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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脑当了不用重灌-scanreg
寄件日期: 2012 年 11 月 11 日
若您的硬碟资料都还在，可以利用 scanreg 这个登录档程式，让你的系统恢复至几
天前的模样。
操作方法如下：
1.当开机进入 Windows 之前，按[F8]；
2.选择[5.Cmmand prompt only]项；
3.出现 C:\后，输入 scanreg/restore；
4.选择一个日期档（注意：日期尽量是电脑未死当机前的日期），然后轻轻地按下
ENTER，就可恢愎原貌啦！。

2. 电脑杂项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控制台->系统 ->进阶->变更.虚拟记忆体
IE->安全性->InPrivate
但每次需输入帐号密码

Chrome-> 新增无痕式视窗 以保留隐私，不留 cookie，

数位相机之 Ram 千万不要直接送到数位照相馆冲洗(千万人在插，相馆 USB 插孔多
已染梅毒)。
☆烧录或拖到 cd 片送洗，即不会染毒又可存档! 或者复制到临时随身碟，取回后
就格式化以删除可能的病毒。

3. 锂电池小常识
Sent: Saturday, April 20, 2013
锂电池小常识:备用锂金属/锂离子电池严格禁止放于托运行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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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大家对于 iPhone、iPod touch、iPad 到底该什么时候充电，是不是要
等到电池快用完了再充电会比较好呢？第一次充电要不要充 12 个小时呢？常常充
电会不会降低电池寿命？我的手机每天都连接在电脑上，会不会提早坏掉呢？
结论：
1.使用锂电池的装置，第一次使用不用充电 12 小时，这是没必要的！
2.随时充电，对你的装置没有影响，因为锂电池不怕你充电，只怕没电！
3.电池电量耗尽请尽快充电，时间拖太久会让电池从此一睡不起唷！
iPhone、iPod touch、iPad 使用的是"Li-ion 锂离子可充电电池" ，一般我们在
便利商店买到的是【一次电池】。

4. 光碟寿命
寄件日期: 2006 年月日
市面上贩售的光碟如果不好好保存，寿命只有 20 年。根据日本数位资讯协会三年
的研究发现，品质较差的 DVD 寿命最长只能保存 11 年。
如果将 DVD 放在湿气重的环境，湿气会让光碟反射层出现气泡和腐蚀现象，更恐怖
的是强烈的紫外线，只要将光碟放在太阳底下超过 20 天，光碟放出来的画面会不
断跳动，声音也不连贯，这片光碟已经不能看。

5. 照片缩小到 300 万画素
Sent: Monday, July 14, 2014
除非要将照片放大几十倍以便仔细看，否则宜将照片缩小到300万画素（档案大小
约1000KB）即可。如此既可节省电脑空间，也可加电脑档的备份保存。网路上有照
片缩小工具，【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ger】也可将照片缩小。一般简报
档（.pps, .ppsx）的每个图片也只一百多万画素(档案大小约200KB)。

t9pcit1j.docx

【頁: 3 / 總頁數: 12】 列印日期︰2016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

http://judelaw.pixnet.net/blog/post/
一张1000万画素的数位照，约是24吋莹幕的4倍大(长、宽各差约2倍左右)，如果我
们用千万画素，在24吋莹幕上看，也只不过是把该照片「长宽各缩小约50%」左右
来看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并不想要存那么大张的照片，希望在24吋莹幕上
看「刚刚好」就好，这时你应该可以将相机里头「照片尺吋」，设定约为
1920x1080=2073600，约2百万画素就够了，不需要1000万画素这么高。
所以许多人相机设定，都会用约300~500万画素来存照片，主要原因也是
了解到画素太高，在电脑上看是差不了多少的，反而占空间，分享也麻烦，索性就
用小画素来存照片。
通常以一台 24 吋这么大的电脑莹幕，在 Full-HD 1920x1080 这么高的解析度之下，
看一张 1000 万画素的照片，只是看这张照片的「缩图」而已，约是四分之一的大
小，就足够把电脑莹幕给塞满了，但我们通常很少放大看，大多是透过观看一张照
片「缩图」而已，刚也计算过了，如果想在 24 吋电脑莹幕，在 Full-HD 的解析下
看照片，只要约 200 多万画素的照片，就足以将整个莹幕给填满。

6. 手机充电
Sent: Tuesday, May 20, 2014
http://note.youdao.com/share/?id=d260211e5e304335dd297dcbdba97b40&type=n
ote
Q:习惯晚上手机充电充个通宵，或者充电显示充满后感觉可能还没充满，就再多充
两三个小时。
A:最好不要过充，这完全没有必要。
电池充满电后，手机的指示灯会显示充满的信号，这时，就会自动停止充电，你多
充也是白充！
而且，电充满 100%后，自动停止充电了，但由于手机还是在开机状态，继续消耗
电量，当电量消耗掉一点电后，又会自动开启充电，这样的频繁放电充电回圈对电
池的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
误区 3：
Q:尽量把电用干净，用到手机自动关机了再充电。这样可以避免记忆效应，延长电
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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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这是不正确的！锂电池不需要用到手机自动关机。这样会因为锂电池过度放电而
导致电压过低，从而手机开不起机！手机提示电量过低就得充电，大概 15%左右吧！
手机充电的时候也要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因为手机会发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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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星-网路写手
-黑暗行销手法 Sent: Wednesday, April 10, 2013



最近新 hTC ONE 开始在台湾发卖,就接到来自网路大量的使用者抗议,与恶劣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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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
有识之士”开始对网路上发布的这些文章的起始来源,展开调查与搜索结果
发现,这又是三星特有的行销手法。








三星手法如下:
1.招募大量的工读生(网路写手:这些网路写手的录取标准只需:文笔是否流
畅) 。
2.被录取之后的工读生(网路写手):在各大消费电子产品评论网站(论坛)上
注册。
3.注册之后开始利用该网站,散布二类文章 1.放火:把三星的对手打入十八
层地狱 2.救火: 把三星的产品捧上天堂。
4.只要三星的对手推出新产品这些网路写手就会大量出现(经过计算后同类
文章数量竟然有 3853 篇) 。

8. Google 软体-57 个有用软体
Sent: Tuesday, August 18, 2009
必备工具
1. 谷歌阅读器(Google Reader)：网页版 RSS 阅读器，方便订阅，组织和分享新
闻。有手机版。
2. 个性化主页(iGoogle)：显示 Gmail，日历，天气，新闻等等，多模板。
3. 谷歌相册服务(Google Picasa)：提供照片的下载和编辑软体，用这个软体
Email，上传，张贴照片到博客，也可以直接使用网路相册。
4. 谷歌文件(Google Docs)：您不再需要桌面版的 Office 了，这个是谷歌的线
上 Office，你可以创建，发布，共用和协作线上文档和幻灯。
5. 谷歌记事本(Google Notebook)：剪贴文本，图片和链结页面，可以保存，检
索或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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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谷歌桌面(Google Desktop)：桌面搜索，可以搜索你电脑里的电子邮件，电
脑文件，音乐，照片，聊天和 Web 历史记录，和 iGoogle 类似，也安装小工具。
地图和旅游
7.
谷歌搭车(Google Ride Finde)r：交通搭乘查询服务，通过这个搜索工具，
利用 GPS 数据钩，通过 Google 地图，在 14 个美国城市连接计程车，轿车和公共汽
车的搭车搜索。
8.
谷歌公交(Google Transit): 使用 Google 地图，告诉谷歌你在哪，要到哪，
谷歌帮助你安排公共交通线路方案。
9.
谷歌火星(Google Mars)：和谷歌地球类似，只是这个是火星而已。
10.
谷歌天空(Google Sky)：在不夜城也可以看星星，你可以通过虚拟的太空
望远镜，看行星，恒星，星系，卫星等等。
11. 谷歌地球(Google Earth): 下载一个吧，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站浏览和开发
12.
谷歌 3D 建模(Google SketchUp)：简单而有效的 3D 工具，Mac 和 PC 都
可以使用，建筑师，土木工程师，设计师，甚至是游戏开发商的方便工具。允许用
户上传他们的模型到谷歌地球。
13.
谷歌支付(Google Checkout): 谷歌的支付宝，目前中国没有开通。
14.
谷歌网路加速器(Google Web Accelerator)：类似于 CDN 的加速服务，
利用谷歌在全球的伺服器，缓存网站，让你访问速度倍增。
15.
FeedBurner：转烧你的 Feed，便于订阅，不怕当机。
16.
搜索历史(Google Web History)：记录你的网页浏览记录，以供你搜索。
17.
谷歌 Base：可以存储文字，图片文件和网页的数据库，搜索结果显示
在网页搜索，谷歌地图和产品搜索。
18.
自定义搜索引擎(Google Co-Op): 完善和分类搜索查询，创建定制的搜
索引擎，搜寻专门资讯。
19.
谷歌应用引擎(Google App Engine)： 谷歌的云计算服务，相当于一种
虚拟伺服器，目前仅仅支援 Python。
20.
谷歌网站优化器(Google Website Optimizer)：检查您的网站，测试网
站内容，帮助您创建最有效和最有利可图的广告，创造友好的介面，增加转换率。
21.
谷歌浏览器同步(Google Browser Sync): 通过互联网，同步 FireFox
的密码，书签，历史，标签，窗口到另外的电脑。
22.
谷歌点击电话(Google Click-to-Call): 这个是一个搜索结果页的广告
系统，你可以免费打电话个做广告的公司，至少是谷歌付钱。你输入 i 的电话号码，
你就可以和广告商通话。
23.
谷歌页面生成器(Google Page Creator): 简单的个人网页，提供简单
t9pcit1j.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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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页编辑器，100M 空间，多种模板，有点象傻瓜建站。
社会化网路和通讯
24.
Orkut 社区：很红的巴西和印度社区，美国不流行。
25.
Android 手机作业系统：基于 Linux 的手机作业系统。
26.
发短信到收集(Google Send to Phone)：通过 FireFox 插件发短信给自
己。
27.
谷歌分享(Google Shared Stuff): 分享网页给好友，可以整合到
Facebook 和 del.icio.us。
28.
GTalk(Google Talk)： 谷歌的聊天软体，在 Gmail 里面也可以用。
29.
Dodgeball 手机社区：在美国的 22 个城市，你可以知道你的朋友在哪，
朋友也知道你，可以要他们来找你。
30.
连接朋友(Google Friend Connect): 可以让用户方便地为网站添加社
会化网路功能，就像 Facebook 和 Orkut，无需很深的编程技术。
31.
谷歌呼叫中心(Google GrandCentral)： 用户只要一个电话号码，换手
机、搬家、换工作，还是可以继续用原来的号码。
32.
谷歌网站(Google Sites): 快速建立网站，分享包括团队项目、公司内
部网、社区团体、教室、俱乐部、家庭等资讯，可以分享给几个人、一群人或所有
人。
个性搜索工具
33.
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 面向学术资源的免费搜索工具,能够
帮助用户搜寻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预印本、文摘和技术报告在内的学
术文献,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
34.
谷歌专利搜索(Google Patent Search)：搜索到所有美国的专利,包括
专利的详细介绍，图片资讯,专利号,发明人,以及申请日期与有效期。
35.
谷歌预测搜索(Google Sets)：用户提交一个搜索关键字之后,它可以把
相关的关键字列出来,为用户的搜索提供相关提示!
36.
谷歌邮购搜索服务(Google Catalogs): 不用在往垃圾桶里扔废纸了。
37.
谷歌数字搜索(Google Search by Number)：输入区号，快件号，就能
整合到结果。
38.
谷歌盲人搜索(Google Accessible Search)
39.
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
40.
谷歌图书搜索(Google Book Search)
41.
谷歌新闻档案搜索(Google News Archive Search)：搜索老新闻。
42.
谷歌特殊搜索(Google Special Searches)：搜索范围很小的搜索，比
如政府，公共服务，微软，苹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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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谷歌工具
43.
谷歌套装软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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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拼音输入法(Google Pinyin IME)
46.
谷歌图片标注器(Google Image Labeler)：很象游戏，用户用文字来标
注图片，帮助谷歌改善搜索结果。
47.
谷歌代码搜索(Google Code Search)。
48.
谷歌新闻通知(Google Alerts): 告诉谷歌你喜欢什么新闻，谷歌每天
Email 给你。
49.
谷歌(Google Apps)： 把谷歌的服务建立在自己的域名上，比如 Gmail，
GTalk，Docs 等等。
50.
谷歌 114(GOOG-411)： 谷歌的话务员人肉搜索，只对加拿大和美国开
放。
51.
谷歌手机网站生成器(Google Moblizer)：一分钟建立你的网站的手机
版，无需注册。
52.
谷歌(Google Gears)：HTML5 的一个插件，让网页服务桌面化。
第三方工具
53.
简易谷歌(Simply Google)：把所有的谷歌特殊搜索都放在一个页面内。
54.
谷歌 IM 搜索器(Googlematic)：用 AIM 和 MSN 来搜索。
55.
谷歌尝鲜(Goofresh): 搜索最新网页，包括今天，昨天，本周，本月的
最新网页。
56.
谷歌大厨(Cooking With Google)：你冰箱里有些原料，不知道怎么搭
配烹饪，问谷歌吧，一切 OK。
57.
谷歌多语言搜索(Babelplex): 同时输入 29 个语言的搜索结果页，很变
态，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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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ttp 跟 https 有何不同
Sent: Tuesday, April 10, 201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ttp:// and https://
你知道"http" 跟 "https"有何不同吗?
Once in a whil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down the pike that is of
real importance. 有时这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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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差异，不知你们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但还是值得将此讯息传
送给还不知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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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在于网路文字传送协定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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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一个字母 S 的差别代表"安全(secure)",所以 http://是该网页与你的电脑浏
览器，以一般(非安全)模式在进行互动交谈，所以内容有可能遭拦截窃听；换句话
说，你在此类网页上填写传送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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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不会在 http 网页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 但如果网址开头是
https://，基本上意谓着，你的电脑是以无人能盗取得安全码，与该网页进行互动
交谈。
You understand why this is so important, right? 你了解为什么这是如此重要
了，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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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输入机密资料时确认该网页开头是不是 https:// 。
If it doesn't, You should NEVER enter sensitive information....such as a
credit card number, SS # etc .
如果不是，请勿输入敏感资料....诸如信用卡号码，SS # 等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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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ffice 工具列汇出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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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出自订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您可以汇出功能区和快速存取工具列自订至档案，该档案可由您的同事或其他电脑
汇入并使用。
1. 按一下 [Microsoft Backstage 按钮]
。
2. 按一下 [说明] 底下的 [选项]。
3. 按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
4. 按一下 [汇入/汇出]，然后按一下 [汇出所有自订]。
页首
汇入自订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您可以汇入自订作业档案，以取代功能区和快速存取工具列的目前配置。由于能够
汇入自订作业，您可以让 Microsoft Office 程式的外观保持与同事一致，或是各
部电脑都一致。
重要 当您汇入功能区自订作业档案时，会失去先前所有的功能区和快速存取工具
列自订作业。如果您认为可能会回复到目前的自订作业状况，就应该先汇出自订作
业，再汇入新的自订作业。
1. 按一下 [Microsoft Backstage 按钮]
2. 按一下 [说明] 底下的 [选项]。
3. 按一下 [快速存取工具列]。

。

按一下 [汇入/汇出]，然后按一下 [汇入自订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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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kype-用市话打 Skype 免上网嘛也通
自由时报-2013 年 11 月 14 日
Skype 昨宣布「Skype To Go」服务在台上线，即使在没有网路、不开电脑的情
况下，也能以市话或手机拨打 SkypeOut 国际电话，随时享受每分钟 0.01 元起
的超低通话费率。
用户仅需登入 Skype 官网进行设定，输入欲拨打的国际电话号码后，系统将回
复一组以（02）449 开头的国内市话号码作为 Skype To Go 的直拨码，用户拨
打直拨码便能接通海外受话方。 用户所需负担的电话费仅包含使用市话或手机
拨打至（02）直播码的国内电话费，以及使用 Skype 点数或包月方案拨打至中
国的 SkypeOut 国际电话费（包月型每分钟 0.04 元，使用点数每分钟费率是
0.757 元），最多可省下 90％的国际电话费。
记者陈炳宏 http://n.yam.com/tlt/life/20131114/20131114892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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