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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介紹 

 

UFDtoGO 可提升您可攜式儲存裝置的功能，讓個人資料隨時攜帶垂手可得，成為您行

動個人資料管理的好幫手。 

可攜式儲存裝置只要搭配 UFDtoGO ，您就可以: 

 讓您的 Internet Explorer 我的最愛/Firefox 書籤 保持同步, 

 讓您的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信件隨身看, 

 讓您的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信件/連絡人/待辦事項等資訊同步, 

 讓您的 個人資料夾, 桌面 和 我的文件 等檔案做同步, 

 壓縮您存放的資料 以節省記憶體空間, 

 密碼保護 / (加密) 您存放於可攜式儲存裝置上的所有資料,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和 Firefox 來瀏覽網路時不留下 任何可被追蹤的資料,  

 以及萬一您遺失了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時，拾獲者可根據您先前輸入於 USB 磁碟

機 Lost & Found™ 裡的個人資料來連絡您 (當然您私密資料不至於被偷窺). 

 

 

 

注意! 

在使用 UFDtoGO 時, 請勿在未將 UFDtoGO 程式關閉之前，就將硬體裝置拔除。有關

如何正確離開程式，以及使用 Windows 的 “安全地移除硬體”功能，請參考後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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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o 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 

o Windows XP (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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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件隨身收功能, 遠端的 PC 也

必須同時有安裝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這套軟體才行. 

萬一您把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移除掉, 您還是可以使用其他

UFDtoGO 的功能. 只是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的功能將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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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完整使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信件/連絡人等個人資料的同步功能，遠

端的 PC 也必須同時有安裝 Microsoft Outlook 才行. 

萬一您把 Microsoft Outlook 移除掉, 您還是可以使用其他 UFDtoGO 的功能. 只

是 Microsoft Outlook 的功能將無法使用 

 空餘的 USB 連接埠 

 A-DATA USB 隨身碟 

 

3. 安裝 

UFDtoGO 通常是 預載 至 您的 可攜式儲存裝置 (例如 USB 隨身碟) ，或至 A-DATA 

網站下載而得。 

本程式不須執行 PC安裝程式。只需輕鬆地在 UFDtoGO.exe 檔案上雙擊，您就可以立

即開始使用這套軟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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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您買的 USB 磁碟機並未附贈含有 UFDtoGO 程式的光碟片，我們建議您將

UFDtoGO.exe 程式複製到另一個儲存裝置來做備份。 

要正確使用 UFDtoGO，您應該從 USB 磁碟機的 UFDtoGO.exe 檔案來開啟執行。 

4. 開始使用 

4.1. 啟動 UFDtoGO 

要開始使用 UFDtoGO, 將您的 USB 磁碟機 或 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插到電腦上，並開

啟 我的電腦 (或 Windows 檔案總管)。 

依照您電腦所配置到的 USB 磁碟機 或 可移除式儲存裝置 的磁碟機代號 (例如 D: 或 

F:)，然後雙擊 UFDtoGO.exe 檔案來啟動該程式。 

 

UFDtoGO.exe 檔案會一直保留在您的 USB 磁碟機，這是為了讓您可以在不同電腦之

間都可以使用到該程式。因此要執行該程式，請務必透過 USB 磁碟機來執行，而不要

透過該電腦或硬碟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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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般導覽 

 

主程式的歡迎視窗中，左側會列出所有主功能列表 (請見左圖)。只

需將滑鼠點擊其中一項，例如 Internet Options (Internet 選項)，就

會出現該相關的功能。您也可以透過畫面右下角的系統工具列來使

用許多功能。系統工具列的功能說明如下. 

 

 

4.3. USB 磁碟機 / 可攜式儲存裝置容量 

在主畫面的下方，您會看到一個長條棒，表示您現在 USB 磁碟機的容量剩餘狀況(左

側深色部分代表用掉的部份)，當您設定加入新的選項時(例如把“我的文件”資料夾加入

同步設定)，此時長條棒左側深色就會增加，以表示您 USB 裝置用掉了多少空間，和

剩下多少空間。 

 

5. 將 UFDtoGO 用在工作上 

5.1. 安全性設定 

我們建議您首次使用 UFDtoGO 時，到安全性設定選項中，為您的 USB 磁碟機設定密

碼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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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設定密碼, 請在“變更安全性設定”(Change Security Settings)選項框裡，點選“密碼保

護我的資料”(Password protect my data)，然後在下面輸入新密碼(New password)、確

認新密碼(Confirm new password)，以及新密碼提示(New password reminder)。最後

再點“套用”(Apply)就行了。 

變更您既有的密碼 也是在這個視窗裡面來進行，只要選擇 “變更密碼”(Change 

password)就可以了。若要變更密碼，您必須先輸入舊密碼(Old password)，然後再接

著輸入新密碼、確認新密碼，以及新密碼提示，最後再點“套用”就行了。 

若 密碼保護 您不再需要，或者您本身就幫自己的文件做好加密了。您可以選擇“不要

求密碼保護”(No password protection required)，然後輸入舊密碼，最後再點“套用”就

行了。 

 

若您選擇為您的裝置做密碼保護，UFDtoGO 將會把您可攜式裝置上面的“Personal 

Data”資料夾做加密的動作。而沒在 UFDtoGO 設定要同步的其他資料夾部份，這些資

料都不會被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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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UFDtoGO 只會把“有設定同步”的資料夾或檔案做加密。 

您可以在“檔案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視窗裡面，處理這些加密後的檔案。只要您

設定了密碼保護，“管理已加密的資料”(Managed Encrypted Data)標籤就會出現，您可

以解密&開啟(Decrypt & Open)裡面的任何檔案，並在必要時重新加密(Encrypt)。 

 

變更安全性設定，可能要花幾分鐘(來把檔案重新加密或解密)，這得看您存放在 USB

磁碟機的檔案多寡而定。您可以看到畫面上的進度表來表示目前的處理狀況。 

5.2. Internet 我的最愛同步 

可將您 Internet Explorer (IE) 我的最愛 或 Firefox (FX)書籤 做同步。由於這裡有 5 種

不同的同步選項做選擇，所以在開始使用此功能前，您應該讓自己熟悉這些選項。當

您將 IE 我的最愛或 FX 書籤同步之後，您就可以在啟用 “無追蹤 Internet”選項 之後，

並進入 IE 或 FX 時，看到這些 我的最愛 或 書籤 了。若您的 我的最愛 或 書籤 數量很

多的話，啟動時間就會比較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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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選項說明如下: 

a) 在本電腦 新建或更新 我的最愛 
 

b) 將本電腦所有的 我的最愛 刪掉，由裝置上的取代 
 

+  
c) 新建或更新 所有我的最愛 (同步化) 

 
d) 新建或更新 裝置上的 我的最愛(預設選項) 

 
e) 將裝置上所有的 我的最愛 刪除，由本電腦的取代 

 
+  

以上 a, c 和 d 選項都只要選好對應之箭頭按鈕就行了。而 b 和 e 選項就要同時在 

“Delete existing…”選框中打勾。 

在您選擇想要的同步選項之後，就可以點選 “同步”(Synchronize)鈕來進行同步程序

了。 

同步進行當中，畫面會出現進度表，此時您的 我的最愛 或 書籤 就會進行搬移的動

作。 進度表中的“檢視詳細資訊”(View Details)僅會顯示同步處理過程中的錯誤訊息。

當同步動作完成後，就可按下“完成”(Finished)鈕來結束同步處理動作。 

如果您的 我的最愛 或 書籤 數量很多時，同步處理動作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來進

行。 

若想刪除您電腦或可攜式儲存裝置上的 Internet 我的最愛/書籤，只要到 “無追蹤

Internet 瀏覽” (No Trace Browsing)裡面去刪除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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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afeLogin (網站自動登入) 

本功能可以讓您儲存登入帳號與密碼到您的可攜式裝置上，這樣的話您就能更快、更

方便地登入常逛網站。 

5.3.1. 啟用 SafeLogin 的 Internet Explorer 外掛程式 

要使用此功能，請先依照下列步驟來啟用此選項 

1. 在主畫面選擇“Internet 選項”(Internet Options) 

2. 選擇 “SafeLogin”標籤 

3. 勾選“啟動 SafeLogin” 

4. 點擊 “啟動 Internet Explorer”(Launch Internet Explorer) 

5. 在 Internet Explorer 裡面啟用 SafeLogin 工具列外掛程式。啟用方法是將滑鼠

移到 IE 上方的狀態列上，然後按滑鼠右鈕來檢視工具列選單，找到 SafeLogin

選項並勾選即可(請看下圖)。  

 

5.3.2. 儲存登入資料 (使用者名稱，密碼，PIN 等等) 

1. 先前往您想要登入的網站 (以 www.gmail.com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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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您的登入帳號與密碼，然後在 IE 上面的外掛程式工具列上，點擊 “儲存密

碼”(Save Password)。  

 

3. 此時您的登入資料就被儲存在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上了。 

 

 

5.3.3. 同一網站，儲存多重帳號 

如果您在某一網站有多組使用者登入帳號，還可以儲存多組使用者名稱和登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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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記錄第一筆登入資料時，您可以繼續記錄多筆登入資訊，只要在同個網站輸入其

他的使用者帳號與密碼，點選 SafeLogin 外掛工具列上的 儲存密碼 時，畫面就會跳出

一個視窗(如圖)，此時只要點選“加入成新項”(Add as new)就可以了。 

 

5.3.4. 使用已儲存的登入資料 

當您回到先前有儲存過登入資料的網站時，UFDtoGO 就會自動幫您輸入完成您的登入

資料。此時您只要輕鬆點選網頁上的登入/簽入鈕，就可以進入該網站了。 

若在該網站您先前儲存超過一組以上的登入資料，畫面就會跳出一個有顯示使用者名

稱和登入資料的視窗(如圖)供您選擇，此時只要選擇您想要登入的使用者名稱，然後點

選 “登入”(Login)鈕就可以了。 

 

在 UFDtoGO 中，您也可以找到所有曾經儲存登入資料的網站清單。要更快速進入這

些網站，只要在 UFDtoGO 所列出的網站列表上雙擊該 URL 網址，就能直接進入該網

站且登入資料順便幫您輸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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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變更 / 修改 / 移除您儲存的登入資料 

若您在某一網站的使用者名稱或密碼變更了，您只要到該網站的登入頁面，改成新的

登入資料，然後同樣按 儲存密碼 ，然後選擇 “覆寫選定的項目”(Overwrite selected)把

先前儲存在您可攜式儲存裝置上的舊帳號給更換掉。 

要刪除存在可攜式儲存裝置的登入資料，也只要輕易在 SafeLogin 所列出的儲存清單

中，點選您想要刪除的項目，然後點選“移除選定的項目”(Delete selected)。 

5.4. 無追蹤 Internet 瀏覽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IE) 和 Mozilla Firefox (FX)來進行無追蹤瀏覽”功能，可以讓您

在您接上可攜式儲存裝置的情況下，瀏覽網路時不留下任何痕跡。 

要開啟無追蹤瀏覽功能，只要簡單地在 UFDtoGO 裡面 無追蹤 Internet 瀏覽視窗中，

勾選 “啟動「無追蹤 Internet 瀏覽」”(Activate No Trace Internet Browsing)就行了。要

是您已經預先開啟了 IE 或 FX 視窗的話，程式會先詢問您是否關閉這些視窗，這樣才

能繼續。 

現在，一旦啟用「無追蹤 Internet 瀏覽」功能之後，無論您透過下面的“啟動「無追蹤

瀏覽」鈕或是其他方式來進入 IE 或 FX ，您接下來瀏覽過哪些網站，都不會在該電腦

留下任何可被追蹤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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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無追蹤瀏覽 啟用中，您會看到 IE 視窗標題顯示著“No Trace Browsing”字樣。所有

暫存檔、歷史記錄、和 Cookie 都會被轉存到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上，而不是存在該電

腦。 

若您已同步過 IE 的 我的最愛 或 FX 的書籤，此時您就可以透過 IE 的 我的最愛 按鈕，

或透過 FX 的書籤按鈕 來找到並存取他們。 

每當使用完時，我們建議您 勾選底下的刪除暫存檔案、Cookie 和歷史記錄等項目，來

節省您可攜式儲存裝置的寶貴可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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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刪除 Internet 瀏覽歷史記錄 

要從您的電腦或可攜式儲存裝置來刪除掉

Internet 瀏覽記錄，只要到 UFDtoGO 的無追

蹤瀏覽視窗中，勾選 “無追蹤瀏覽”模式。然

後勾選您想要刪除的物件，像是我的最愛

(Favorites)、暫存檔案(Temporary Files)、歷

史記錄(History)或 Cookies，選好後點“刪除

追蹤”(Delete trace)鈕就可以了。接著程式會

問您是否確定要永遠刪除選好的物件。確認

好，畫面會出現進度表以表示刪除中。如果您刪除的檔案量很大 (尤其是您的 USB 磁

碟 機 ) ， 就 可 能 要 花 幾 分 鐘 的 時 間 來 完 成 。 

 

 

5.6. 可攜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資料 

UFDtoGO 可以讓您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的資料隨身帶著走，只要主畫面

中選擇“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選項就行了。  

按照以下幾個步驟，就可以讓您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資料隨身攜帶: 

1. 要 新建備份至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請選擇您想要用哪一個身分來為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打包，選好一個身分之後，連其通訊錄/連絡人等資訊也

一併打包起來。UFDtoGO 預設是選主要身分，選好後按下“建立備份”(Create 

Backup)鈕就可以打包好。現在，您選定身分之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等資料的備份包(包括郵件、連絡人、郵件規則信件等)就會存到您的可攜式儲存

裝置。然基於安全因素，您的電子郵件 帳號密碼 並不會被存到可攜式裝置上

(Windows 系統本身就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請您務必記住您的郵件帳號與密

碼，這樣您才能在室外或旅途中透過 UFDtoGO 來檢查您的電子郵件。 

2. 要 執行可攜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您只要選定想要檢視的備份

包之後，點選“Run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鈕就行了。若此時電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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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 Internet，您還可以輸入您郵件帳號與密碼後來檢查是否有新的電子郵件。

就算電腦沒連上 Internet，您還是能檢視備份包裡面的電子郵件訊息和連絡人。 

3. 要 管理您可攜式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資料，請選擇“管理裝置上

的備份”(Manage Backups on Device)選項。若您想要移除備份包，只要選定其

中一個身分，然後按“移除”(Remove)來將之移除。要是您在路上收到新的電子

郵件，想把新的 Outlook Express/Windows Mail 備份包還原到您電腦上，也

只要透過還原功能來達成。先選好要還原的備份包，然後點選  “ 還

原…”(Restore…)就搞定了。後續您可以選擇是否要建立新的備份包來取代既有

的備份包。 

5.7. 可攜式 Outlook 資料 

想讓您的 Microsoft Outlook 資料隨身帶著走，只要 UFDtoGO 主畫面中的“Microsoft 

Outlook”選項就行了。在兩種情況下您可能用到 UFDtoGO 的這項功能: (1)將您

Outlook 的資料備份打包好，並存到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上，以便在別台電腦上存取使

用。 (2)使用 UFDtoGO 來為您不同電腦之間的 Outlook 資料做同步 (例如工作電腦和

家裡電腦)。 

按照以下幾個步驟，就可以讓您 Microsoft Outlook 資料隨身攜帶: 

要 新建可攜式裝置上的備份，請點選"新增設定檔對..."(Add profile pair...)，然後從電

腦端(左方)選擇想要 可攜化 的 Microsoft Outlook 設定檔(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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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攜式儲存裝置端(右方)選擇備份目標位置。當第一次使用本功能時，目標位置大多

都是“新建備份”(New backup)選項。若您先前曾在您的可攜裝置上做過一次備份包，

此時就可以在這個下拉式選單選擇其他的備份目標位置。這樣做的話，到時候您就可

以選擇不同的設定檔，來與不同電腦做同步。 

 

 

在標準模式下第一次使用此功能，且電腦上的 Outlook 只有一組設定檔(profile)時，

UFDtoGO 就會選擇預設的設定檔(profile)。選定好之後，您得在您想要同步的資料夾

上打勾(例如連絡人、草稿等等)，而在"同步規則"(Sync Rule)還可以指定每個資料夾的

個別同步方式。  

a) 從電腦端和可攜式儲存裝置端雙方，新增/更新所有項

目(同步化) 

  

 

b) 將可攜式儲存裝置端的所有項目新增/更新到電腦端(匯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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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電腦端所有項目新增/更新到可攜式儲存裝置端(匯出)  

 

d) 會先刪除電腦端的對應項目，然後將可攜式儲存裝置端

的所有項目覆蓋到電腦端(匯入重新整理)  

 

 

e) 會先刪除可攜式儲存裝置端的對應項目，然後將電腦端

的所有項目覆蓋到可攜式儲存裝置端(匯出重新整理) 

 

 

 

若要篩檢想要同步的郵件訊息，只要按"定義篩檢器"(Define Filters)鈕，然後在新視窗

選要想要過濾的郵件容量或時間等篩檢項目就可以了。此選項可以很顯著地減少您同

步/備份 Outlook 的資料總容量。 

 

 
 

選定好同步設定之後，在"建立&同步"(Create & Sync)標籤下，按"同步已選定

"(Synchronize selected)鈕，此時同步動作就開始進行。 

重要! 然基於安全因素，您的電子郵件 帳號密碼 並不會被存到可攜式裝置上(Windows

系統本身就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請您務必記住您的郵件帳號與密碼，這樣您才能在室

外或旅途中 (使用其他電腦) 透過 UFDtoGO 來檢查您的電子郵件。 

要 執行可攜式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您必須從"可攜式 Outlook"(Portable 

Outlook)標籤內所列清單中選擇想要開啟的備份包，此項功能需要您所使用的別台電腦

上，也必須預先安裝好 Outlook 才行。當選好要開啟的備份包之後，只要點 “執行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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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備份”(Run selected backup)，Outlook 便會啟動並從您儲存裝置上檢視資料了。  

若此時電腦有連上 Internet，您還可以輸入您郵件帳號與密碼後來檢查是否有新的電子

郵件。就算電腦沒連上 Internet，您還是能檢視備份包裡面的資料。 

 

 

要刪除裝置上的備份包，只要選定該項目後，按"移除備份"(Remove Backup)即可。 

5.8. 電腦防護鎖 

5.8.1. 為您的電腦上鎖 

從 防護時間 的下拉選單中，選好您想要上鎖的時間程度。這裡的時間指的是，當您拔

除“USB 裝置”後多久才會自動解鎖，當然您也可以裝回可攜裝置，電腦就會解鎖(此功

能的主要目的是，能夠讓您的電腦暫時上鎖，以免遭受其他人的非授權使用。)當您決

定好時間，並按下“開始 PC-Lock” (Start PC-Lock)鈕之後，電腦隨即上鎖狀態，此時

拔出“可攜裝置”後，螢幕就會秀出“PC-Lock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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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鎖定狀態時，螢幕會一直播放幻燈片秀。您甚至可以自定想要秀出的照片，只要

點選“新增圖檔”鈕，就可以新增您最喜愛的照片(.jpg 或.bmp 格式的圖檔)，加入播放列

表當中。一旦圖片新增至列表中，您可以從上方的視窗來預覽圖片。電腦鎖定狀態

時，這裡全部的圖片都會被輪流播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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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為您的電腦解鎖 

要解除已上鎖的電腦，您必須插回“USB 裝置”才能解鎖，此時幻燈片秀隨即停止，並

返回您的電腦先前未鎖定的狀態。或者您必須等到 “防護時間”過了之後，電腦才會自

動解鎖。 

5.9. 我的文件 同步 

要將您的“我的文件”做同步，只要選主畫面左邊的“檔案同步”(File Synchronization)功

能選項即可。在“我的文件”標籤裡，您將看到“My Documents”目錄底下包含子目錄下

的所有檔案(“硬碟”圖示)。您想要同步到 USB 磁碟機的資料夾都可以勾選的方式輕鬆

完成。然後在畫面下的三種同步方向鈕上，選一種同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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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可攜式儲存裝置端的 My Documents 新增/更新 到
電腦端  

b) 將電腦端和可攜式儲存裝置端雙方的 My Documents
檔案做同步  

c) 將電腦端的 My Documents 新增/更新 到可攜式儲存

裝置端  
 

要在電腦端和您可攜式儲存裝置端雙方做同步，您必須從三種同步規則方式中擇一進

行，並在“硬碟”(Hard Disk)或“USB 磁碟機”(USB Device)圖示中選好一部磁碟機，接著

一一勾選您想要同步的資料夾之後，再點選 “同步”(Synchronize)鈕即可。 

同步過程開始之後，畫面會出現進度表。進度表中的“檢視詳細資訊”(View Details)會

顯示同步處理中可能出現的錯誤訊息。當同步動作完成後，就可按下“完成”(Finished)

鈕來結束同步處理動作。 

5.10. 檢視和編輯可攜式儲存器上的 我的文件 

要檢視、編輯或刪除存放在 USB 磁碟機上的檔案和資料夾，您只需簡單地點選 “我的

文件”標籤頁裡的“USB 磁碟機” (USB Device)圖示。當在任一個資料夾上按滑鼠右鈕

時，您就可以選擇是要開啟或是刪除。不過您的資料若有經過壓縮，您就無法使用右

鈕功能來做開啟或刪除了。 

5.11. 在裝置上做資料壓縮 

 
 

UFDtoGO 提供文件壓縮的能力，讓您在做資料同步時，能讓您裝置的空間使用上更有

效率。只需在“我的文件”或“文件同步”工作頁面下的“資料壓縮”(「USB 公事包」圖示)

框框勾一下就可以了。當您按下“同步”(Synchronize)鈕之後，您選定要同步的文件就

會壓縮並存到 USB 隨身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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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資料夾 以及 桌面同步 

 
 

UFDtoGO 讓您建立同步設定檔，這樣便可輕鬆在兩部或更多電腦之間做文件同步的動

作。請到  “檔案同步 ”(File synchronization)工作頁並點選  “資料夾同步 ”(Folder 

Synchronization)標籤，只要按 “+” 鈕就可以將資料夾加入同步清單裡。若要更改同步

選項請按“i”鈕，若想要刪除該設定請按“x”鈕。 

要開始進行資料夾與裝置同步，請按 “同步”(Synchronize)鈕即可。 

您首次連接到另一部電腦且嘗試同步您的文件時，程式會要求您在該電腦至少選擇一

個資料夾以供同步。您可以選擇想要同步的設定檔並按下“i”鈕。下次您想同步您的資

料時，只要選該設定檔然後按下“同步”(Synchronize)鈕就行了。 

 

要同步您的桌面項目，請依照以上說明如法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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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一般性設定 

在設定選單中，您將可以做一些一般性的設定: 

5.13.1. 自動執行 

啟用此選項後，當您插上有存放 UFDtoGO 程式的可攜式儲存裝置至電腦時，

UFDtoGO 就會自動執行。若您有設定密碼保護，此時密碼登入視窗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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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同步全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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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一次把 Internet 我的最愛/書籤、Outlook 資料、您的檔案和資料夾，包含“我的

文件”全部同步完成。您要做的只是進入“設定”(Settings)/「同步全部」設定(Sync All 

Settings)工作頁，勾選想要同步的項目。 

接下來，您有兩種選項: 

1. 現在同步：按視窗右下方的 “Sync All”鈕來進行同步，或 

2. 定時同步：您可以勾選 “分鐘自動「同步全部」”(Automatically Sync All every)

標籤，選擇要同步的時間週期，來定時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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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新增檔案與資料夾 至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 

要增加 更多的檔案與資料夾 至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您必須先在 UFDtoGO 登入視窗

上登入密碼(若您已設定密碼保護)，然後才可以將這些檔案複製過去，例如 E:[USB 磁

碟機]\Personal Data\My Folders。請將這些檔案複製到 “My Folders”目錄底下即可。  

注意! 請務必只將檔案存放在“My Folders”目錄下，否則安全性設定一旦更改的話，資

料將有可能永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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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USB 磁碟機 Lost & Found™ 

5.15.1. Lost & Found™ Classic 

 

為防止您可攜式儲存裝置不慎遺失，您可以使用我們的 Lost & Found 功能，讓拾獲者

得知該裝置的擁有者是誰。就算您全部的資料已做密碼保護了，拾獲者仍可聯繫到

您，不怕您可攜式儲存裝置上的私密資料被存取到。 

要使用 Lost & Found，只要在該視窗下，輕鬆地填寫您的連絡資料，然後按“套用”就

可以了。然後會出現一個訊息提醒您輸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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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使用系統工具列的選單 

您可以從系統工具列上面的 UFDtoGO 圖

示，使用到所有的 UFDtoGO 功能。  

“快速啟動”(Quick Start)可以直檢視您 “我的文

件”內容，或開啟 IE 視窗來瀏覽我的最愛/書

籤裡的網站。 

 

 

 

5.17. 安全地移除硬體裝置 

在把您電腦 USB 埠上的可攜式儲存裝置(USB 磁碟機)拔出之前，您最好使用系統工具

列上的“安全性地移除硬體”功能，否則您 USB 磁碟機的資料將有毀損的風險(尤其使用

Windows 2000 時)。  

要安全地移除硬體，雙擊系統工具列上面的圖示，然後選擇您想要移除的 USB 磁碟

機，然後按“Stop”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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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出現一個訊息，表示您現在可以放心地移除可攜式儲存裝置。若畫面出現 “ ‘…’裝

置無法立即停止。”，您必須關閉您的 Windows 檔案總管或任何其他還在存取 USB 磁

碟機的應用程式。 

5.18. 同時使用多個裝置的進駐 

若您的電腦插了一個以上的可攜式儲存裝置，您必須從 UFDtoGO 所列出裝置中，挑

一個您想要讓本程式進駐的裝置。 

6. 更新機制 

您可以透過“關於 UFDtoGO”視窗下的 “更新”鈕來檢查 UFDtoGO 是否有新版。若有新

版的話，系統會問您是否要下載。軟體將會直接下載到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若下載

的新版無法存到您正在使用的可攜式儲存裝置上，則會改存放到桌面。然後您可以再

透過複製或複寫的方式，將可攜式儲存裝置上的舊版覆蓋掉。 

7. 支援 

如需更多的求助，諸如 FAQ 或者需要 Email 支援，請透過“關於 UFDtoGO”視窗上面

的 “線上說明”鈕，來進入我們的支援網站。 

您也可以直接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是 http://www.cososys.com/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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