppsx）的每個圖片也只一百多萬畫素(檔案大小約200KB)。

http://judelaw.pixnet.net/blog/post/
一張1000萬畫素的數位照，約是24吋瑩幕的4倍大(長、寬各差約2倍左右)，如果我
們用千萬畫素，在24吋瑩幕上看，也只不過是把該照片「長寬各縮小約50%」左右
來看而已。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並不想要存那麼大張的照片，希望在24吋瑩幕上
看「剛剛好」就好，這時你應該可以將相機裡頭「照片尺吋」，設定約為
1920x1080=2073600，約2百萬畫素就夠了，不需要1000萬畫素這麼高。
所以許多人相機設定，都會用約300~500萬畫素來存照片，主要原因也是
了解到畫素太高，在電腦上看是差不了多少的，反而佔空間，分享也麻煩，索性就
用小畫素來存照片。
通常以一台 24 吋這麼大的電腦瑩幕，在 Full-HD 1920x1080 這麼高的解析度之下，
看一張 1000 萬畫素的照片，只是看這張照片的「縮圖」而已，約是四分之一的大
小，就足夠把電腦瑩幕給塞滿了，但我們通常很少放大看，大多是透過觀看一張照
片「縮圖」而已，剛也計算過了，如果想在 24 吋電腦瑩幕，在 Full-HD 的解析下
看照片，只要約 200 多萬畫素的照片，就足以將整個瑩幕給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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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機的秘密
Sent: Monday, August 29, 2016// 詳情� http://goo.gl/p669Wq
重點如下︰
//隱形的備用電池
手機電量不足，按*3370#鍵，手機會重新啟動，完畢后，電量增加 50%。
//序列號
鍵入* # 0 6 #，15 位序列號會出現在手機屏幕上。如果手機不幸被偷，打電話給
手機提供商，並提供手機序列號，他們會幫你把手機屏蔽，這樣即使小偷換了 SIM
卡，仍然無法使用。
//讓手機電池起死回生
當電池使用時間變短(記憶效應或老化)時,不妨詴詴看：
1）把電池用報紙包起來再放進塑料袋裹包好放入冷凍庫三天(報紙可吸收多餘水
份)。
2）三天後取出常溫下放二天。
3）二天後將電池充電，充飽后裝進行動電話裹測詴(預估可救回 80%-90%)。
//手機屏幕刮傷
把牙膏適量擠在濕抹布上後，用力在屏幕刮傷處前後左右來回塗勻，屏幕刮痕會消
失。

8. 手機充電
Sent: Tuesday, May 20, 2014
http://note.youdao.com/share/?id=d260211e5e304335dd297dcbdba97b40&type=n
ote
Q:習慣晚上手機充電充個通宵，或者充電顯示充滿後感覺可能還沒充滿，就再多充
兩三個小時。
A:最好不要過充，這完全沒有必要。
電池充滿電後，手機的指示燈會顯示充滿的信號，這時，就會自動停止充電，你多
充也是白充！
而且，電充滿 100%後，自動停止充電了，但由於手機還是在開機狀態，繼續消耗
電量，當電量消耗掉一點電後，又會自動開啟充電，這樣的頻繁放電充電迴圈對電
池的壽命肯定是有影響的。
誤區 3：
Q:儘量把電用乾淨，用到手機自動關機了再充電。這樣可以避免記憶效應，延長電
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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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這是不正確的！鋰電池不需要用到手機自動關機。這樣會因為鋰電池過度放電而
導致電壓過低，從而手機開不起機！手機提示電量過低就得充電，大概 15%左右吧！
手機充電的時候也要儘量不要使用手機，因為手機會發燙嚴重！

9. 三星-網路寫手
-黑暗行銷手法 Sent: Wednesday, April 10, 2013



最近新 hTC ONE 開始在台灣發賣,就接到來自網路大量的使用者抗議,與惡劣
批評。
最近在台灣市場 Canon 的 Mini 單眼機種(ミラーレス)被三星同類商品完全
擊敗,原因也是同樣受到來自網路大量的使用者抗議,與惡劣批評。最近台灣”
有識之士”開始對網路上發布的這些文章的起始來源,展開調查與搜索結果
發現,這又是三星特有的行銷手法。








三星手法如下:
1.招募大量的工讀生(網路寫手:這些網路寫手的錄取標準只需:文筆是否流
暢) 。
2.被錄取之後的工讀生(網路寫手):在各大消費電子產品評論網站(論壇)上
註冊。
3.註冊之後開始利用該網站,散佈二類文章 1.放火:把三星的對手打入十八
層地獄 2.救火: 把三星的產品捧上天堂。
4.只要三星的對手推出新產品這些網路寫手就會大量出現(經過計算後同類
文章數量竟然有 3853 篇) 。

10. Excel 2010-月曆日期選擇器
C:\WINDOWS\system32\mscomct2.ocx & MSCOMCTL.OCX
月曆日期選擇器 (Microsoft Date and Time Picker Control 6.0 (SP$))

11. Google 軟體-57 個有用軟體
t9pcit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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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uesday, August 18, 2009
必備工具
1. 谷歌閱讀器(Google Reader)：網頁版 RSS 閱讀器，方便訂閱，組織和分享新
聞。有手機版。
2. 個性化主頁(iGoogle)：顯示 Gmail，日曆，天氣，新聞等等，多模板。
3. 谷歌相冊服務(Google Picasa)：提供照片的下載和編輯軟體，用這個軟體
Email，上傳，張貼照片到博客，也可以直接使用網路相冊。
4. 谷歌文件(Google Docs)：您不再需要桌面版的 Office 了，這個是谷歌的線
上 Office，你可以創建，發佈，共用和協作線上文檔和幻燈。
5. 谷歌記事本(Google Notebook)：剪貼文本，圖片和鏈結頁面，可以保存，檢
索或共用。
6. 谷歌桌面(Google Desktop)：桌面搜索，可以搜索你電腦裏的電子郵件，電
腦文件，音樂，照片，聊天和 Web 歷史記錄，和 iGoogle 類似，也安裝小工具。
地圖和旅遊
7.
谷歌搭車(Google Ride Finde)r：交通搭乘查詢服務，通過這個搜索工具，
利用 GPS 數據鉤，通過 Google 地圖，在 14 個美國城市連接計程車，轎車和公共汽
車的搭車搜索。
8.
谷歌公交(Google Transit): 使用 Google 地圖，告訴谷歌你在哪，要到哪，
谷歌幫助你安排公共交通線路方案。
9.
谷歌火星(Google Mars)：和谷歌地球類似，只是這個是火星而已。
10.
谷歌天空(Google Sky)：在不夜城也可以看星星，你可以通過虛擬的太空
望遠鏡，看行星，恒星，星系，衛星等等。
11. 谷歌地球(Google Earth): 下載一個吧，你就什麼都知道了。
網站瀏覽和開發
12.
谷歌 3D 建模(Google SketchUp)：簡單而有效的 3D 工具，Mac 和 PC 都
可以使用，建築師，土木工程師，設計師，甚至是遊戲開發商的方便工具。允許用
戶上傳他們的模型到谷歌地球。
13.
谷歌支付(Google Checkout): 谷歌的支付寶，目前中國沒有開通。
14.
谷歌網路加速器(Google Web Accelerator)：類似于 CDN 的加速服務，
利用谷歌在全球的伺服器，緩存網站，讓你訪問速度倍增。
15.
FeedBurner：轉燒你的 Feed，便於訂閱，不怕當機。
16.
搜索歷史(Google Web History)：記錄你的網頁瀏覽記錄，以供你搜索。
17.
谷歌 Base：可以存儲文字，圖片文件和網頁的數據庫，搜索結果顯示
在網頁搜索，谷歌地圖和產品搜索。
18.
自定義搜索引擎(Google Co-Op): 完善和分類搜索查詢，創建定制的搜
t9pcit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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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搜尋專門資訊。
19.
谷歌應用引擎(Google App Engine)： 谷歌的雲計算服務，相當於一種
虛擬伺服器，目前僅僅支援 Python。
20.
谷歌網站優化器(Google Website Optimizer)：檢查您的網站，測詴網
站內容，幫助您創建最有效和最有利可圖的廣告，創造友好的介面，增加轉換率。
21.
谷歌瀏覽器同步(Google Browser Sync): 通過互聯網，同步 FireFox
的密碼，書籤，歷史，標簽，窗口到另外的電腦。
22.
谷歌點擊電話(Google Click-to-Call): 這個是一個搜索結果頁的廣告
系統，你可以免費打電話個做廣告的公司，至少是谷歌付錢。你輸入 i 的電話號碼，
你就可以和廣告商通話。
23.
谷歌頁面生成器(Google Page Creator): 簡單的個人網頁，提供簡單
的網頁編輯器，100M 空間，多種模板，有點象傻瓜建站。
社會化網路和通訊
24.
Orkut 社區：很紅的巴西和印度社區，美國不流行。
25.
Android 手機作業系統：基於 Linux 的手機作業系統。
26.
發短信到收集(Google Send to Phone)：通過 FireFox 插件發短信給自
己。
27.
谷歌分享(Google Shared Stuff): 分享網頁給好友，可以整合到
Facebook 和 del.icio.us。
28.
GTalk(Google Talk)： 谷歌的聊天軟體，在 Gmail 裏面也可以用。
29.
Dodgeball 手機社區：在美國的 22 個城市，你可以知道你的朋友在哪，
朋友也知道你，可以要他們來找你。
30.
連接朋友(Google Friend Connect): 可以讓用戶方便地為網站添加社
會化網路功能，就像 Facebook 和 Orkut，無需很深的編程技術。
31.
谷歌呼叫中心(Google GrandCentral)： 用戶只要一個電話號碼，換手
機、搬家、換工作，還是可以繼續用原來的號碼。
32.
谷歌網站(Google Sites): 快速建立網站，分享包括團隊項目、公司內
部網、社區團體、教室、俱樂部、家庭等資訊，可以分享給幾個人、一群人或所有
人。
個性搜索工具
33.
谷歌學術搜索(Google Scholar): 面向學術資源的免費搜索工具,能夠
幫助用戶搜尋包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書籍、預印本、文摘和技術報告在內的學
術文獻,內容涵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多種學科。
34.
谷歌專利搜索(Google Patent Search)：搜索到所有美國的專利,包括
專利的詳細介紹，圖片資訊,專利號,發明人,以及申請日期與有效期。
35.
谷歌預測搜索(Google Sets)：用戶提交一個搜索關鍵字之後,它可以把
t9pcit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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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關鍵字列出來,為用戶的搜索提供相關提示!
36.
谷歌郵購搜索服務(Google Catalogs): 不用在往垃圾桶裏扔廢紙了。
37.
谷歌數字搜索(Google Search by Number)：輸入區號，快件號，就能
整合到結果。
38.
谷歌盲人搜索(Google Accessible Search)
39.
谷歌趨勢(Google Trends)
40.
谷歌圖書搜索(Google Book Search)
41.
谷歌新聞檔案搜索(Google News Archive Search)：搜索老新聞。
42.
谷歌特殊搜索(Google Special Searches)：搜索範圍很小的搜索，比
如政府，公共服務，微軟，蘋果等等。
多種谷歌工具
43.
谷歌套裝軟體(Google Google Pack)：包括 Desktop，Picasa，
Toolbar，谷歌地球，Gtalk，Firefox, Adobe Reader, Skype 和 StarOffice。
44.
谷歌小工具(Google Gadgets): 和 iGoogle 和 Desktop 配合使用。
45.
谷歌拼音輸入法(Google Pinyin IME)
46.
谷歌圖片標注器(Google Image Labeler)：很象遊戲，用戶用文字來標
注圖片，幫助谷歌改善搜索結果。
47.
谷歌代碼搜索(Google Code Search)。
48.
谷歌新聞通知(Google Alerts): 告訴谷歌你喜歡什麼新聞，谷歌每天
Email 給你。
49.
谷歌(Google Apps)： 把谷歌的服務建立在自己的域名上，比如 Gmail，
GTalk，Docs 等等。
50.
谷歌 114(GOOG-411)： 谷歌的話務員人肉搜索，只對加拿大和美國開
放。
51.
谷歌手機網站生成器(Google Moblizer)：一分鐘建立你的網站的手機
版，無需註冊。
52.
谷歌(Google Gears)：HTML5 的一個插件，讓網頁服務桌面化。
第三方工具
53.
簡易谷歌(Simply Google)：把所有的谷歌特殊搜索都放在一個頁面內。
54.
谷歌 IM 搜索器(Googlematic)：用 AIM 和 MSN 來搜索。
55.
谷歌嘗鮮(Goofresh): 搜索最新網頁，包括今天，昨天，本週，本月的
最新網頁。
56.
谷歌大廚(Cooking With Google)：你冰箱裏有些原料，不知道怎麼搭
配烹飪，問谷歌吧，一切 OK。
57.
谷歌多語言搜索(Babelplex): 同時輸入 29 個語言的搜索結果頁，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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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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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ttp 跟 https 有何不同
Sent: Tuesday, April 10, 201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ttp:// and https://
你知道"http" 跟 "https"有何不同嗎?
Once in a whil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down the pike that is of
real importance. 有時這之間的差異是很重要的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ttp and https ?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are aware of this difference, but it is worth sending to any that do
not.....
http 和 https 之間的差異，不知你們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但還是值得將此訊息傳
送給還不知道的人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http:// and https://is it's all about
keeping you secure. HTTP stands for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跟 https://之間的差異在於網路文字傳送協定標準不同。
The S (big surprise) stands for "Secure".. If you visit a website or web
page, and look at the address in the web browser, it will likely begin
with the following: http://.this/ means that the website is talking to
your browser using the regular 'unsecured language. In other words, it
is possible for someone to "eavesdrop" on your computer's conversation
with the website. If you fill out a form on the website, someone might
see the information you send to that site.
這僅一個字母 S 的差別代表"安全(secure)",所以 http://是該網頁與你的電腦瀏
覽器，以一般(非安全)模式在進行互動交談，所以內容有可能遭攔截竊聽；換句話
說，你在此類網頁上填寫傳送的資料有可能被有心人士看到。
This is why you never ever enter your credit card number in an http
website! But if the web address begins with https://, that basically
means your computer is talking to the website in a secure code that no
one can eavesdrop on.
這就是為什麼你從不會在 http 網頁輸入你的信用卡資料! 但如果網址開頭是
https://，基本上意謂著，你的電腦是以無人能盜取得安全碼，與該網頁進行互動
交談。
You understand why this is so important, right? 你瞭解為什麼這是如此重要
了，對吧?
If a website ever asks you to enter your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you
should automatically look to see if the web address begins with https://.
請在輸入機密資料時確認該網頁開頭是不是 https:// 。
If it doesn't, You should NEVER enter sensitive information....such as a
credit card number, SS # etc .
如果不是，請勿輸入敏感資料....諸如信用卡號碼，SS # 等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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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ffice 工具列匯出匯入
https://support.office.com/zhtw/article/%E8%87%AA%E8%A8%82%E5%BF%AB%E9%80%9F%E5%AD%98%E5%8F%96%E5%B7%
A5%E5%85%B7%E5%88%97-43fff1c9-ebc4-4963-bdbd-c2b6b0739e52

匯出自訂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您可以匯出功能區和快速存取工具列自訂至檔案，該檔案可由您的同事或其他電腦
匯入並使用。
1. 按一下 [Microsoft Backstage 按鈕]
。
2. 按一下 [說明] 底下的 [選項]。
3. 按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
4. 按一下 [匯入/匯出]，然後按一下 [匯出所有自訂]。
頁首
匯入自訂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您可以匯入自訂作業檔案，以取代功能區和快速存取工具列的目前配置。由於能夠
匯入自訂作業，您可以讓 Microsoft Office 程式的外觀保持與同事一致，或是各
部電腦都一致。
重要 當您匯入功能區自訂作業檔案時，會失去先前所有的功能區和快速存取工具
列自訂作業。如果您認為可能會回復到目前的自訂作業狀況，就應該先匯出自訂作
業，再匯入新的自訂作業。
1. 按一下 [Microsoft Backstage 按鈕]
2. 按一下 [說明] 底下的 [選項]。
3. 按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

。

按一下 [匯入/匯出]，然後按一下 [匯入自訂檔案]。

14. Line-新的移動帳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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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官方資料-最新消息-2016/4/27 起，採用新的移動帳號流程！新流程取代原來的「換機密碼」
方式，提升便利性與安全性。
換手機的事前準備(請在「原本的手機」上進行) ，帄時即確認綁定電子郵件帳號。電子郵件帳號
密碼的設定路徑：其他 > 設定 > 我的帳號 > 點選「設定電子郵件帳號」設定帳密＊請勿與原郵
件密碼相同 > 進行認證 > 認證手續完成後，點選「確定」進行移動帳號。
「舊手機上」需先於舊手機上開啟並使用全新的「移動帳號」模式：其他￼ > 設定￼ > 兩階段
認證￼ > 開啓「移動帳號」ON （ 「移動帳號」帄常自動設定為 OFF，開啓 ON 後，24 小時後會
恢復為 OFF）。
「新手機上」
在新手機安裝 LINE 之後，開啟，選擇「用戶登入 」，輸入設定的電子郵件帳號與密碼後，按確
定 。輸入新手機電話號碼，並輸入收到簡訊之 4 位數認證碼，完成移轉。
若無舊手機，或舊手機不能使用，或其他情況，請填寫客服反應表，尋求協助：
https://contact.line.me/
詳細移動帳號流程介紹請參考部落格文：http://lin.ee/fsJTNKK 。

15. Line 出現-綁定你的手機號碼
Sent: Monday, August 29, 2016 // 如果 Line 出現『請綁定你的手機號碼』訊息，請
勿進行下一步驟，進行手機簡訊碼認証，這是有人要盜用你的帳號在其他手機安裝
你的 Line 帳號，如果你進行動作，你手機的 line 帳號就轉移到對方手機了。
《重要》其他裝置的 Line 要求使用您的電話號碼進行認證。請留意這有可能會是
不肖人士偽裝成您的友人，以問出您簡訊認證號碼的詐欺手法。請不要將收到的簡
訊認證號碼告知任何人。

16. Skype-用市話打 Skype 免上網嘛也通
自由時報-2013 年 11 月 14 日
Skype 昨宣布「Skype To Go」服務在台上線，即使在沒有網路、不開電腦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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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也能以市話或手機撥打 SkypeOut 國際電話，隨時享受每分鐘 0.01 元起
的超低通話費率。
用戶僅需登入 Skype 官網進行設定，輸入欲撥打的國際電話號碼後，系統將回
覆一組以（02）449 開頭的國內市話號碼作為 Skype To Go 的直撥碼，用戶撥
打直撥碼便能接通海外受話方。 用戶所需負擔的電話費僅包含使用市話或手機
撥打至（02）直播碼的國內電話費，以及使用 Skype 點數或包月方案撥打至中
國的 SkypeOut 國際電話費（包月型每分鐘 0.04 元，使用點數每分鐘費率是
0.757 元），最多可省下 90％的國際電話費。
記者陳炳宏 http://n.yam.com/tlt/life/20131114/20131114892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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