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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與您的生活同步脈動

Windows 8 的問世為高行動力、觸控模
式、隨時上網的運算生活開創了嶄新局
面。Windows 8.1 更承襲 Windows 8 的
願景而再進化，提供強大的必備應用程
式與雲端服務組合，與各類優質裝置相
輔相成並完美發揮最大的效用。

在此，我們鄭重介紹專為您生活脈動而
設計的全新 Windows — 功能先進，可
提供最卓越的新硬體設計與技術。滿足
個人化需求，舉凡裝置、設計、顯示器都
提供多元化的選擇。您將可坐擁包羅萬
象的優質應用程式、更多採用雲端技術
的精彩娛樂、更多通訊與儲存選項，以
及標榜全新的瀏覽及搜尋體驗、同時又
更為理想的網路使用體驗。

最好的一點，就是 Windows 能將所有
事物整合在一起。因此您所有的應用程
式和服務都能運用智慧技術相輔相成，
隨時與您保持同步。這就是現在 
Windows 8.1 及 Windows RT 8.1 將為
您提供的獨到體驗。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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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您的一切需求 既然現代人已離不開裝置，若能把日常
大小事集中在一起完成，不是很理想嗎？
新版 Windows 能統合我們的所有日常
要務，再備妥契合生活需求的絕妙應用
程式與服務。

因此您可以透過 Skype 與朋友連繫、使
用 Office* 發揮高生產力、藉由 Xbox 放
鬆身心、在 Windows 市集中探索新應用
程式，再利用雲端備份所有資料並保持
同步 — 無論身在何處，Windows 都和
我們的生活步調一拍即合。

最棒的是，Windows 的所有功能都專為
協調運作而設計。因此，使用者將可獲
得生產力更高、創意更豐富且溝通更順
暢的使用體驗。有了 Windows，我們就
能事半功倍並從中獲得更多樂趣。

*隨附於 Windows RT 8.1 
中；如使用 Windows 8.1 則
可能需要另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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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開始時完成幾個快速步驟，就能
徹底發揮 Windows 裝置的效能。首先，
請上網快速設定您的免費 Microsoft 帳
戶。透過這個帳戶，您的裝置就能和賦
予 Windows 優越價值的全系列應用程
式和服務完成串連。

有了 Microsoft 帳戶之後，您就能在 
Windows 市集內購買應用程式，還能存
取 Xbox 遊戲和其他各種娛樂。您可以
將檔案儲存在雲端並取得免費的 Skype 
帳戶。當您將其他的 Windows 裝置與
帳戶完成連結後，就能在裝置之間同步
化您所有的檔案、設定、網頁以及下載
的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

如果您是用 Outlook.com 電子郵件地
址做為 Microsoft 帳戶，Windows 裝置
的許多內建應用程式 (郵件、行事曆、連
絡人、OneDrive 和 Skype) 就能輕鬆和

您使用的其他服務連線，例如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帳戶啟用後，您就能前往 Windows 市
集盡情探索並下載包羅萬象的優質應用
程式。除此之外，別忘了 Windows 內建
的免費絕佳應用程式，例如 Bing 新聞、
財經、旅遊、美食、天氣、行事曆、閱讀
清單等等。

最後，請務必利用嶄新的說明+訣竅應
用程式來一場 Windows 8.1 教學之旅，
藉此瞭解基本的巡覽功能、設定的使用
方式及各項新穎的功能。有了這個應用
程式，再搭配首次使用重要動作時畫面
出現的快顯訊息 (例如操作方式、返回
上次使用的應用程式、回到開始畫面等
等)，您就能掌握絕佳的資源，盡情發揮 
Windows 的最佳潛能。

Reading ListMaps
Innovative ways to teach computers 
to kids

OneDrive

Internet Explorer

Health & Fitness Food & Drink

Los Angeles
Sunny 
Today
65°/52° Mostly sunny 

Tomorrow
68°/53° Partly sunny 

68°

Weather

Skype

Shazam
New app in the Store
Free ★★★★☆ 1226

Netflix
Essential App
Free                 139,249

Desktop

Office hours
Sheila’s office
9∶30 AM – 10∶30 AM 9

Wednesday

RE∶ Pick up the kids on Thursday? 
That sounds great. See you then!

Mail 5

Regina Roberts

Help + Tips

Sheila
Marchand�

開始畫面可彙整所有內容：
無論是連絡人、應用程式* 
或網站，您都能一手決定想
顯示在此的事物及呈現的方
式，展現您獨一無二的個人
風貌。

*部分應用程式需另行購買；
應用程式會因市場而異。部
分功能需要透過 Windows 
8.1 更新取得，更新需要透
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可能
需要支付相關費用。

免費的 Microsoft 帳戶設定
速度飛快，還能讓您的裝置
與 Windows 全系列應用程
式與服務完成串連。好的開
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在開
始時完成設定，就能徹底發
揮 Windows 的效能。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12 – 13

滿足遊戲、音樂及影
片需求

有了 Xbox 應用程式與來自合作廠商的
應用程式 (例如 Netflix、Hulu 的應用程
式再加上社交 DJ 應用程式 edjing 等)，
無論是觀賞影片、享受音樂，還是要卯足
全力突破遊戲的第 50 道關
卡，Windows 都能給您淋漓盡致的娛樂
體驗 — 只要透過 Windows 市集，就能
輕鬆擁有。

Xbox 不僅給您極致的電玩遊戲，更是
一套全方位的雲端娛樂系統。Xbox 音
樂可讓您在數百萬首歌曲中恣意探索、
串流並下載，而 Xbox 影片則能給您最
新且最喜愛的 HD 高畫質影片和電視節
目，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愜意觀賞。您也可
以匯入現有的媒體 (包括 iTunes 資料庫)，
以便在同一處管理所有的內容。

準備將內容由電腦串流到另一台裝置，
以享有更豐富的觀賞效果嗎？您可以用 

Miracast 技術透過轉接器將內容串流到
電視和投影機，甚至將畫面複製或延伸
到第二台螢幕上。Xbox SmartGlass 還
能讓您的 Windows 裝置與電視互通訊
息，在觀賞最愛的節目、影片、音樂、運
動和遊戲時享有更出色的觀賞體驗。透
過 SmartGlass，您就能一邊在 Xbox 
One 或 Xbox 360 上播放影片，一邊用
另一台 Windows 裝置瀏覽卡司陣容。

Windows 市集提供上萬種
出色的應用程式任君挑選，
包括您最愛的娛樂、電影、
電視節目、影片、音樂和遊
戲等等。

影片

Xbox 影片能給您最新的 HD 高畫質影
片和電視節目，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愜意
觀賞最愛的內容。

遊戲

探索最熱門的新遊戲、最愛的經典款以
及專為 Windows 開發的遊戲。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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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探索與執行 無論您用何種方式探索世界，Windows 
都是您的最佳盟友，協助您學習、搜尋
並完成更多要務。

音樂

透過簡單好用的 Xbox 音樂應用程式，
所有喜愛的歌曲就能手到擒來，讓您輕
鬆擁有。音樂應用程式已針對 Windows 
全新打造，可讓您從開始畫面輕鬆存取
自己的收藏、聽廣播並免費探索數百萬
首歌曲。

地圖

地圖應用程式採用 Bing 提供的內容，可
讓您迅速輕鬆地找到想前往的地點。您
可以快速標出想去地點的精確位置、儲
存並進一步探索，還能取得行車路線指
示、查看路況等等。

行事曆

行事曆提供實用且強大的檢視功能，是
您查看排程的好幫手。行事曆已配合 
Exchange 最佳化，同時提供安排會議
及管理繁忙行程的豐富支援。

[下一步] 檢視的外觀設計與個人行事曆
一樣容易掌握。

Bing 旅遊應用程式是 
Windows 8.1 的內建應用程
式之一，整合了規劃優質旅
程的所有必備工具 — 還能
讓您輕鬆化計畫為行動，享
受夢想成真的樂趣。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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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萬千的網路世界，一觸可及

網頁瀏覽仍是我們在連線裝置上的主要
活動。與傳統瀏覽體驗相比，全新的 
Internet Explorer 11 讓網路看來更像是
美侖美奐的應用程式。不僅網站載入速
度更快，頁面看起來也更寬廣，因為導
覽控制項只有在您需要時才會出現，不
需要時便會自動消失。Internet Explorer 
11 是專門針對觸控與速度而設計，因此
無論是使用平板電腦、手機或任何具備
觸控功能的電腦，網路的速度都極其迅
速且流暢。

大部分的瀏覽器可讓您設定書籤，但 
Internet Explorer 11 讓您只需點選或按一
下，就能叫出您最愛的網站和瀏覽器自動
記住的最常造訪網站。您可以並排瀏覽
索引標籤、按一下就能進行隱私權設定，
還能將最愛的網站釘選到開始畫面。

您的 Microsoft 帳戶也會在此發揮效
用，讓所有資訊保持同步。因此您可以先
用一台 Windows 裝置展開瀏覽，再改用
另一台裝置延續同一個工作階段，同時
您的設定、瀏覽器索引標籤和歷程記錄
都能跨裝置繼續使用。網路本身並未改
變，但透過 Internet Explorer 11，您就能
擁有幡然一新的感受。

Bing 智慧型搜尋： 
更好的搜尋方式

使用連線裝置時，搜尋是許多任務的第
一個步驟。Windows 的搜尋功能已經過
重新打造，完全以您需要的結果與可採
取的行動為重心。

搜尋功能比以往更好用 -- 只要在開始
畫面中按一下搜尋圖示或輸入文字即可；
另外，您也可以在 Windows 的任何位置
使用搜尋常用鍵。Bing 智慧搜尋的搜尋
範圍已擴展為全域性，因此可傳回來自
您的電腦、應用程式、雲端儲存空間和
網路的搜尋結果。如果想找的資料位於
某個應用程式或是您的設定中 (例如變
更預設印表機的方法)，您也不必透過其
他方式搜尋。一次搜尋，萬事 OK。

Internet Explorer 11 讓網路看
來更像是美侖美奐的應用程
式；不僅飆網快適流暢，更是
觸控螢幕的首選瀏覽器。

Bing 智慧型搜尋能在檔案、
應用程式、雲端和網路之間
抽絲剝繭，找到您想要的資
訊，並以聰明整合的方式呈
現結果，方便您採取相應的
行動。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18 – 19

包羅萬象的優質應用程式

Windows 的應用程式選擇包羅萬象，從
內建的必備應用程式到可以在 
Windows 市集中探索並下載的應用程
式，給您無限的可能。您不妨先從認識 
Windows 裝置內建的應用程式開始。

這些必備應用程式包括郵件、連絡人、
行事曆、相機和相片，再加上 Bing 新
聞、天氣、體育和旅遊等，已涵蓋您的基
本需求和眾多功能。現成可用的 Office* 
能保障您的生產力，Xbox 音樂、影片和
遊戲給您極致玩樂，Bing 智慧搜尋讓您
快速找到想要的事物，而 Bing 地圖服務
則能讓您成為一流的找路高手。

現在，您可以準備造訪 Windows 市集
了。這個市集不僅提供您熟悉且愛用的
應用程式，還有更多嶄新應用程式等您

前來探索，每天都有新貨上架。市集的
外觀已經過重新設計，各種絕佳配置和
直覺的類別 (例如最近增加的應用程式) 
可方便您輕鬆找到想要的事物。若想查
看個人應用程式的完整清單，即使收藏
的應用程式再多，精簡檢視模式也能讓
您輕鬆一覽無遺。

此外，Windows 還提供多種絕佳方式鼓
勵使用者探索新應用程式。您可以查看
應用程式發燒貨和個人化建議以尋找新
寵，或是放手盡情試用 — 不少應用程式
和遊戲都是免費提供，而許多付費產品
也提供試用期，因此您可以在購買前先
行試用。此外，如果您擁有 (或提供他
人) Windows 禮品卡，現在即可在 
Windows 市集、Windows Phone 市集
和 Xbox Live 市集中盡情使用。

 

您可以隨心所欲使
用的應用程式

Windows 提供的應用程式不僅相輔相
成，更符合您做事的邏輯。

以相機應用程式為例：當我們拍照時，通
常都想加以編輯並與他人分享；因此這
個應用程式也包含建立與傳送優質相片
的所有功能。而在美食應用程式中，每一
份食譜都會產生相應的購物清單，菜單
也會搭配適合的酒品建議。即使雙手沾
滿黏答答的麵糊，您也能用免手控模式  
(也就是利用裝置的前方相機追蹤手勢) 
來瀏覽食譜。

Windows 市集是您下載鍾
愛應用程式及探索新寵的
最佳去處。清爽的版面配置
可方便您找到最新、最流行
以及專為您推薦的項目。

Bing 美食是另一個內建的絕
佳應用程式，可給您各式食
譜指引、烹調靈感、詳盡的
酒品指南以及「免手控」模
式，方便您在廚房內使用。

*隨附於 Windows RT 8.1 
中；如使用 Windows 8.1 
則可能需要另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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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天氣

Bing 天氣應用程式可提供每小時、每日
及 10 日天氣預報，讓您瞭解最新的天候
概況。您還能輕鬆加入關注的地點；互
動式的氣象圖則能讓您隨時掌握瞬息萬
變的天氣變化。

Bing 健康

Bing 健康應用程式搜羅將近 1,000 段
運動影片、營養與醫學參考指南，以及各
式運動、飲食及健康追蹤表，幫助您一
次到位打造更健康的身體。

Bing 體育

Bing 體育應用程式可讓您輕鬆關注運
動與球隊的表現。動態磚能隨時呈現您
最愛球隊的更新訊息，包括頭條新聞、
比賽得分、賽事排程、排名表現、統計資
料等等，給您精彩的個人化體驗。

Bing 美食

提供大量食譜、酒品資訊及烹調指南的 
Bing 美食應用程式專門為廚房使用而
設計，特有的「免手控」模式讓您只要揮
揮手就能瀏覽食譜，不必擔心黏呼呼的
手指會弄髒電腦螢幕。

Bing 新聞

您可以將富含相片的 Bing 新聞應用程
式個人化，顯示您感興趣、且來自您信
賴的國際與本地媒體的報導，輕鬆掌握
矚目消息的最新動態。

Bing 旅遊

Bing 旅遊應用程式能讓您透過精美的
相片和 360 度全景照探索全球 2,000 
個以上的目的地，還可提供景點、旅館及
餐廳等建議，為您開啟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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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極致生產力與
創造力

生活中的重頭戲就是完成要務。無論是
趕上工作期限或是完成個人專
案，Windows 都能協助我們發揮極致的
生產力與創造力。

說到極致生產力，Windows 中的完整 
Office 套件 (包括 
Word、PowerPoint、Excel 和 OneNote) 
可提供無人能及的超高效能。* 您可以
像專業人士一樣俐落地進行多工作業，
使用分割畫面功能一次最多顯示四種應
用程式 (視螢幕大小而定)。此外，還有令
人驚豔的嶄新全域搜尋，以及專為觸控
最佳化且快速流暢的 Internet Explorer 
11。如果您的工作中斷或是需要休息，即
可用閱讀清單為應用程式和網頁加上書
籤，以便稍後快速回到原來的位置。

透過 Office 365 輕鬆共同作業

Office 365** 不僅給您同一套可靠的 
Office 工具，還提供最適合共同作業的
嶄新功能。您可以和他人輕鬆分享並同
步化行事曆、筆記和檔案，只要傳送連
結或使用免費的 Office Web Apps 就能
檢視或編輯內容。您可以在文件內加入
線上影片、開啟並編輯 PDF 檔案、對齊
圖片和圖表，完全不費吹灰之力。Excel 
範本可讓您快速完成設定與設
計，PowerPoint 的新工具則能提供對
齊、色彩調配和範本設計等功能。您能
用 OneNote 以最愛的方式寫筆記，進
而儲存、同步到您的其他裝置，還能在
其中輕鬆搜尋。留意到此處的模式嗎？
幾乎所有事物都能和他人輕鬆分享並同
步化；只要使用 Office，他們就也能與
您同步及分享。

閱讀清單

您是否沒時間詳讀或觀賞網路上找到的
文章和影片？美侖美奐的閱讀清單可讓
您追蹤並管理各種內容，方便您有空時
再回頭欣賞。

閱讀程式

您可以用閱讀程式開啟 PDF、XPS 和 
TIFF 等檔案格式，並恣意縮放、搜尋、筆
記、儲存、列印或與人分享。

**Office 365 訂閱需另行購買。* Office 家用版 2013 RT 隨
附於 Windows RT 8.1 中；若
使用 Windows 8.1 則可能需
要另行購買 Office。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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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協助您探
索內在創意

想盡情發揮您深藏不露的藝術才華？只
要透過 Windows 市集免費提供的 
Fresh Paint，就能恣意揮灑自己的想像
力，並和他人分享您的創作。有了復原和
清除功能，就算畫錯了也不必擔心。

應用程式搭配運作更順暢。有了相機、
相片應用程式外加全新掃描應用程式的
組合，您就能將自己的最佳攝影作品集
結成數位相簿，再儲存到 OneDrive 以
方便用任一台 Windows 裝置存取相片。
您還能用錄音機應用程式來錄製旁白。

OneDrive：統整您生活中的大小事

對許多使用者而言，建立新相片和檔案
十分容易，但有效儲存或取用這些資料
卻沒那麼簡單。面對四散各處的假期相
片、工作檔案和音樂，實在很難確定資料
是否都已完成備份。此時，OneDrive 就
能派上用場。這個內建於 Windows 內
的免費、雲端架構服務可集中保存您的
所有項目，讓您能夠輕鬆檢視、儲存、同
步和分享。

存取和整合

OneDrive 可讓您不受時間、地點和裝置
的限制，盡情存取您的項目並與其互
動。只要移至 OneDrive.com 或登入您
的 Microsoft 帳戶，一切手到擒來。此
外，OneDrive 已和最新版的 
Windows、Windows Phone、Office 以
及 Xbox 整合，因此，所有內容都將在您
所使用的每個服務與裝置中保持同步。

輕鬆分享

有了 OneDrive，您就可以輕鬆地和任何
人或所有人分享相片並進行檔案共同作
業，當然，想要一人獨享也沒關係。哪些
內容可供分享，哪些內容要保有隱私，一
切操之在您。

安心使用

如果您的任何裝置發生不測，也無需擔
心當中的內容將隨之消逝：OneDrive 檔
案會自動儲存在雲端，可讓您存取和還
原所需項目。就算是誤刪了檔案，也能上
網從 OneDrive 的資源回收筒加以復
原。

OneDrive 會集中存放您的所有項目，並
將其提供給您想要與之分享的所有人。
您一開始可取得 7 GB 的免費儲存空間，
必要時也能隨時升級以享有更大容量。

OneDrive 可讓您集中存放
所有檔案和相片。因此，無
論您身在何處或使用何種裝
置，皆能不間斷地取用和分
享自己的資料。

Fresh Paint 是伴隨 
Windows 提供的繪圖應用
程式，既有趣又好用。您可
以自行創作或是將相片轉變
為美麗的畫作，再來只要點
選或按一下，就能和他人分
享作品。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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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重要的人事物保
持密切聯繫

無論是天涯海角，我們都希望與日常往來
的人士保持密切聯繫。Windows 可做為
全方位的溝通樞紐，讓您透過電子郵件、
視訊交談和社交更新等多種管道，與您的
生活圈密不可分。

管理您的生活

更新的郵件應用程式和 Outlook.com 可
讓您坐享強大與個人化的郵件體驗。無論
是個人或工作上的郵件，您都可以同時處
理數個帳戶，享受一次到位的效率。連絡
人檢視可協助您追蹤最重要連絡人傳來
的郵件，電子報及社交更新檢視則能將郵
件由收件匣導入個別的檢視窗，讓您在方
便時再閱讀。您還能用自動化的 [整理] 功
能，避免不想要的電子郵件抵達您的收件
匣。更新的行事曆應用程式則可方便您為
不同的帳戶迅速建立約會，並查看排程的
內容。

郵件

自動整理您的收件匣，還能讓您快速檢
視最愛的連絡人、標幟、資料夾、電子報
和社交更新。Outlook.com 郵件清單中
的快速命令、拖放和整理功能可方便您
快速組織郵件，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Outlook.com

讓電子郵件協助您維持高生產力，也讓 
Windows 更具個人風格。Outlook.com 
是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電子郵件服務，
有效帳戶數量已突破 4 億。

內建的郵件應用程式是功能
強大的通訊工具，可讓您輕
鬆新增並管理電子郵件及電
子郵件帳戶，其中也包含追
蹤重要事項及過濾非重要
事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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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電子郵件寄出位於另一台裝置的檔
案嗎？郵件應用程式就像 Office 一樣，
可以存取 OneDrive 裡儲存的內容。而
同時管理多重收件匣更是輕而易舉，因
為郵件應用程式能讓您連線至數個郵件
帳戶，您也能將特定的郵件資料夾釘選
到開始畫面中。郵件和行事曆應用程式
的設計能配合日常處理電子郵件及約會
時的多工作業需求，和其他應用程式並
排顯示時最好用。

保持聯繫

連絡人應用程式可做為您的完整通訊
錄。您可以在同一處查看所有的通訊錄
連絡人，也能掌握友人的最新動向。您
還能同步化社交網路 (例如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連絡人。當您想連絡某
人時，可以直接透過連絡人應用程式傳
送電子郵件、撥打電話或是張貼訊息到
社交媒體。釘選到開始畫面也絕對是理
想的做法，因為動態磚不僅能釘選應用
程式，還能用來釘選朋友及家庭成員，
方便您立即連繫。而「動態」磚也絕對不
負其名，能在開始畫面上隨時顯示親友
的最新動向。

相隔兩地，也能保持連繫

渴望面對面聊天時，Skype 絕對是理想
的選擇。您可以和好友線上談心、出門
在外時看看孩子，或是和親友聊聊近況。
有了 Windows 8.1 的 Skype，只要點選
或按一下，就能立刻和連絡人連繫或是
查看最近的交談內容。

連絡人

將您的所有連絡人齊聚一堂，查看友人
的最新動向，並加入自己的意見與更新
來參與對話。

Skype

透過 Skype，即使是相隔兩地，您依舊
可以和親友保持密切聯繫。當您觀賞節
目或玩遊戲時，Skype 立即訊息會自動
在邊緣貼齊顯示；您還能在同一個應用
程式中快速切換使用語音、視訊通話和
立即訊息等功能。此外，您還能隨時分
享檔案、相片或影音郵件。 

透過內建的連絡人應用程
式，您就能在同一處查看所
有的連絡人、輕鬆掌握社交
網路上所有的最新動態，還
能用自己偏好的方式與他人
輕鬆保持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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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於您的絕佳裝置 Windows 個人電腦或平板電腦是您的另
一個自我，您也能透過許多方式打造充
滿自我主張的使用體驗。您可以挑選最
適合的裝置，利用想要的內容和背景妝
點開始畫面，還能從 Windows 市集下載
喜愛的應用程式。Windows 給您無窮盡
的體驗選擇，方便您盡情呈現最關切的
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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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裝置提供輕盈、時
尚且功能強大的多元化選
擇，因此您可以輕鬆挑選最
符合需求的機種。

部分應用程式需另行購買；
應用程式會因市場而異。部
分功能需要透過 Windows 
8.1 更新取得，更新需要透
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可能
需要支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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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效能兼具的理
想組合

Windows 裝置不僅配備新穎的硬體創
新技術，機種更是包羅萬象，您絕對能
找到最心儀的選擇。新一代晶片組已催
生一系列功能強大的輕量型裝置，從最
纖巧的平板電腦到美侖美奐、效能表現
與能源效益都出色的觸控式筆記型電
腦，甚至還包括擁有分離式螢幕或變形
平板設計的裝置。

Windows 裝置也能成為多用途的行動
中樞。您可以讓電腦連線到大螢幕，坐
擁 Xbox 帶來的頂級娛樂饗宴。您可以
用強大的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盡情
體驗遊戲身歷其境的效果。無論螢幕大
小為何，高解析度顯示器都已成為基本
配備。

Windows 8.1 也支援採用 Bluetooth 4.0 
LE 技術的裝置，超長電池使用時間可為
您保證絕佳的運作效能。行動寬頻則讓
您不管身在何處，都能輕鬆連線上網。
具備多點觸控支援的螢幕可提升螢幕小
鍵盤與文字選取的效能，同時提供分離
式配置、主要鍵盤含數字鍵的設計，以
及改良的 IME 支援。

在多元化的選擇下，您不僅能精確找到
想要的風格、功能和特色，還能挑選想要
的裝置互動方式，例如觸控模式、鍵盤輸
入、滑鼠點按或是手寫筆輸入等等。

無論選擇哪一種模式，您都能在開始畫
面、應用程式和熟悉的桌面之間流暢切
換。而且別忘了，這是 Windows — 所以

您的新裝置將可與各式印表機、相機、
鍵盤、滑鼠、螢幕和其他配件相容。

相機

全新的相機應用程式簡單、直覺卻功能
強大，可讓您輕鬆編輯出色的相片。

只要透過相機應用程式，您就能拍攝標
準規格的相片或 360 度全景照，同時在
拍攝後的 10 秒內完成編輯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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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右邊緣撥動以存取系統命令 

 
從螢幕的右側撥動會顯示含有系統命令
的常用鍵。從左側撥動會帶出先前使用
過的應用程式。 

 
 
對等的滑鼠操作 
將滑鼠指標置於螢幕右下或右上角。 

在左側向內及向外撥動會帶出先前使
用過的應用程式

 
在左側向內撥動並退出，會帶出最近
使用的應用程式，而您可以從該清單
選取應用程式。 
 
 
 
對等的滑鼠操作 
將滑鼠指標置於螢幕左上角並在螢幕
左側向下滑動，以查看最近使用的應
用程式。

從左向內撥動以切換應用程式

 
從左向內撥動會顯示已開啟應用程式的
縮圖，方便您快速切換到這些應用程式。 
 
 
 
 
 
對等的滑鼠操作 
將滑鼠指標置於螢幕左上角，按滑鼠鍵
以便在應用程式之間切換，或置於左下
角以查看開始畫面。

從下方或上方邊緣撥動以存取應用
程 命令

 
從下方或上方邊緣撥動會顯示應用程式
命令。您可以從螢幕上方撥動至下方以
固定或關閉目前的應用程式。 
 
 
 
對等的滑鼠操作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應用程式以查看應用
程式命令。

觸控專用語言
在觸控裝置上使用特定的手勢，您就能
快速執行搜尋與分享等主要活動。使用
滑鼠或鍵盤時也有對應的命令可用，因
此您能用自己慣用的方式恣意互動。

拖曳應用程式以關閉

 
 
您不需要關閉應用程式。它們不會降低
電腦的執行速度，而且如果您暫時不使
用的話，應用程式就會自行關閉。如果
您想要關閉應用程式，請將應用程式拖
曳至螢幕下方。 
 
對等的滑鼠操作 
將滑鼠指標移至螢幕頂端 (Windows 市
集應用程式) 或視窗頂端 (傳統型應用程
式)；按一下標題列右上角的 [關閉]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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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以執行動作 
 
 
 
點選某個項目會產生動作，例如啟動應
用程式或追蹤連結。

 
 
 
 
對等的滑鼠操作 
按一下項目以執行動作。

按住不放以瞭解詳情 
 
 
 
當您按住不放時，可以查看詳細資料。在
某些情況下，按住不放會開啟包含其他
選項的功能表。 

 
 
對等的滑鼠操作 
指向項目以查看其他選項。

滑動以拖曳 
 
 
 
這項手勢最常用來移動瀏覽或捲動清單
和頁面，但是您也可以用它來進行其他
互動，例如移動物件或繪圖和寫字。

 
 
 
對等的滑鼠操作 
按一下、按住並拖曳以移動瀏覽或捲動。
此外，當您使用滑鼠和鍵盤時，螢幕下
方會出現捲軸，讓您能夠水平捲動。

旋轉以轉向 

 
旋轉兩根以上的手指會讓物件轉向。旋
轉裝置時，可以讓整個螢幕旋轉 90 度。 
 

 
對等的滑鼠操作 
旋轉物件的支援取決於特定應用程式是
否支援旋轉。

捏合或伸展以縮放

 
 
縮放可讓您跳到清單的開頭、結尾或特
定位置。您可以在螢幕上捏合或伸展兩
指，藉以開始縮放。 
 
 
 
 
對等的滑鼠操作 
按住鍵盤上的 Ctrl 鍵，同時使用滑鼠
滾 來放大或縮小螢幕上的項目或
動 磚。

撥動以選取項目 

 
在應用程式中，在項目上撥動或向下撥
動，即可選取該項目。簡短而快速的動
作最有效。在開始畫面中，按住不放即可
選取動態磚。 

 
對等的滑鼠操作 
在應用程式中選取項目時，只要按下滑
鼠右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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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自我風格 挑好理想的裝置，現在該是您盡情改造
的時候了！首先是鎖定畫面 — 您可以展
示單張相片，或是用投影片放映展現一
系列的相片，以及想顯示通知的應用程
式，讓這個畫面在呈現個人風貌之餘還
能提供實用資訊。

接下來輪到的是開始畫面。這是您生活
首要事物在畫面上率先出現的位置，您
可以選擇要釘選的最愛應用程式、網站
和連絡人，並選擇動態磚的顯示方式，包
括順序、數量和大小等等。您可以盡情
釘選每天要用的所有事物，也可以奉行
極簡主義，因為只要撥動或按一下，就能
輕鬆叫出完整的應用程式和連絡人清
單。您可以在一系列色彩、背景設計或個
人相片中選擇，以呈現您的個人主張。

當您選擇動態磚並將其釘選至開始畫面
時，將會留意到一些有趣的事實：正如其

名，動態磚並非一組靜態的圖示，因為他
們能即時顯示更新的資訊。因此您將能
看到最新的天氣預報及股價起伏等資
訊。其他的個人化選擇還包括開機後直
接進入傳統桌面或是最愛的應用程式，
因此您將能直接進入最常用的應用程
式，無需每次繞道開始畫面之後再存
取。您也能選擇用圖片密碼取代傳統密
碼來登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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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 Tips

Sheila
Marchand�

您可以在開始畫面上自動重
新整理「動態」磚以顯示更
新的資訊，例如天氣預報及
股價走勢等等。

使用 Windows 時，您的個人體驗就如
同指紋般獨一無二，但又能靈活變更，
因此用起來更是得心應手。面對精心設
計的心血，您怎能不愛上它？

鎖定畫面是您個人化螢幕的
管道之一：您可以選擇想要
的色彩和設計，甚至還能挑
選一組個人相片，以投影片
放映的方式呈現歡樂時刻。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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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所有裝置坐擁
個人化體驗

使用 Windows 時，您可以在所有裝置上
享有協調一致的個人體驗。這是因為您
能讓所有的內容和設定連結至 
Microsoft 帳戶，而 Microsoft 帳戶又為
您個人專用，在使用上不會因裝置不同
而受到限制。

Microsoft 帳戶不只是另一組該記住的
密碼。它還能在裝置之間串連並協調資
訊，讓您的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設
定和瀏覽記錄隨時準備效勞。如此一
來，您將能跨裝置享有一致的使用體
驗，就算是登入其他人員的裝置也一
樣。OneDrive 可將您的檔案儲存在雲
端，因此無論您身在何處或是使用何種
裝置，都能輕鬆取用自己的資料。

OneDrive

讓檔案如影隨形跟著您，相片或影片時
隨地垂手可得，再也沒有找不到的困擾。

圖片、影片和文件都能自動儲存到 
OneDrive 中。

相片

利用強大的編修功能裁剪、增強相片並
加入效果，輕鬆編輯與整理您的相片。

錄音機

無論是學術講演或寶寶的牙牙學語，內
建的錄音機應用程式都能為您忠實錄製
下來。您可以播放、編輯並分享錄製的
內容。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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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正常運作 Windows 裝置和服務的設計用意，就是
與您的生活脈動保持同步。其設計宗旨
就是要將基本功能都涵括在內，讓您能
全神貫注處理生活中的要務。無論是生
活或職場、抑或是個人裝置或公司設
備，Windows 都能讓您隨時掌握最新資
訊，提升保護層次與效能水準，也能讓
所有事物完美搭配運作。在這種重重保
障之下的信心指數和自由度，絕對讓您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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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滿滿：居家辦
公， Windows 相容
性無與倫比 

印表機、相機、掃描器、鍵盤、磁碟機等
周邊設備對現代人可說是司空見慣，他
們與裝置能否運作順暢也益形重要。協
力合作是 Windows 的專長，因此您的
個人電腦或平板電腦將可與大量應用程
式及連線裝置相容使用。Windows 卓越
的相容性，真的沒話說。

您要在公司場所外存取的企業資源當然
也包含在內。自動觸發的 VPN 等新功
能，可讓您在更多位置辦公之餘透過網
際網路安全存取工作資料夾、應用程式
和服務等企業資源。您也能讓擁有行動
寬頻功能的裝置變成可讓其他裝置連線
的行動 Wi-Fi 熱點，以透過寬頻網際網
路共用功能隨時上網。

Windows 是適合企業環境的理想工具，
因此您可以在符合 IT 部門規範的前提
下，攜帶鍾愛的個人裝置來上班，或是
將公司裝置帶回家使用，手續也相對簡
便。企業若是採用 Windows 8.1 專業版
或企業版版本，IT 部門還能用 BitLocker 
技術為裝置加密，也能為工作用的個人
裝置進行多重要素驗證。他們甚至還能
管理商業資料刪除功能，即使裝置遺失
或遭竊也能受到保護。Enterprise 版包
含的 Windows To Go 功能可將完整的
企業環境 (包括應用程式) 納入 USB 磁
碟機，以方便居家或在辦公室中使用。

無論是在家中或辦公室，Windows 都能
讓您快速且更安全地存取並使用必要的
資源，您大可放心。

掃描

讓您快速輕鬆地掃描文件和圖片，並儲
存到想要的位置。

小算盤

簡單卻功能強大的應用程式，內含標準
計算機、工程計算機和單位換算程式。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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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表機、掃描器到鍵盤及
滑鼠，Windows 能與包羅萬
象的設備及軟體搭配運作，
因此您完全不必擔心相容性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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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專注：Windows 
為您減少延誤與 
干擾

Windows 超棒的最新功能可減少分心
因素，讓您隨時保持專注。其中最顯著
的就是比以往更快的開機和關機速
度。InstantGo* 正是幕後的功臣 — 它
能讓裝置在連線狀態下自動同步處理，
因此資料、應用程式和動態磚能隨時呈
現最新資訊，即使裝置是處於連線待命
狀態也沒問題。您的裝置將可立即喚
醒，從待命狀態回到「開機」模式只需不
到 300 亳秒的時間；此外還能有效保存
電力，電池使用時間最長可達 14 天。

干擾因素現在也變少了 — Windows 和
應用程式的更新都會在背景執行，因此
您可以專注於手邊的要務，不必因為下
載事宜而中斷。

不過，干擾不見得都是壞事，例如鬧鐘功
能或是接到 Skype 來電時就很實
用。Windows 能給您更強的通知控制
權：您可以用裝置層級的設定關閉所有
通知，以專心處理逼近完工期限的任務。
您也可以用應用程式層級的設定調整控
制項，例如一小時內暫停收到電子郵件通
知，但是繼續發送行事曆等應用程式的
通知。無論您想如何運用這些控制項，
只要點選或按一下就能隨時變更。

鬧鐘

這個簡單又美觀的多功能計時應用程式
可提供鬧鐘、倒數計時器與碼錶等 
功能。

Bing 財經

透過 Bing 財經應用程式，您可以藉由動
態磚追蹤投資組合的表現、觀察股市走
向，或是用工具和計算機執行一般財務
工作，隨時掌握瞬息萬變的市場狀況以
做出明智的決策。

*僅限特定裝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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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向來十分重要，而在行動化與社交
網路化的世界中，隱私權也儼然成為眾
所關心的首要議題。Windows 強大且方
便的功能，正可提供您全方位的保護。

隨附的 Windows Defender 和 
SmartScreen 會在您瀏覽時分析網站以
偵測並封鎖威脅，讓您免受病毒、惡意
程式碼和惡意網站所擾。

在配備 InstantGo 技術的裝置
上，Windows 8.1 的預設值是在硬體層
級為您的資料加密，因此即使是裝置遺
失或遭竊，也能確保其中的資訊安全無
虞。透過 BitLocker 裝置加密 (於企業版
和專業版版本中提供)，Windows 裝置
即可享有內建的額外管理防護功能，減
少您處理下載、更新或查看安全性記錄
檔的麻煩。

當小孩也要使用電腦時，安全性和隱私
權的意義就更不言而喻。Windows 的家
長監護服務功能可讓您為家中每位成員
設定個別的安全性及存取設定。這項服
務的效益遠超過單純封鎖禁入網站的
做法。當您為成員的個人設定檔設定專
屬參數後，就能管理小孩上線的時段和
時間長短，甚至還能取得關於使用時
間、造訪網站以及所存取應用程式的活
動報告。

*僅限特定裝置提供

持續保護：全靠隱私
權和安全性最新增強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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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企業需求的 
Windows 裝置與服務

您的企業現在必須在講求行動力、雲端
服務及員工個人裝置的新環境中營
運，IT 部門也面臨一系列全新的挑
戰。Windows 身為您信賴的業務合作夥
伴，可提供全方位嶄新的功能協助您一
路保持領先。

Windows 網羅強大的生產力應用程式
及多元化的服務，確保您的人員能透過
任何裝置隨處取用所需的資源。它也提
供多元化的卓越連線裝置，讓您透過強
大的功能自訂裝置以配合工作需求。此
外，它還能一肩挑起管理及安全面的基
本重任，方便您全神貫注衝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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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生產力合作 
夥伴

如果辦妥工作是您的第一要務， 
Windows 絕對是最得力的生產力合作
夥伴。無論身處辦公室或是在遠地工
作，Windows 將是所有人員的最佳靠
山，讓所有人隨時保有絕佳的生產力。

結合 
Outlook、Word、PowerPoint、Excel 與 
OneNote 完整效能的 Office* 生產力套
件威力驚人，放眼業界無人能敵。全新
的 Bing 智慧搜尋則是另一套生產力工
具，能為您搜羅來自工作檔案、網路及
雲端的全域搜尋結果。因此您再也不必
使用不同的搜尋模式，只要在開始畫面
中輸入想搜尋的字詞即可。

如果您曾為公司營運需要而開發內部使
用的軟體，現在也不必擔心。Windows 
是企業內部應用程式的理想平台，同樣
也適用於您目前正為客戶、員工或合作
夥伴開發的應用程式，更適合準備透過 
Windows 市集廣為販售而開發的軟體。
現有的桌面軟體也不成問題，因為員工
仍可繼續使用關鍵的 Windows 7 應用
程式，完全不必擔心相容性的問題。

對行動工作者來說，存取權和應用程式
可說是同等重要。Windows 提供各類強
大的功能及選項，可讓行動工作者透過
個人裝置順暢取用企業資源，在此同時
仍可讓 IT 掌握必要的管控權。

透過加入工作地點功能，員工就能讓個
人裝置完成公司資源特定存取權的驗證
程序，不需要進行公司裝置所用的完整
加入網域流程。有了工作資料夾，員工就

能在個人裝置的本機資料夾內保有工作
檔案，而這個資料夾也會和他們辦公室
內的資料夾自動同步處理。此外，還有一
種入口網站選項可用：只要利用 
Windows Intune 服務完成登錄，IT 就
能讓員工在個人裝置上使用公司入口網
站存取應用程式及服務。

使用者若是需要完整的企業網路存取
權，Windows 8.1 提供來自 Microsoft 
及其他一流廠商的內建 VPN 用戶端，因
此使用者無需安裝用戶端即可存取資
訊。透過自動觸發的 VPN 功能，當使用
者嘗試存取內部應用程式或 URL 時，就
會自動顯示輸入認證資訊的連線提示。
如果使用者已提供登入認證資訊的話， 
VPN 就會自動連線，完全不必進行其他
的步驟。

加入工作地點功能
可讓員工運用通
過驗證的個人裝
置存取公司資源，
不需要進行公司
裝置所用的完整
加入網域流程。

*隨附於 Windows RT 8.1 
中；如使用 Windows 8.1 則
可能需要另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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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於您的絕佳裝置 Windows 個人電腦或平板電腦是您的另
一個自我，您也能透過許多方式打造充
滿自我主張的使用體驗。您可以挑選最
適合的裝置，利用想要的內容和背景妝
點開始畫面，還能從 Windows 市集下載
喜愛的應用程式。Windows 給您無窮盡
的體驗選擇，方便您盡情呈現最關切的
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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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企業量身打造的
最佳裝置

各行各業都有其獨特之處，Windows 8.1 
專業版和 Windows 8.1 企業版也能配合
您的企業及人員工作模式提供多種自訂
選項。

開始畫面是 Windows 系統最顯眼的位
置，也是呈現貴公司專用應用程式、服務
和網站的理想位置，您甚至還能指定顯
示即時更新 (例如銷售訂單和股價) 的動
態磚。此外，您還能針對不同的職能單
位自訂各工作群組專屬的畫面配置。如
果使用者需要長時間使用特定的應用程
式，您還能讓他們的裝置在開機後直接
進入該應用程式，整個跳過開始畫面。
使用指派存取功能即可將裝置鎖定使用
專一的應用程式或 Internet Explorer，例
如零售區的資訊站就十分適合此用途。

客戶若是採用 Windows 8.1 企業版，但
又想在各類裝置上靈活存取應用程式及
檔案，不妨考慮使用 Windows To Go。
您可以將其視為「口袋版的 Windows」
：它能將完整的電腦環境納入 USB 磁碟
機，方便您用任何通過 Windows 認證
的裝置開機，同時又不必顧慮裝置原有
的作業系統。

Windows 也支援多種無線選項，方便您
靈活運用。其中包括：Wi-Fi 直接列印功
能，讓您不必連上網路也能使用印表
機；整合的 Miracast 無線顯示器技術，
因此您不必再隨處攜帶各種硬體鎖轉接
器；以及 NFC 快速配對 (NFC tap-to-
pair) 功能，讓您只需近距離接觸連線即
可連接至企業印表機。

如果您經常無法使用 Wi-Fi 連線，部分 
Windows 裝置現在還配備整合至「系統
單晶片」的行動寬頻功能，讓網路連線
速度更快且更符合能源效益。若您只是
偶爾無法使用 Wi-Fi 連線，不妨透過手
機的網際網路共用功能將您的 
Windows 8.1 裝置變成個人熱點。此時，
您的行動寛頻資料連線就會變成 Wi-Fi 
網路。您甚至還能分享網際網路存取權
給鄰近的同事使用，只要告訴他們您的
網路名稱和密碼即可。

符合企業全方位 
需求

Windows 裝置和服務的宗旨就是要與
您的業務步調一致，這也代表它將一手
包辦所有的基本需求，讓您可以全神貫
注、全力衝刺業務。

Windows 以保障客戶的技術投資而著
稱，憑藉的就是它與各類軟硬體的獨到
相容性。Windows 也能讓 IT 人員管理
員工帶到辦公室的個人裝置，為 IT 基礎
結構投資提供完善的保障。IT 也可享有
更多管理平板電腦及其他裝置類別的選
項，包括對於協力廠商行動裝置管理 
(MDM) 產品的全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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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提供多種無線連
線選項，方便您在辦公室以
外的場所輕鬆執行業務，有
助於滿足您對便利性與安全
性的期待。



企業級的安全性與
驗證

在雲端、行動力和自備行動裝置等因素
的交互影響下，安全性也比以往更為重
要。Windows 在資料保護方面已有長足
的改進，更提供多種最新驗證選項及功
能，可讓裝置不易遭受惡意程式碼的威
脅，為您保障企業等級的安全性。

如果遺失或遭竊的裝置 (或使用者個人
裝置) 上存有公司資料，Windows 的功
能也能防止他人未經授權存取這類資
料。有了遠端商務資料移除功能，IT 管
理員就能對使用者個人裝置上的公司資
料握有另一層管控力 — 他們能從遠端
移除裝置上的機密資料，而不會影響使
用者的個人資料。別忘了，現在所有的 
Windows 版本都具備裝置加密功能，只
要裝置符合 InstantGo 技術的需求，此
功能就會自動啟用。組織若需要更多管
理及安全性功能，執行 Windows 8.1 專
業版或企業版的裝置還能進一步使用 
BitLocker 保護技術。

Windows 現在也具備新的原生指紋生
物識別選項，可用來驗證使用者的身分。
其中包含新一代的觸控式感應器，可提
供新式及現有滑動式感應器的一般登錄
功能，以及對於使用者 Windows 身分
識別的生物識別驗證功能。因此您只要
輕輕一觸就能完成登入、從 Windows 
市集購買應用程式、存取應用程式或應
用程式的特定功能，不必再費神鍵入密
碼。

Windows 也為惡意程式碼防護提供多
種新功能，包括可在惡意程式碼執行前
先進行網站程式碼分析的 Internet 
Explorer 更新功能。Windows 
Defender 的更新還包括網路行為監控，
可用來偵測可疑的應用程式行
為。Windows 現在也受到雲端技術的保
護，包括一項能執行遠端惡意程式碼檢
查的雲端服務。此服務能識別各種高度
複雜的威脅手段，包括專為規避 
Windows 及反惡意程式碼軟體的偵測
功能而設計的各式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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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1 更新 2014 年 4 月 1 日發行的 Windows 8.1 
更新針對人們愛不釋手的 Windows 功
能提供眾多改良：可更快速地存取重要
項目、在觸控與非觸控裝置間提供更熟
悉且一致的體驗，並賦予使用者更多元
的優質應用程式探索途徑。除此之外，
新的運作效益也讓 Windows 得以廣泛
應用在更多的裝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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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優勢

Windows 8.1 更新改善了 Internet 
Explorer 的相容性，並增加了最新硬體平
台的相關支援。此外，它也會針對行動裝
置管理提供延伸支援，可帶來更臻完善的
體驗，讓傳統 Windows 客戶更具生產力。
如需深入瞭解，請前往 windows.com/
win81biz。

立即取得更新並享
受所有增強功能

更輕鬆地存取重要項目

您可以更快速、更輕鬆地存取重要項
目，例如常用的應用程式與鍵盤控制。電
源按鈕*、搜尋與電腦設定都已直接內建
於開始畫面中；現在，您可以將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傳統型應用程
式以及最愛的網站釘選至工作列，進而
快速開啟或在當中悠游自如。此外，搭
配開機後進入傳統桌面的新預設值*，以
及可用來設定開機畫面的多種輕鬆方
式，您就能夠從最方便且最具生產力的
位置開機，而且也能隨時變更設定。

更熟悉

無論位於哪個畫面，您的滑鼠和鍵盤都
能以更直覺的方式運作。只要將滑鼠移
至任何應用程式 (即使是 Windows 市
集應用程式) 螢幕上方，即可存取熟悉的 
[最小化] 和 [關閉] 按鈕；若將滑鼠移至
任何螢幕下方，則能存取工具列。您在
觸控與非觸控裝置間的體驗可望更趨一
致，如果使用非觸控裝置，還可享有更
多熟悉的控制項，例如按一下滑鼠右鍵
以顯示功能表。

更簡單地尋找新應用程式

Windows 市集已釘選於您的工作列中，
因此，探索新的應用程式將變得易如反
掌。透過 Bing 智慧搜尋，Windows 市
集提供的應用程式不僅會包含在動態建

議清單中，還會醒目顯示於搜尋結果內，
這樣一來，您就可以輕鬆取得符合需求
的應用程式。即使是開始畫面，也能在
此派上用場：它會指出您最近安裝的應
用程式，提醒您手邊已有哪些工具。

Windows 市集推出新的類別，包含「最
佳評選」、「暢銷排行」及依據您的興趣
的網羅「收藏」，協助您探索新的最愛應
用程式。「優惠折扣」應用程式會顯示原
價，您就可以知道優惠折扣幫您荷包省
下多少錢。當然，您在 Windows 8.1 或 
Windows Phone 8.1 所購買的應用程式
也可以依您的選擇在相容的 Windows 
裝置中免費下載。

更多選項

如果想要購買新的 Windows 裝置，現
在有更多選項任君挑選。Windows 挾帶
著硬體合作夥伴所賦予的嶄新運作效益
與創新技術，可運行於更多類型的電腦
中，而這也包括最迷你、預算最合理的
平板電腦與筆記型電腦。

更快速地存取至關重要的項
目。您可以將最愛的網站與
應用程式 (包括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 直接釘選到
工作列。只要使用許多電腦
皆提供的開機後進入傳統桌
面功能，就能以熟悉的桌面
開機，立即存取釘選在工作
列上的所有項目。

*開始畫面中的電源按鈕以
及開機後進入傳統桌面的預
設值僅限特定裝置提供。

68 – 69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立即下載 Windows 8.1 更新完全免費。如果您正
在執行 Windows 8.1，即可透過 
Windows Update* 自動取得更新；如果
您使用的是 Windows 8，請從 
Windows 市集安裝 Windows 8.1， 
Windows 8.1 更新*就會自動包含在內。
若要從舊版 Windows 升級，可能需要購
買軟體。

*需要網際網路存取；可能需要支付相關費用。

開始畫面會指出您最近安裝
的 Windows 市集應用程
式，讓您可以隨時使用並愛
上手邊的應用程式。

透過直接位於開始畫面的電源
按鈕*和搜尋欄位，您將可以更
快速地關機或進行搜尋。

*僅限特定裝置提供。

無論位於任何畫面，皆可運用
滑鼠享有更熟悉且更直覺的體
驗。在開始畫面的動態磚上按
一下滑鼠右鍵，即可叫出提供
方便控制項的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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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與應用程式開發者

對應用程式開發者而言，Windows 8.1 
可帶來絕佳的商機。從使用卓越技術、
針對 Windows 桌面開發的生產力應用
程式，到各種引人入勝、透過 Windows 
市集販售的行動應用程式和遊戲，唯有 
Windows 平台能給您如此全方位的 
體驗。

Windows 可讓您針對行動及觸控優先
的體驗最佳化應用程式。應用程式還能
享有絕佳的擴充性，無論搭配 7 吋平板
電腦或 40 吋以上的大螢幕等硬體都能
順暢執行。Windows 市集也已配合全球
應用程式市集的風貌而重新打造，現在
會特別強調應用程式的探索體驗及收益
能力。總而言之，Windows 平台擁有業
界難望其項背的豐富商機，正可讓應用
程式開發者發揮創意為 Windows 打造
最優質的應用程式，同時坐享可觀的收
益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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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肯定的技術與
領先業界的工具

Windows 8.1 已對媒體、網路和 DirectX 
等關鍵領域進行投資，也因此成就了擁
有更強功能、更多選項且更為優異的應
用程式平台。舉凡程式設計語言、部署模
式和散布方式，Windows 開發人員都可
以靈活選擇。無論是用於尖端 Web 應
用程式的 HTML5 和 JavaScript、高效能
遊戲適用的 Microsoft DirectX 11.2 和 
C++，抑或是商務及生產力應用程式適
用的 C# 和 XAML 或 WPF，我們都能給
予充分的支援。您可以將應用程式部署
到 Windows 桌面環境並自行選擇散布
的方式，也可以讓行動應用程式接受認
證以善用 Windows 市集最新的優質功
能。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的
工具集無論在功能或使用便利性上都領
先業界，可協助您輕鬆達成自己的創意
願景。

利用 Microsoft 簡便卻功能
強大的工具和範本，應用程
式開發者即可快速打造驚喜
連連且引人入勝的 
Windows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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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頂級硬體打造最
佳遊戲

只要駕馭 DirectX 11.2 的功能，即可充
分善用電腦內部的強大硬體，在任何平
台上打造最先進的遊戲。我們在 
Windows 8.1 內做了一些改變，讓您的 
DirectX 遊戲不僅視覺效果更出色，運
作也更順暢。

GPU 縮放功能可讓您動態調整框架緩衝
區的大小，播放 3D 圖形時就更流暢。而
硬體多平面重疊 (Hardware Multi-plane 
Overlay) 支援則能讓炫麗的 2D 作品與
介面在原生解析度之下大放光采。

區塊式資源可協助您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使用大型紋理。

新的低階 Direct3D Trim API 可讓您以
更有效的方式管理資源。

您可以用對應預設緩衝區 (Map Default 
Buffer) 操作，直接從應用程式存取 GPU 
的預設緩衝區 (前提為裝置需要支援此
操作)，不必執行過渡性的複製操作。

著色器現在可在執行階段進行編譯和連
結。著色器可以在您的應用程式內部按
程序組成、連結並執行，不需要個別的 
HLSL 檔案。

Windows 8.1 的改變能為 
DirectX 遊戲帶來戲劇化的
精進效能，包括可提供流暢 
3D 圖形效果的 GPU 縮放功
能，以及可有效使用大型紋
理的區塊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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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引人入勝的應
用程式體驗

Windows 8.1 針對效能及使用性提出全
新進階功能的用意，就是要給賦予您更
靈活的空間，以孕育更動人的應用程式
體驗。有了改善的視訊及音訊效能，再
搭配觸控優先的原則，我們已成功打造
出最適合應用程式執行的環境，提供快
速流暢且無比靈活的運作效能。而一些
全新的控制項、高解析度螢幕的改善支
援以及轉譯緩衝處理的增強功能，也讓
動畫及效果的運作更為流暢。

應用程式一經安裝，開始畫面上的動態
磚就會立即發揮作用，而使用者也有更
多動態磚尺寸可供選擇。使用者能決定 
Windows 8.1 應用程式在畫面上顯示的
大小，最小寬度也會大於 Windows 8 次
應用程式的寬度。Windows 8.1 的預設
最小寬度為 500px，但是開發人員也能
指定使用 320px，讓應用程式在貼齊時
變得更小。現有的傳統型應用程式或 
Windows 市集應用程式仍可持續運作，
和 Windows 8 裡的情況完全相同。

如果您想讓螢幕同時顯示兩種以上的應
用程式，也沒有問題；而單一應用程式也
能同時使用數個螢幕。當您啟動另一個
應用程式時，原先使用的應用程式仍能
維持開啟並停留在前景，共用螢幕並留
駐於記憶體中。

綜合上述所有優點，您現在就能在更靈
活的環境中把握更多商機，為 Windows 
開發最優質的產品。

Windows 8.1 產品指南78 – 79



Windows 可提供所有必要
的工具，讓您的應用程式在
各類裝置上完美執行 — 只
要開發一次，就能將應用程
式部署到所有支援的機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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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可提供實用工具
與獲利機會，協助您成功創
業。



接觸更多裝置及更
多應用程式愛好者

Windows 市集的觸角遍及全球 240 多
個市場。市場多，代表潛在的客戶也
多。Windows 市集可為您處理金融交易
及貨幣轉換等事宜，因此您將可輕鬆收
取全球銷售所得的款項。

從最纖巧的平板電腦、可變形平板電腦
到高效能的個人電腦與 All-in-One 電
腦，Windows 8.1 為客戶提供各種價位的
卓越裝置和自訂選項，因此使用者都能找
到最合適的個人電腦或平板電腦。 
Windows 8.1 在各種連線裝置市場的觸
及率既廣且深，因此也能讓您接觸龐大且
積極的消費者群，帶來強勁的商機。

為方便應用程式搭配這些裝置順暢運
作，我們會為您提供應用程式設計、開
發及部署所需的工具。您只要開發一
次，就能將應用程式部署到所有受支援
的機型中。而當使用者下載您的應用程
式後，應用程式就會和他們的 
Microsoft 帳戶產生關聯，可供使用者在
自己所有的 Windows 8.1 裝置上使用。

更多獲利機會 您建置應用程式，Windows 市集也專為
協助您開創事業而設計。我們現在支援
的貨幣種類更多，方便您進軍全球 240 
個以上的市場。嶄新的 Windows 8.1。 
Windows 8.1 現在也開放使用者帳戶使
用 Windows 禮品卡，方便使用者向 
Windows 市集、Windows Phone 市集
和 Xbox Live 市集購買商品。

此外，應用程式內購買類別目錄的大小
限制現在也已移除，因此您可以持續建
立大型的類別目錄。Windows 市集商務
平台現在也支援在應用程式內購買消耗
品的做法，也就是客戶可以購買這些消
耗品，並於用盡時再次購買。同時，如果
您是用第三方商務系統處理應用程式內
購買事宜，您最多能保有 100% 的收益，
因為 Windows 市集不會向第三方交易
收取任何費用。

 

Windows 禮品卡可讓使用
者在更多市場中購買商品，
而且還能在 Windows 市
集、Windows Phone 市集
和 Xbox Live 市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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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Windows 市集為
您效勞

Windows 市集伴隨 Windows 8 同時問
世，為您提供下載及探索絕佳應用程式
的管道。Windows 市集改良的腳步從未
停歇，致力為您提供更多探索、推銷及
收益的選擇，協助您開拓更多商機。

Windows 市集的目標就是要突顯優質
的應用程式，並致力吸引使用者的目光 
— 這個目標也反映在市集的全新功能及
更新的設計上。清爽的版面配置以及「
推薦項目」及「最佳評選」的類別，鼓勵
使用者探索新的事物。Windows 市集應
用程式包含在動態建議清單中還會醒目
顯示於搜尋結果內。預設模式是自動更
新應用程式，因此您可以確信大部分使
用者將可擁有您應用程式最新且最好的
版本。最棒的是，Windows 市集已釘選
於您的工作列中，提供有效的邀請 - 觸
碰一下就可以輕鬆存取，桌上型電腦使
用者也可以購買應用程式。

開始畫面方便使用者查看、尋找並享受
自行選擇應用程式排列方式以及提醒使
用者最近安裝的應用程式所帶來的樂
趣。使用者也能用 Bing 智慧型搜尋在 
Windows 內的任何位置輕鬆尋找應用
程式。如此一來，使用者即可享有正面的
應用程式體驗，也會樂於投入更多時間
使用應用程式。

對應用程式開發者而言，您可以存取詳
細的應用程式分析資料，包括客戶如何
找到您的應用程式、下載應用程式的使
用者類型以及詳細的財務報告等等。您
也能探索 Windows 市集整體的趨勢指
標，瞭解不同市場的熱賣應用程式類型
為何，做為日後規劃新應用程式或開發
新功能時的參考。

Windows 市集的設計已更
臻完善，個人化建議、依據
您的興趣的網羅收藏與新鮮
貨及特色應用程式特寫等功
能更方便使用者探索新應用
程式，協助您開拓更多商
機。

此外，其中也加入了常設導
覽列，尋找帳戶資訊及應用
程式類別也相對簡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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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1 產品指南88 – 89

Windows 行動力 Windows 可讓您出門在外時輕鬆與外
界連繫、詳細規劃、整理檔案與分享 
文件。

不論您是教室裡的學生、處理公司專案
的專業人員，還是只想要更有效地完成
工作，Windows 所提供的強大應用程式
與服務能完美搭配運作，實現您想要的
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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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 OneNote，您就能輕
鬆撰寫、整理並分享筆記；
優異的錄音功能則能捕捉每
段語音並加上時間戳記，以
方便參考。

撰寫並分享課堂 
筆記

歐洲歷史課的考試就快來臨，而您想要
保持出眾的成績。今天開始上課時，您打
開了 Windows 裝置並進入個人化的 [開
始] 畫面，接著捲動至標記為「學校」的
群組。您在這個群組中放置了每堂課的
所有相關應用程式磚和資料夾，因此您
可以直接在同一處存取所需的一切。

當教授開始講課時，您已經開啟兩個並
排顯示的應用程式。一個是在 Kindle 應
用程式上開啟的課本，用來瀏覽課文，另
一個則是 OneNote 頁面，用來保存今
天上課的筆記。教授的講話速度飛快，
想記下所有要點實在很難。所以您就用 
OneNote 應用程式的錄音功能，在做筆
記的同時一起錄下完整的授課內
容。OneNote 會為您的筆記加上時間戳
記，讓您能夠輕鬆地在錄音中找到對應
的時間點，方便交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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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協調運作，讓您能
夠跨應用程式分享，例如將 
CNN 應用程式 (在此顯示) 
中的文章分享至您的閱讀清
單或 OneNote，方便之後閱
讀。

教授在講課經常引用課文。不
過，Windows 應用程式是專為協調運作
而設計，因此您可以輕鬆地將課本應用
程式的內容剪下並貼入 OneNote 檔
案。在此之前，您已經將許多資料儲存
至 OneNote，但是透過 OneDrive 免費
提供的 7 GB 雲端儲存空間，您可以儲存
更多檔案，方便隨時隨地存取，甚至從朋
友的筆記型電腦存取。

教授在講課時引用了他最近在報紙上讀
到的事件，還是課本有提到這個事件？與
其他搜尋引擎不同，Bing 智慧搜尋會整
合您的檔案、應用程式、雲端和網路上的
搜尋結果。即使教授忘了資料的來源，您
都能快速地找到正確的參考資料，並且
分享至閱讀清單，方便之後查看。

今天下課之後，當您前往圖書館時，手機
收到一則缺課的同學傳來的簡訊，希望您
可以分享課堂筆記。當然，您可以做得更
好：因為所有資料都在 OneDrive 中，所以
您可以直接從雲端存取筆記以及完整的
課堂錄音，一步也不必停歇，因為系統會
自動同步。您回覆了：「這是整堂課的內
容，祝你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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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目的地、規劃您的旅行
計畫、分享資訊，並且輕鬆
地切換應用程式。您可以讓
兩個應用程式彼此貼齊，或
者根據您的螢幕大小，最多
可同時開啟四個並排顯示的
應用程式*。

Bing 智慧搜尋能在檔案、雲
端和網路之間進行全方位搜
尋，並根據最熱門的搜尋目
標，以聰明整合的方式呈現
結果。

 
 
*  視您的螢幕解析度而定。

規劃美好假期 在您要蒐集大量資料時最能感受到 
Windows 的妙用，例如當您坐在沙發上
使用 Windows 平板電腦規劃充滿陽光
與樂趣的聖地牙哥之旅時。

大多數的旅行都從研究開始著手，而 
Bing 智慧搜尋能完美呈現出關於聖地
牙哥最相關且最熱門的資訊：景點、精
彩的相片，而且按一下即可存取 Bing 地
圖服務和旅遊應用程式。您會獲得一份
妥善整理且彙總的結果，方便採取行
動，而不只是連結的清單而已。

精心規劃的聰明行動盡在 Bing 旅遊。
這個應用程式是專為規劃旅行所設計，
不論是地區資訊、熱門景點、觀光活動、
旅館或其他資訊，全部一應俱全。

其中部分最棒的功能包括讓您宛如置身
在港口或海灘上的 360 度全景，以及來
自 Fodor’s、Frommer’s、Lonely Planet 
和 Trip Advisor 的旅遊評論，完全透過
單一畫面呈現。因此，您可以輕鬆地確認
每一位家人都有感興趣的事物 — 可能
是海灘、公園或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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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旅遊是專為規劃旅行
所設計，不僅提供熱門景點
的相關資訊、來自 Fodor’s 
和 Lonely Planet 等熱門網
站的評論，而且還能讓您輕
鬆地存取地圖服務 (行駛路
線) 和郵件 (分享計畫)。

旅行牽涉到許多行程準備工作，而 
Windows 在協調方面的表現，保證亮眼。
何時出發？只要啟動天氣應用程式，即可
開啟平均降雨機率和溫度的並排視窗，顯
示出最適合造訪的月份 (九月)。如何前
往？只要啟動地圖服務應用程式，即可開
啟行駛距離和時間的並排視窗，並且輕
鬆地透過連絡人應用程式，將路線分享
至您最喜愛的社群網站。輕輕撥動一下，
就會開啟您的電子郵件並自動載入詳細
資料，省下您剪下與貼上的時間。

然後，要住在哪裡？您可以依照日期、設
施、價格、等級評估旅館，並在地圖上查
看旅館附近的一切。訂房之前，別忘了向
一同出遊的旅伴確認一下。您可以輕鬆
地透過電子郵件，將旅遊詳細資料 (旅
館、位置和景點) 傳送給他們，以便敲定
計畫。

現在，您準備要訂房了。熱門的訂房網站 
(Kayak.com、hotels.
com、Priceline、Orbitz 和其他網站) 一
一出現在您的瀏覽器中，並且自動帶入
您的喜好設定，因此您不需要重新輸入
詳細資料，即可預訂房間。

直接從 Bing 旅遊啟動您最
喜愛的訂房網站，輕鬆地預
訂旅館。Windows 的多工功
能可讓您同時開啟多個應用
程式，即使使用平板電腦也
一樣。

從研究、選擇、訂房、分享到贊同，您在
幾分鐘內，就透過彼此協調運作的應用
程式完成了所有準備工作。如果您試著
在任何其他平板電腦上處理，則必須不
停地在網站和應用程式之間切換，努力
透過瀏覽器管理所有行程準備工作。

最後該做的就是告訴祖父母。開啟 
Skype 應用程式，以便面對面傳遞消
息。祖父母興奮地表示，他們可能會一起
加入旅行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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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Windows 平板電腦就
是超棒的同事和旅伴，它能
讓您出門在外時保持生產
力，完全不需要攜帶公司的
筆記型電腦。

工作不忘娛樂 不論是工作週還是暑假期間，盡情娛樂
和完成工作都同樣重要。由於個人生活
與職場以全新方式結合，因此 Windows 
提供了各種應用程式和服務來協助所有
人隨時掌握世界動態、讓孩子們享受娛
樂，同時與辦公室保持聯繫。

現在是休假時間，而且您正與家人前往
聖地牙哥。但是，公司還有一些重要的專
案持續進行中，而且您必須在休假時與
辦公室保持聯繫。為了在保持生產力的
同時，成為全體團員的絕佳旅遊同伴，
您是否能信賴 Windows 平板電腦呢？
是的，請放心。所以，您不需要帶著公司
筆記型電腦一同前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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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登入之後，就會顯示
他們自己的個人化 [開始] 畫
面。因此，孩子們可以使用
自己的內容和設定，完全與
您的內容和設定安全地隔
離。

*隨附於 Windows RT 8.1 
中；如使用 Windows 8.1 則
可能需要另行購買。

上路幾個小時之後，孩子們開始坐立不
安了，但是您的 Windows 平板電腦就是
多才多藝的娛樂大師。您已經設定個別
的使用者帳戶，所以孩子們可以登入自
己的個別設定和應用程式。經過一番討
論之後，他們決定要一起觀賞影片，但是
他們也可以玩先前下載的遊戲或聆聽音
樂，而且您可以確信自己的所有內容和
設定都保持隔離並受到保護。

Windows 可讓您在外出時
輕鬆地與辦公室保持聯繫：
您可以使用直接存取來連線
到公司網路，並且透過工作
資料夾存取自己的檔案。

幾個小時之後，該是時候吃午餐了，然後
您透過手機快速地檢查工作電子郵件。
此時，老闆傳送了一則緊急訊息：她需要
您在下午 3:00 前完成董事會簡報的編
輯。許多平板電腦都不適合進行實際的
生產力工作，但是透過 Windows 平板電
腦上的完整 Office* 套件，您可以按一下
電子郵件中的連結，直接開始處理老闆
起草的 PowerPoint 檔案。您檢閱了她
所編輯的內容、進行您自己的變更，然
後儲存更新，完全不需要附加檔案，也不
會造成版本衝突。多虧有了直接存取和
工作資料夾，您可以輕鬆地從任何 
Wi-Fi 連線連接到公司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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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上路時，您已經抵達聖地牙哥附近
的海岸，正好當天也接近尾聲。此時，後
座傳來一聲驚呼。原來是其中一個孩子
發現了海面上的絕美景致。於是您靠邊
停車，然後 8 歲大的孩子在太陽落入海
面時舉起平板電腦。結果，他捕捉到了
完美的拍攝角度，完整囊括海洋、天空
和大地的全景，因為內建的相機應用程
式可以輕鬆辦到。您不需要輸入密碼，
就可以直接從鎖定畫面拍攝相片，而且
您可以火速連續拍攝一系列相片 (稱為
連拍*)，確保其中一張相片呈現完美瞬
間。接著，您快速地挑選出最滿意的相
片，然後繼續上路。

當天晚上在旅館時，您開啟了 Windows 
平板電腦並查看一路上拍攝的相片。那
個絕美的夕陽是張值得分享的相片，因
此您直接存取了編輯工具來裁剪相片。
快速撥動一下，分享至連絡人應用程式
之後，您就傳送了電子郵件或張貼至社
群網站：「加州之旅的絕讚夕陽！」

相機和相片應用程式非常適
合拍攝及編輯相片，而且 
Windows 應用程式能完美
協調運作，所以您可以輕鬆
地透過電子郵件分享相片或
張貼到社群網站。

 
 
*  需要特殊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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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隨時就
緒，與您的生活同步
脈動

Windows 8.1 承襲 Windows 8 的願景而
再進化，提供絕佳的裝置、必備應用程式
與雲端服務，與您的生活脈動緊緊相扣。
因此您可以善用最優秀的硬體設計與技
術、享受個人化體驗伴隨的自在樂趣，同
時讓 Windows 為您整合一切 — 所有的
應用程式和服務都能運用智慧技術完美
互動，並隨時與您保持同步。

立刻深入瞭解嶄新
的 Windows

進一步瞭解最新的 Windows 8.1 與 
Windows RT 8.1 平板電腦及個人電腦，
並找出適合您的機種。 
windows.microsoft.com/shop

進一步瞭解如何將系統升級為 
Windows 8.1。 
windows.microsoft.com/upgrade

進一步瞭解如何使用 Windows 8.1 的重
要功能。 
windows.microsoft.com/how-to

Windows 8.1 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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