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精通科技長者

平板電腦入門
簡易參考指南
平板電腦 (Tablet) 看上去 (和操作上) 與超大智能手機十分相似。
平板電腦在上網、玩電玩遊戲、看電影、瀏覽相片和通訊方面，均非常稱手。

什麽是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像是一部超大智能手機，擁有大屏
幕，可以執行應用程式 (apps)。它也跟電腦
相似，不過，它不是由滑鼠和鍵盤控制，而
是靠觸摸屏幕上的元素來到控制。
市面上的平板電腦主要分爲兩類 ——
蘋果 iPad 和採用Android™系統的平板電
腦。它們的主要分別是它們的操作系統，
英文簡稱 OS。 操作系統是用來控制平板電
腦的基礎軟件。
平板電腦一般採用 iOS 操作系統 (蘋果
iPad 一系列的平板電腦) 或Android 操作系
統 (其他大部份的製造商所生産的平板電腦)
。在用戶操作方面，iOS 和Android 兩個操
作系統十分相像。

蘋果
iPad

Android
(安卓)
平板電腦

也有爲數不多的平板電腦採用微軟
(Microsoft®) 視窗(Windows®)
操作系統。

觸屏和手勢控制
平板電腦依賴觸摸控制。觸摸的原理，
就如同在個人電腦上使用滑鼠點擊。而
當您要輸入的時候，屏幕上便會出現鍵
盤，您可以輕觸鍵盤上的鍵來輸入字
符。
另外，目前也有一套特別的手勢「語
言」 ，讓您以新方法來控制平板電腦。
您需要知道一下六種手勢：
點擊 (Tap)
簡單快速的觸摸屏幕。它是用來啓
動應用程序、選項、點擊網站鏈接
等等。
點選並按住 (和拖曳)
觸摸部份屏幕，並保持把手指貼住屏
幕。 不同的程式效果各異。不過，這
個手勢一般和在您的個人電腦單擊滑
鼠右鍵去顯示上下文菜單相同。
滑動
這是在屏幕上快速劃過，它有時需要
根據要求的方向來滑動，可以是任何
方向。最常見用於翻( 書) 頁或翻 (幻
燈片) 圖像。

點擊

點選並按住
(和拖曳)

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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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拉縮放

捲動
觸摸屏幕上某處不含按鈕或鏈接的地
方，手指保持貼住屏幕，然後向上下
或左右滑動。最常用是當屏幕不能顯示
整個頁面的時候，可利用捲動畫面來
觀看。
捏拉縮放
把兩根手指 (一般是拇指和食指) 放在屏
幕您想放大的某一處，跟住把該兩根手
指拉開拖曳 (把該部份的屏幕放大)，或將
手指往內縮攏來縮小畫面。可以利用這
手勢把網頁上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加以
放大，又或是在圖像程式中，把相片放
大縮小。
雙點擊
這手勢只需在屏幕上連續快速點擊兩
下，它的功用很多時和捏拉縮放的功能
相似。

連接互聯網
雙點擊

所有平板電腦都可以通過家庭無綫網絡去
連接寬頻互聯網。某些型號的平板電腦更
支援3G 或 4G 移動無綫上網。

您的家庭無綫網絡
要把平板電腦以 Wi-Fi 連接您家中的互聯
網，您需要知道您家庭無綫網絡的名稱和
密碼。
當您有了這些資料之後，您便可以將您
的平板電腦連接這個網絡。

7. 您在 iPad 上按一下 Home 按鈕 (它是一
個位於 iPad 底部的一個實體按鈕，就
在屏幕下方)， 它便會帶您返回 Home
頁。
連接 Android 平板電腦
步驟因不同的平板電腦的Android操作系統
版本和製造商的定制而稍有出入。
1. 在主頁點擊設置 (Settings) 圖標。
2. 在左面的「無綫與網絡」，點擊Wi-Fi。
3. 確保Wi-Fi 處於開啓 (On)
狀態 (如果處於關閉的
話，點擊該開關) 。
4. 在右面的「選取網絡」
之下，點擊您家庭無綫
Android
設置圖標
網絡的名稱。
5. 您將被要求輸入密碼。
6. 屏幕上會顯現一個虛擬的鍵盤。
利用該鍵盤把網絡密碼鍵入，然後按
Enter 鍵。
7. 如果密碼正確，您應會連接到家庭無綫
網絡。網絡名稱的下方會顯示一個小按
語，表示已經連接。
8. 按 Home 或 Back 按鈕可讓您返回主頁
畫面。這些按鈕於大部份的 Android 平
板電腦中都不是實體按鈕，而是在屏幕
中一端，有一些與下面圖像相似的圖標。

返回

iPad 設置圖標

連接蘋果 iPad
1. 點擊設置 (Settings) 圖標，設置面版便
會顯現。
2. 點擊左面的Wi-Fi。
3. 確保Wi-Fi 處於開啓 (On) 狀態 (如果是
處於關閉的話，請點擊該開關)。
4. 在右面的「選取網絡」之下，點擊您家
庭無綫網絡的名稱。
5. 您將被要求輸入密碼。屏幕上會顯現一
個虛擬的鍵盤。利用該鍵盤把網絡密碼
鍵入，然後按 Enter 鍵。
6. 如果密碼正確，您應會連接到家庭無綫
網絡。

連接 3G/4G服務

主頁

一些平板電腦也可支持 3G/4G 移動寬頻服
務。在這情況下，它們的功能如同智能電話
差不多 —— 您需要把一張 SIM 卡放進平板
電腦的 SIM 卡槽中，您可以在您的平板電
腦使用手冊中找到這個卡槽的位置。
當您在家時，擁有3G/4G功能的平板電腦將
使用 Wi-Fi 網絡，但當它不在您的家庭網路
範圍時，它就會切換至移動互聯網。

安全使用互聯網
對於電郵和互聯網的新用家來説，懂得如何安全使用互聯網是非常重要的一課，在這方面，使用平板電腦
和使用個人電腦都是一樣的。下面有些重要事情必須緊記：
•
•
•

除非您知道電郵的附件是安全的，否則不要打
開，這包括由您認識的人發給您的電郵附件。
不要通過電郵或網站，把您的個人資料 (包括您
的地址、電話號碼或甚至姓名) 告訴陌生人。
不要安裝由不能信賴的來源所下載的程式。不
過，從 Google Play™ 和 Apple App Store 下載
的程式則沒問題！

使用瀏覽器

•
•

•
•

利用箭頭來控制
前進和後退

如果有陌生人向您發送電郵，說要給您錢 (或問您
要錢)，他們很可能是騙徒。
發電郵的人，可能對您撒謊，他們的身份，未必
就如他們所說的，有時候，一個標明是發自您銀
行的電郵，其實可能是發自一個想騙您財物的
人。如果您有懷疑，應直接和您的銀行聯絡。
向第三方提供您的信用卡詳情時，要格外小心。
寧可過於謹慎，也不可掉以輕心！

把網址或搜索字詞
輸入地址欄中

點擊 X
來關閉網頁

您的平板電腦有一個瀏覽器，就如您的個
人電腦一樣，您可以用它來瀏覽跟您在個
人電腦裡瀏覽的相同網頁。
1. 點擊平板電腦上瀏覽器的圖標。

iPad 瀏覽器
圖標

Android
Android Chrome
一般瀏覽器圖標
瀏覽器圖標

2. 想開啓一個網頁，您要先點擊靠近屏幕
上方的地址欄。
3. 屏幕虛擬鍵盤會彈出，您可以輸入您想
探訪那個網站的網址。(鍵盤會隨著您對
它的需要而自動出現)
4. 您也可進行搜索。您只需把搜索字詞鍵
入地址欄中 ——瀏覽器能偵測您鍵入的
不是網址，而執行谷歌搜索。
現在，您的平板電腦應加載該網頁。您是
否還記得手勢呢？
• 點擊鏈接一下去開啓它
• 點擊和按住，然後以手指向上下滑動來
移動網頁。
• 點擊分頁 (tab) 上的 X 去關閉該分頁。
• 點擊網頁上方左、右箭頭來控制後退和
前進，如同您的個人電腦瀏覽器一樣。
瀏覽完畢後，只需點擊主頁(Home) 按鈕，
便返回到主頁。

鍵盤只顯示字母和有限的標點符號。按 ?123 按鈕切換數字。
按 ABC 按鈕再切換至字母。

Email
and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Productivity
programs
like word
processors

有用的
網站
Android 主頁
www.android.com
(如您運行 Android
系統的平板電腦需
要支援，您還是最
好探訪該電腦的製
造商網頁)
蘋果 iPad 支援
www.apple.com/
support/ipad/
Telstra’s 平板電腦
網頁
www.telstra.
com.au/bigpondinternet/mobiletablets/

Useful and fun tools
Media viewers
從在綫商店添加應用程式
Much, much more.
News feeds
和媒體

您可以在搜索框中，把您想要搜索的應
Some of these apps can be3.downloaded
for free; others
平板電腦出售時已預先安裝一些應用程
Email and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用程式或媒體名稱輸入。您也可以選擇
式。這些程式是一些可以增加功能的微型
cost money (although typically not much money).
以類型、首選和最受歡迎下載來檢視。
程式，如日曆、時鐘或瀏覽器。
UsefulWhen
and fun
tools to installing4.new
it comes
apps, tablets are
點擊應用程式的名稱來檢視它的詳細資
啓動某個程式，您需要點擊代表該程式
actually very robust, and there’s
no real danger of
料。
Much, much more.
的圖標。
5. 如果您找到您喜歡的應用程式或媒體，
messing up your tablet by installing
apps.
您可以從在綫商店下載新的應用程式，
Some
of these apps can be downloaded 請點擊選擇來下載。
for free; others
You can also download movies, music and TV shows
然後把它們安裝在您的平板電腦中。這些
cost money (although typically not much money).
directly to your tablet from在
online
media
stores.
應用程式，有些是免費下載的，有些需付
(大部份)
Android平板電腦中
When it comes
to
installing
new
apps,
tablets
are
費。
This media can be played on
1. your
點擊tablet
Googleusing
Play。Google Play 是媒體
actually
very
there’s
no real danger
of
您也可以從在綫媒體商店直接下載電
its robust,
built-inand
media
player.
與應用程式這兩者的在綫商店。
影、音樂和電視節目到您的平板電中。
messing up your tablet by installing apps.
2. 在右上方，點擊您搜尋的事物類別: 應
用程式、圖書、電影。
You can also download movies, music and
TV shows

DOWNLOAD 在蘋果iPad 平板電腦中
會開啓一個搜索視窗，您可以在這裡輸
mediaTo
can
be played
onapps,
your
tablet using
NEW APPS 1.This
download
new
the App Store logo.
下載新的應用程式，請點擊蘋果
App tap on入您的搜索。

DOWNLOAD
NEW APPS

下載新的應用程式
3. 或者，在屏幕最上方，點擊放大鏡。這
the
Apple
iPad
directly to On
your
tablet
from
online media
stores.

itsStore標誌。
built-in media player.

4. 如果您找到您想要的應用程式，點擊
它的名稱來檢視它的資料。點擊安裝
(Install) 會把它下載到您的平板電腦
上，而您的主頁將會多了一個新圖標。
5. 按屏幕下方的返回 (Back) 鍵 (左箭頭)，
To new
download
tap App
on the
iTunes
logo.
To download
apps, media,
tap on the
Store
logo.
返回上一頁。

2. 如想下載好像是音樂或電影這些媒
體，請點擊iTunes 標誌。iTunes 包含
On一個播放器
the Apple(iTunes)
iPad 和一個媒體商店
(iTunes Store)。

蘋果

蘋果

Google

iTunes
is both
aPlay
media
player
and media downloader.
ToApp
download
media,
tap on
the iTunes
logo.
Store iTunes
從 Android 和蘋果商店找尋和下載應用程式和媒體
You can search for apps

or media by typing in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in the Search bar.

You can also view categories, or see top picks
iTunes is both
media player
and media downloader.
andapopular
downloads.
You can search for apps or media by typing in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in the Search bar.

‘Tech Savvy Seniors’ (新州精通科技長者)計劃是新南威爾士州高齡策略和 Telstra 的一項重要計劃。
詳情請瀏覽： http://www.adhc.nsw.gov.au/about_us/strategies/nsw_ageing_strategy 和
http://www.telstra.com.au/telstra-seniors/

You can also view categories, or see top picks
and popular 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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