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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介绍 
 

UFDtoGO 可提升您移动存储设备的功能，让个人数据随时携带垂手可得，成为您行动

个人数据管理的好帮手。 

移动存储设备只要搭配 UFDtoGO ，您就可以: 

 让您的 Internet Explorer 收藏夹/Firefox 书签 保持同步, 

 让您的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信件随身看, 

 让您的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信件/连络人/待办事项等信息同步, 

 让您的 个人文件夾, 桌面 和 我的文档 等文件做同步, 

 压缩您存放的数据 以节省存储空间, 

 密码保护 / (加密) 您存放于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和 Firefox 来浏览网络时不留下 任何可被跟踪的数据,  

 以及万一您遗失了您的移动存储设备时，拾获者可根据您先前输入于 USB 驱动器 

Lost & Found™ 里的个人数据来连络您 (当然您私密数据不至于被偷窥). 

 

 

 

警告! 

在使用 UFDtoGO 时, 请勿在未将 UFDtoGO 程序关闭之前，就将硬件装置拔除。有

关如何正确离开程序，以及使用 Windows 的 “安全移除硬件”功能，请参考后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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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需求 

 操作系统: 

o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  

o Windows XP (建议使用Service Pack 2)  

o Windows Vista/7/8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5.0 或更新) 或 Mozilla Firefox 版本 1.0 或更新 

 Outlook Express 版本 5.0 或更新 / Windows Mail: 

若想完整使用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信件随身携功能, 远程的 PC 也

必须同时有安装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这套软件才行. 

万一您把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卸载掉, 您还是可以使用其它

UFDtoGO的功能. 只是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的功能将被禁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XP - 2002, 2003 或更新)  

若想完整使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信件/连络人等个人数据的同步功能，远

程的 PC 也必须同时有安装Microsoft Outlook 才行. 

万一您把 Microsoft Outlook卸载掉, 您还是可以使用其它UFDtoGO的功能. 只

是 Microsoft Outlook 的功能将被禁用 

 空余的 USB 端口 

 A-DATA USB快闪盘  (U 盘) 

 

3.  安装 

UFDtoGO 通常是 预载 至 您的移动存储设备 (例如 USB 快闪盘) ，或至 A-DATA 网站

下载而得。 

本程序不须运行PC安装程序。只需轻松地在 UFDtoGO.exe  文件上双击，您就可以立

即开始使用这套软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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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您买的 USB 驱动器并未附赠含有 UFDtoGO 程序的光盘，我们建议您将

UFDtoGO.exe 程序复制到另一个存储装置来做备份。 

要正确使用 UFDtoGO，您应该从 USB 驱动器的 UFDtoGO.exe 文件来开启运行。 

4. 开始使用 

4.1. 启动 UFDtoGO 

要开始使用 UFDtoGO, 将您的 USB 驱动器 或 您的移动存储设备插到计算机上，并开

启 我的电脑 (或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依照您计算机所配置到的 USB 驱动器 或 可移动存储设备 的磁盘驱动器号 (例如 D: 盘

或 F: 盘)，然后双击 UFDtoGO.exe 文件来启动该程序。 

 

UFDtoGO.exe 文件会一直保留在您的 USB 驱动器，这是为了让您可以在不同计算机

之间都可以使用到该程序。因此要运行该程序，请务必通过 USB 驱动器来运行，而不

要通过该计算机或硬盘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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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般导览 

 

主程序的欢迎窗口中，左侧会列出所有主功能菜单 (请见左图)。只

需将鼠标点击其中一项，例如 Internet Options (Internet 选项)，就

会出现该相关的功能。您也可以通过画面右下角的系统托盘来使用

许多功能。系统托盘的功能说明如下. 

 

 

4.3. USB 驱动器 / 移动存储设备容量 

在主窗口的下方，您会看到一个填充栏，表示您现在 USB 驱动器的可用空间状况(左

侧深色部分代表已用空间)，当您开始新的选择时(例如把“我的文档”文件夾加入同步设

置)，此时填充栏左侧深色就会增加，以表示您 USB 装置用掉了多少空间，和剩下多

少空间。 

 

5. 将 UFDtoGO 用在工作上 

5.1. 安全设置 

我们建议您首次使用 UFDtoGO 时，到安全设置选项中，为您的 USB 驱动器设置密码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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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密码, 请在“更改安全设置”(Change Security Settings)选项框里，点选“密码保护

我的数据”(Password protect my data)，然后在下面输入新密码(New password)、确认

新密码(Confirm new password)，以及新密码提醒(New password reminder)。最后再

点“应用”(Apply)就行了。 

更改您既有的密码 也是在这个窗口里面来进行，只要选择 “更改密码”(Change 

password)就可以了。若要更改密码，您必须先输入旧密码(Old password)，然后再接

着输入新密码、确认新密码，以及新密码提醒，最后再点“应用”就行了。 

若 密码保护 您不再需要，或者您本身就帮自己的文件做好加密了。您可以选择“不要

求密码保护”(No password protection required)，然后输入旧密码，最后再点“应用”就

行了。 

 

若您选择为您的装置做密码保护，UFDtoGO 将会把您移动装置上面的“Personal Data”

文件夾做加密的动作。而没在 UFDtoGO 设置要同步的其它文件夾部份，这些数据都

不会被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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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UFDtoGO 只会把“有设置同步”的文件夾或文件做加密。 

您可以在“文件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窗口里面，处理这些加密后的文件。只要您

设置了密码保护，“管理已加密的数据”(Managed Encrypted Data)卷标就会出现，您可

以解密&开启(Decrypt & Open)里面的任何文件，并在必要时重新加密(Encrypt)。 

 

更改安全设置，可能要花几分钟(来把文件重新加密或解密)，这得看您存放在 USB 驱

动器的文件多寡而定。您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进度表来表示目前的处理状况。 

5.2. Internet 收藏夹同步 

可将您 Internet Explorer (IE) 收藏夹 或 Firefox (FX)书签 做同步。由于这里有 5 种不

同的同步选项做选择，所以在开始使用此功能前，您应该让自己熟悉这些选项。当您

将 IE 收藏夹或 FX 书签同步之后，您就可以在激活 “无跟踪 Internet”选项 之后，并进

入 IE 或 FX 时，看到这些 收藏夹 或 书签 了。若您的 收藏夹 或 书签 数量很多的话，

启动时间就会比较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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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选项说明如下: 

a) 在本计算机 创建或更新 收藏夹 
 

b) 将本计算机所有的 收藏夹 删掉，由装置上的取代 
 

+  
c) 创建或更新 所有收藏夹 (同步化) 

 
d) 创建或更新 装置上的 收藏夹(默认选项) 

 
e) 将装置上所有的 收藏夹 删除，由本计算机的取代 

 
+  

以上 a, c 和 d 选项都只要选好对应之箭头按钮就行了。而 b 和 e 选项就要同时在 

“Delete existing…”选框中打勾。 

在您选择想要的同步选项之后，就可以点选 “同步”(Synchronize)钮来进行同步程序

了。 

同步进行当中，画面会出现进度表，此时您的 收藏夹 或 书签 就会进行搬移的动作。 

进度表中的“查看详细信息”(View Details)仅会显示同步处理过程中的错误讯息。当同

步动作完成后，就可按下“完成”(Finished)钮来结束同步处理动作。 

如果您的 收藏夹 或 书签 数量很多时，同步处理动作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来进行。 

若想删除您计算机或移动存储设备上的 Internet 收藏夹/书签，只要到 “无跟踪 Internet

浏览” (No Trace Browsing)里面去删除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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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afeLogin (网站自动登录) 

本功能可以让您储存登录帐戶与密码到您的移动装置上，这样的话您就能更快、更方

便地登录常逛网站。 

5.3.1. 激活 SafeLogin 的 Internet Explorer 外挂程序 

要使用此功能，请先依照下列步骤来激活此选项 

1. 在主窗口选择“Internet 选项”(Internet Options) 

2. 选择 “SafeLogin”标签 

3. 勾选“启动 SafeLogin” 

4. 点击 “启动 Internet Explorer”(Launch Internet Explorer) 

5. 在 Internet Explorer 里面激活 SafeLogin 工具列外挂程序。激活方法是将鼠标

移到 IE 上方的状态列上，然后按鼠标右钮来查看工具列选单，找到 SafeLogin

选项并勾选即可(请看下图)。  

 

5.3.2. 储存登录数据 (使用者名称，密码，PIN 等等) 

1. 先前往您想要登录的网站 (以 mail.yahoo.com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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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您的登录帐戶与密码，然后在 IE 上面的外挂程序工具列上，点击 “储存密

码”(Save Password)。  

 

3. 此时您的登录数据就被储存在您的移动存储设备上了。 

 

 

5.3.3. 同一网站，储存多重帐戶 

如果您在某一网站有多组使用者登录帐戶，还可以储存多组使用者名称和登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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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记录第一笔登录数据时，您可以继续记录多笔登录信息，只要在同个网站输入其

它的使用者帐戶与密码，点选 SafeLogin 外挂工具列上的 储存密码 时，画面就会跳出

一个窗口(如图)，此时只要点选“加入成新项”(Add as new)就可以了。 

 

5.3.4. 使用已储存的登录数据 

当您回到先前有储存过登录数据的网站时，UFDtoGO 就会自动帮您输入完成您的登录

数据。此时您只要轻松点选网页上的登录/签入钮，就可以进入该网站了。 

若在该网站您先前储存超过一组以上的登录资料，画面就会跳出一个有显示使用者名

称和登录数据的窗口(如图)供您选择，此时只要选择您想要登录的使用者名称，然后点

选 “登录”(Login)钮就可以了。 

 

在 UFDtoGO 中，您也可以找到所有曾经储存登录数据的网站清单。要更快速进入这

些网站，只要在 UFDtoGO 所列出的网站列表上双击该 URL 网址，就能直接进入该网

站且登录数据顺便帮您输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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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更改 / 修改 / 移除您储存的登录数据 

若您在某一网站的使用者名称或密码更改了，您只要到该网站的登录页面，改成新的

登录数据，然后同样按 储存密码 ，然后选择 “覆写选定的项目”(Overwrite selected)把

先前储存在您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旧帐号给更换掉。 

要删除存在移动存储设备的登录数据，也只要轻易在 SafeLogin 所列出的储存清单

中，点选您想要删除的项目，然后点选“移除选定的项目”(Delete selected)。 

5.4. 无跟踪 Internet 浏览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IE) 和 Mozilla Firefox (FX)来进行无跟踪浏览”功能，可以让您

在您接上移动存储设备的情况下，浏览网络时不留下任何痕迹。 

要开启无跟踪浏览功能，只要简单地在 UFDtoGO 里面 无跟踪 Internet 浏览窗口中，

勾选 “激活「无跟踪 Internet 浏览」”(Activate No Trace Internet Browsing)就行了。要

是您已经预先开启了 IE 或 FX 窗口的话，程序会先询问您是否关闭这些窗口，这样才

能继续。 

现在，一旦激活「无跟踪 Internet 浏览」功能之后，无论您通过下面的“启动「无跟踪

浏览」钮或是其它方式来进入 IE 或 FX ，您接下来浏览过哪些网站，都不会在该计算

机留下任何可被跟踪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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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无跟踪浏览 启动中，您会看到 IE 窗口标题显示着“No Trace Browsing”字样。所有

暂存盘、历史记录、和 Cookie 都会被转存到您的移动存储设备上，而不是存在该计算

机。 

若您已同步过 IE 的 收藏夹 或 FX 的书签，此时您就可以通过 IE 的 收藏夹 按钮，或通

过 FX 的书签按钮 来找到并存取他们。 

每当使用完时，我们建议您 勾选底下的删除临时文件、Cookie 和历史记录等项目，来

节省您移动存储设备的宝贵可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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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删除 Internet 浏览历史记录 

要从您的计算机或移动存储设备来删除掉

Internet 浏览记录，只要到 UFDtoGO 的无跟

踪浏览窗口中，勾选 “无跟踪浏览”模式。然

后勾选您想要删除的对象，像是收藏夹

(Favorites)、临时文件(Temporary Files)、历

史记录(History)或 Cookies，选好后点“删除

跟踪”(Delete trace)钮就可以了。接着程序会

问您是否确定要永远删除选好的对象。确认

好，画面会出现进度表以表示删除中。如果您删除的文件量很大 (尤其是您的 USB 驱

动 器 ) ， 就 可 能 要 花 几 分 钟 的 时 间 来 完 成 。 

 

 

5.6. 便携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资料 

UFDtoGO 可以让您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的数据随身带着走，只要主窗口

中选择“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选项就行了。  

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就可以让您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数据随身携带: 

1. 要 创建备份到您的移动存储设备，请选择您想要用哪一个身分来为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打包，选好一个身分之后，连其通讯簿/连络人等信息也

一并打包起来。UFDtoGO 默认是选主要身分，选好后按下“创建备份”(Create 

Backup)钮就可以打包好。现在，您选定身分之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等数据的备份包(包括邮件、连络人、邮件规则信件等)就会存到您的移动存储设

备。然基于安全因素，您的电子邮件  帐戶密码  并不会被存到移动装置上

(Windows 系统本身就不允许这样做)。所以请您务必记住您的邮件帐戶与密

码，这样您才能在室外或旅途中通过 UFDtoGO 来检查您的电子邮件。 

2. 要 运行便携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您只要选定想要查看的备份

包之后，点选“Run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钮就行了。若此时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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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连上 Internet，您还可以输入您邮件帐戶与密码后来检查是否有新的电子邮

件。就算计算机没连上 Internet，您还是能查看备份包里面的电子邮件讯息和连

络人。 

3. 要 管理您便携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数据，请选择“管理装置上

的备份”(Manage Backups on Device)选项。若您想要移除备份包，只要选定其

中一个身分，然后按“移除”(Remove)来将之移除。要是您在路上收到新的电子

邮件，想把新的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备份包还原到您计算机上，

也只要通过还原功能来达成。先选好要还原的备份包，然后点选  “还

原…”(Restore…)就完成了。后续您可以选择是否要创建新的备份包来取代既有

的备份包。 

5.7. 便携式 Outlook 资料 

想让您的 Microsoft Outlook 数据随身带着走，只要 UFDtoGO 主窗口中的“Microsoft 

Outlook”选项就行了。在两种情况下您可能用到 UFDtoGO 的这项功能: (1)将您

Outlook 的数据备份打包好，并存到您的移动存储设备上，以便在别台计算机上存取使

用。 (2)使用 UFDtoGO 来为您不同计算机之间的 Outlook 数据做同步 (例如工作计算

机和家里计算机)。 

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就可以让您 Microsoft Outlook 资料随身携带: 

要 创建移动装置上的备份，请点选"添加配置文件对..."(Add profile pair...)，然后从计

算机端(左方)选择想要 可携化 的 Microsoft Outlook 文件对(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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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存储设备端(右方)选择备份目标位置。当第一次使用本功能时，目标位置大多都

是“新建备份”(New backup)选项。若您先前曾在您的可携装置上做过一次备份包，此

时就可以在这个下拉式选单选择其它的备份目标位置。这样做的话，到时候您就可以

选择不同的文件对，来与不同计算机做同步。 

 

 

在标准模式下第一次使用此功能，且计算机上的 Outlook 只有一组配置文件对(profile)

时，UFDtoGO 就会选择默认的文件对(profile)。选定好之后，您得在您想要同步的文

件夾上勾选(例如连络人、草稿等等)，而在"同步规则"(Sync Rule)还可以指定每个资料

夹的个别同步方式。  

a) 从计算机端和移动存储设备端双方，添加/更新所有项

目(同步化) 

  

 

b) 将移动存储设备端的所有项目添加/更新到计算机端(汇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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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计算机端所有项目添加/更新到移动存储设备端(汇出)  

 

d) 会先删除计算机端的对应项目，然后将移动存储设备端

的所有项目覆盖到计算机端(汇入重新整理)  

 

 

e) 会先删除移动存储设备端的对应项目，然后将计算机端

的所有项目覆盖到移动存储设备端(汇出重新整理) 

 

 

 

若要过滤想要同步的邮件讯息，只要按"定义过滤器"(Define Filters)钮，然后在新窗口

选要想要过滤的邮件容量或时间等过滤项目就可以了。此选项可以很显著地减少您同

步/备份 Outlook 的数据总容量。 

 

 
 

选定好同步设置之后，在"创建&同步"(Create & Sync)标签下，按"同步已选定

"(Synchronize selected)钮，此时同步动作就开始进行。 

重要! 然基于安全因素，您的电子邮件 帐戶密码 并不会被存到移动装置上(Windows

系统本身就不允许这样做)。所以请您务必记住您的邮件帐戶与密码，这样您才能在室

外或旅途中 (使用其它计算机) 通过 UFDtoGO 来检查您的电子邮件。 

要 运行便携式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您必须从"便携式 Outlook"(Portable 

Outlook)卷标内所列清单中选择想要开启的备份包，此项功能需要您所使用的别台计算

机上，也必须预先安装好 Outlook 才行。当选好要开启的备份包之后，只要点 “运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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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备份”(Run selected backup)，Outlook 便会启动并从您储存装置上查看数据了。  

若此时计算机有连上 Internet，您还可以输入您邮件帐戶与密码后来检查是否有新的电

子邮件。就算计算机没连上 Internet，您还是能查看备份包里面的数据。 

 

 

要删除装置上的备份包，只要选定该项目后，按"移除备份"(Remove Backup)即可。 

5.8. 计算机防护锁 

5.8.1. 为您的计算机上锁 

从 防护时间 的下拉选单中，选好您想要上锁的时间程度。这里的时间指的是，当您拔

除“USB 装置”后多久才会自动解锁，当然您也可以装回可携装置，计算机就会解锁(此

功能的主要目的是，能够让您的计算机暂时上锁，以免遭受其它人的非授权使用。)当

您决定好时间，并按下“开始 PC-Lock” (Start PC-Lock)钮之后，计算机随即上锁状

态，此时拔出“可携装置”后，屏幕就会秀出“PC-Lock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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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锁定状态时，屏幕会一直播放幻灯片秀。您甚至可以自定想要秀出的照片，只

要点选“新增图档”钮，就可以添加您最喜爱的照片(.jpg 或.bmp 格式的图档)，加入播放

列表当中。一旦图片添加至列表中，您可以从上方的窗口来预览图片。计算机锁定状

态时，这里全部的图片都会被轮流播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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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为您的计算机解锁 

要解除已上锁的计算机，您必须插回“USB 装置”才能解锁，此时幻灯片秀随即停止，

并返回您的计算机先前未锁定的状态。或者您必须等到 “防护时间”过了之后，计算机

才会自动解锁。 

5.9. 我的文档 同步 

要将您的“我的文档”做同步，只要选主窗口左边的“文件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功

能选项即可。在“我的文档”标签里，您将看到“My Documents”目录底下包含子目录下

的所有文件(“硬盘”图标)。您想要同步到 USB 驱动器的资料夹都可以勾选的方式轻松

完成。然后在画面下的三种同步方向钮上，选一种同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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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移动存储设备端的 My Documents 添加/更新 到计

算机端  
b) 将计算机端和移动存储设备端双方的 My Documents

文件做同步  
c) 将计算机端的 My Documents 添加/更新 到移动存储

设备端  
 

要在计算机端和您移动存储设备端双方做同步，您必须从三种同步规则方式中择一进

行，并在“硬盘”(Hard Disk)或“USB 驱动器”(USB Device)图示中选好一部磁盘驱动器，

接着一一勾选您想要同步的文件夾之后，再点选 “同步”(Synchronize)钮即可。 

同步过程开始之后，画面会出现进度表。进度表中的“查看详细信息”(View Details)会

显示同步处理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讯息。当同步动作完成后，就可按下“完成”(Finished)

钮来结束同步处理动作。 

5.10. 查看和编辑便携式储存器上的 我的文档 

要查看、编辑或删除存放在 USB 驱动器上的文件和文件夾，您只需简单地点选 “我的

文档”标签页里的“USB 驱动器” (USB Device)图示。当在任一个文件夾上按鼠标右钮

时，您就可以选择是要开启或是删除。不过您的数据若有经过压缩，您就无法使用右

钮功能来做开启或删除了。 

5.11. 在装置上做数据压缩 

 
 

UFDtoGO 提供文件压缩的能力，让您在做数据同步时，能让您装置的空间使用上更有

效率。只需在“我的文档”或“文件同步”工作页面下的“数据压缩”(回形针图示)框框勾一下

就可以了。当您按下“同步”(Synchronize)钮之后，您选定要同步的文件就会压缩并存

到 USB 快闪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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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文件夾 以及 桌面同步 

 
 

UFDtoGO 让您创建同步设置档，这样便可轻松在两部或更多计算机之间做文件同步的

动作。请到  “文件同步 ”(File synchronization)工作页并点选  “文件夹同步 ”(Folder 

Synchronization)标签，只要按 “+” 钮就可以将文件夾加入同步清单里。若要更改同步

选项请按“i”钮，若想要删除该设置请按“x”钮。 

要开始进行文件夾与装置同步，请按 “同步”(Synchronize)钮即可。 

您首次连接到另一部计算机且尝试同步您的文件时，程序会要求您在该计算机至少选

择一个文件夾以供同步。您可以选择想要同步的设置档并按下“i”钮。下次您想同步您

的数据时，只要选该设置档然后按下“同步”(Synchronize)钮就行了。 

 

要同步您的桌面项目，请依照以上说明如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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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一般性设置 

在设置选单中，您将可以做一些一般性的设置: 

5.13.1. 自动运行 

激活此选项后，当您插上有存放 UFDtoGO 程序的移动存储设备至计算机时，

UFDtoGO 就会自动运行。若您有设置密码保护，此时密码登录窗口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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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同步全部 功能 

您可以使用“Sync All”(同步全部)钮来让 UFDtoGO 的使用上更加方便。使用本功能，

您可以一次把 Internet 收藏夹/书签、Outlook 数据、您的文件和文件夾，包含“我的文

档”全部同步完成。您要做的只是进入“设置”(Settings)/「同步全部」设置(Sync All 

Settings)工作页，勾选想要同步的项目。 

接下来，您有两种选项: 

1. 现在同步：按窗口右下方的 “Sync All”钮来进行同步，或 

2. 定时同步：您可以勾选 “分钟自动「同步全部」”(Automatically Sync All every)

标签，选择要同步的时间周期，来定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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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添加文件与文件夾 至您的移动存储设备 

要增加 更多的文件与文件夾 至您的移动存储设备，您必须先在 UFDtoGO 登录窗口上

登录密码(若您已设置密码保护)，然后才可以将这些文件复制过去，例如 E:[USB 驱动

器]\Personal Data\My Folders。请将这些文件复制到 “My Folders”目录底下即可。  

注意! 请务必只将文件存放在“My Folders”目录下，否则安全设置一旦更改的话，数据

将有可能永远消失。 

5.15. USB 驱动器 Lost &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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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Lost & Found™ Classic 

 

为防止您移动存储设备不慎遗失，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Lost & Found 功能，让拾获者得

知该装置的丢失者是谁。就算您全部的数据已做密码保护了，拾获者仍可联系到您，

不怕您移动存储设备上的私密数据被存取到。 

要使用 Lost & Found，只要在该窗口下，轻松地填写您的连络数据，然后按“应用”就

可以了。然后会出现一个讯息提醒您输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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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使用系统托盘的选单 

您可以从系统托盘上面的 UFDtoGO 图示，

使 用 到 所 有 的 UFDtoGO 功 能 。  

“快速启动”(Quick Start)可以直查看您 “我的文

档”内容，或开启 IE 窗口来浏览收藏夹/书签

里的网站。 

 

 

 

 

5.17. 安全移除硬件装置 

在把您计算机 USB 端口上的移动存储设备(USB 驱动器)拔出之前，您最好使用系统托

盘上的“安全性地移除硬件”功能，否则您 USB 驱动器的数据将有毁损的风险(尤其使用

Windows 2000 时)。  

要安全移除硬件，双击系统托盘上面的图标，然后选择您想要移除的 USB 驱动器，然

后按“Stop”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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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出现一个讯息，表示您现在可以放心地移除移动存储设备。若画面出现 “ ‘…’装置

无法立即停止。”，您必须关闭您的 Windows 文件总管或任何其它还在存取 USB 驱动

器的应用程序。 

5.18. 同时使用多个装置的进驻 

若您的计算机插了一个以上的移动存储设备，您必须从 UFDtoGO 所列出装置中，挑

一个您想要让本程序进驻的装置。 

6. 更新机制 

您可以通过“关于 UFDtoGO”窗口下的 “更新”钮来检查 UFDtoGO 是否有新版。若有新

版的话，系统会问您是否要下载。软件将会直接下载到您的移动存储设备。若下载的

新版无法存到您正在使用的移动存储设备上，则会改存放到桌面。然后您可以再通过

复制或复写的方式，将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旧版覆盖掉。 

7. 支持 

如需更多的求助，诸如 FAQ 或者需要 Email 支持，请通过“关于 UFDtoGO”窗口上面

的 “在线说明”钮，来进入我们的帮助网站。 

您也可以直接造访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http://www.cososys.com/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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