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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說明： 

本文件目的在於說明利用瀏覽器(Apple Safari、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登入 mybox 網站，利用瀏覽器介面進行檔案上傳、

下載、分享…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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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b 介面功能使用說明： 

請 在 瀏 覽 器 的 網 址 列 輸 入 mybox 服 務 首 頁 網 址 ： 

http://mybox.ncku.edu.tw。 

 
圖 1：mybox 服務首頁 

請分別在圖 1 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欄位中，輸入您的帳號和密碼。

mybox 服務使用的帳號、密碼已經和成功入口同步，使用者若欲變更密碼，

請利用成功入口（http://i.ncku.edu.tw）進行。此處亦將 mybox 登入的帳號、

密碼格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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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格式： 

●學生帳號(Username)皆為完整學號（含英文字母，共 9 碼）。 

●教職員帳號皆為數字的教職員證號碼。 

例如：教職員證號碼為 9012345，則帳號即為 9012345。 

※密碼格式： 

●舊生（已有選課系統帳號密碼者）：原【選課系統】之密碼無法使

用的同學，請使用【新生】規則登入 。 

●新生（98 學年度入學者）：部分新生要等完成報到手續，學籍資料

建檔後，才能登入。 

●本地生：【身份證號】後 4 碼+【生日】後 4 碼。 

      如：【身分證號】：A123456789，【生日】：78 年 6 月 12 日， 

      則密碼為：67890612。 

●外籍生與僑生：【學號】後 4 碼+【生日】後 4 碼。 

如：【學號】：A12345678，【生日】：78 年 6 月 12 日，則密碼為：

56780612。 

●教職員密碼部分若尚未使用過成功入口網站，則預設密碼為：【身

份證號】後 4 碼加上【生日】後 4 碼。如：【身分證號】：B123456789，

【生日】：68 年 2 月 16 日，則密碼為：678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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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mybox 登入首頁 

完成登入後，就會進入如圖 2 的畫面，此畫面大致可區分為 7 個區域，

分別為搜尋欄、主選單、帳號資訊、功能列、檔案瀏覽以及登出。各區域內

容詳述如下。 

 

2.1. 空間 

此部分又可區分為 5 個次選單，分別說明如下： 

2.1.1. MySyncFolder 

 MySyncFolder 

此為 mybox 服務提供的儲存同步空間，所有存放在此空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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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檔案或資料夾，都可以同步到安裝 mybox 服務的電腦、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 

 資源回收桶 

在 mybox 空間中刪除的檔案，都可以在資源回收桶中找到。 

2.1.2. 星號標記 

 『星號標記』會顯示使用者曾經標記星號的檔案或資料夾，使用

者可在此快速找到曾經標記星號的檔案或資料夾。 

此功能操作必須先利用檔案瀏覽窗格中，將重要的檔案標記

星號才有作用。其操作方式只要點選重要檔案前方的『星號』圖

示即可，如圖 3 所示。完成後就可以點選『標籤/星號標記』，直

接列出已標記星號的檔案清單，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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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星號標記設定 

 

 
圖 4：星號標記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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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最近的更新 

此區域顯示使用者最近上傳的檔案，點選後會呈現如圖 5 所示最近

幾天有變動過的檔案清單。 

 
圖 5：主選單-最近的更新 

 

2.1.4. 資源回收筒 

凡在 mybox 中刪除的檔案，都會先被搬移到『資源回收筒』，若使

用者未手動進行清空資源回收筒的動作，則系統會在 30 天後才將

該檔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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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資源回收筒 

 

2.1.5. 分享 

此區域列出所有分享與共用的空間，各功能說明如下： 

 共用資料夾 

共用資料夾提供使用者和合作的成員，共同在同一個資料夾

中上傳、下載檔案。此功能詳細操作會在『三、進階功能』加以

說明。 

 我收藏的分享 

顯示使用者收藏的分享連結，所有收藏分享連結中的檔案和

資料夾都會出現在此；但使用者無法對在此分享連結內的檔案或

資料夾進行刪除、更名的動作。此功能詳細操作會在『三、進階

功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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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帳號資訊 

此處顯示使用者可用的總空間大小以及已經使用的空間。 

 帳號資訊：顯示使用者可用的總空間、已使用空間以及每日分享下

載量。點選此按鈕所出現的訊息如圖 7 所示。 

 
圖 7：帳號資訊 

 IP：顯示使用者最近登入的 IP 與時間資訊，其畫面資訊如圖 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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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登入記錄 

2.3. 功能列 

功能列包含了上傳、新增資料夾、搬移、打包下載、刪除以及重新

整理，如圖 9 所示： 

 
圖 9：功能列 

功能列中的各項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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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上傳 

當使用者在 MySyncFolder 內點選『上傳』按鈕，即可將電腦內

的檔案上傳到 mybox 空間。檔案上傳過程會顯示上傳進度，讓使用

者瞭解每個檔案的上傳狀態。此部分操作可參考以下圖說： 

 
圖 10：檔案上傳視窗 

點選『上傳』按鈕後，會出現如圖 10 的『檔案上傳』視窗，

此時使用者可以利用『選取上傳檔案』按鈕，來選擇要上傳的檔案，

或者直接將檔案拖曳到大紅色框的上傳框當中，其操作方式分別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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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選取上傳檔案 

圖 11 為點選『選取上傳檔案』的操作方式，點選之後，會出

現『上傳檔案』視窗，讓使用者瀏覽並選取電腦中的檔案，上圖中

一次選取兩個檔案進行上傳，選取後再點選『開啟』就會開始進行

上傳作業。上傳過程會在『檔案上傳』視窗中顯示每一個檔案上傳

的進度，供使用者參考，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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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上傳狀態 

 

 
圖 13：上傳完成通知視窗 

檔案完成上傳後，會出現『所有檔案已上傳完成』的訊息通知

視窗，如圖 13 所示，此時只要點選『確定』即可。 

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檔案拖曳的方式進行檔案上傳，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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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拖曳檔案上傳 

此方式為直接選取要上傳的檔案，將其拖曳到上傳框內(亦即紅

色框內)，就會開始進行上傳作業，上傳過程亦會顯示各檔案的上傳

進度狀態，完成後則會出現『所有檔案已上傳完成』的通知視窗。 

2.3.2. 新增資料夾 

點選『新增資料夾』可在 MySyncFolder 空間內建立一個新的

資料夾，讓使用者可將上傳的檔案分類儲存。 

 
圖 15：新增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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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若欲新增資料夾，只需點選功能列中的『新增資料夾』

按鈕，待出現如圖 15 視窗後，輸入資料夾名稱，再點選『新增資

料夾』按鈕即可。 

2.3.3. 搬移 

此功能提供使用者選取想要搬移的檔案或資料夾後，利用『搬

移』按鈕，將選取的檔案或資料夾，移動到其他資料夾內。操作方

式說明如下： 

 
圖 16：搬移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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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欲搬移的檔案，然後再點選『搬移』，如圖 16 所示。 

 
圖 17：選取搬移目的地的資料夾 

此時會出現如圖 17 的視窗，請先點選 MySyncFolder，再選擇

目的資料夾，此圖為將檔案搬移到 Tools 資料夾內，最後再點選『確

定』。 

 
圖 18：檔案搬移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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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述步驟後，就可以在 Tools 資料夾內看到上一步驟中搬

移的兩個檔案，如圖 18 所示。 

2.3.4. 打包下載 

當使用者需要一次下載多個檔案時，可以先選取要下載的檔案

或資料夾，最後再點選『打包下載』，即可將選取的多個檔案或資料

夾壓縮成一個 zip 檔案進行下載，此功能操作說明如下： 

 
圖 19：打包下載操作-選取多個檔案 

打包下載可讓使用者一次下載多個檔案或資料夾，使用前請先

選取多個要下載的檔案，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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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打包下載操作-輸入檔案名稱 

請在圖 20 的『輸入檔案名稱』欄中，輸入要儲存的壓縮檔名

稱，然後再按下『確定』，進行檔案存放位置的選擇，如圖 24 所示。 

 
圖 21：打包下載操作-選擇檔案儲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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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圖 21 的『存檔』後，會開始壓縮並下載剛剛所選取的多

個檔案，此時靜待檔案下載完成即可。 

2.3.5. 刪除 

當要刪除特定的檔案或資料夾時，只要選取該檔案或資料夾後，

再按下『刪除』按鈕，即可刪除選取的檔案或資料夾。操作方式說

明如下： 

 
圖 22：選取欲刪除檔案 

要刪除檔案時，請先選取該檔案（亦可一次選取多個檔案或資

料夾），選取後再點選『刪除』按鈕，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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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確認刪除 

點選『刪除』按鈕之後，會再出現一個『確認要刪除嗎？』如

圖 23 的視窗，若確認要刪除，則請按『確定』，就完成檔案刪除作

業。 

2.3.6. 重新整理 

點選『重新整理』按鈕，會重新整理檔案列表資訊。 

2.4. 檔案瀏覽 

所有放在 mybox 服務中的檔案，都會出現在檔案瀏覽區域中。若

要針對特定檔案進行重新命名、刪除或分享，都必需在此處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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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檔案重新命名、下載、刪除與分享 

使用者將滑鼠移到任一檔案或資料夾時，在畫面右邊會出現如圖 

24 的四個圖示，圖 25 為將這四個圖示單獨擷取出來的畫面。 

 
圖 25：檔案功能圖示 

當把滑鼠移到這三個圖示時，會出現各圖示的功能提示，如圖 26

所示。 

 
圖 26：檔案使用圖示說明 

這 4 種使用功能，除『刪除』是直接將檔案刪除之外，其餘 3 個功

能皆會有其他設定內容出現，故以下針對這 3 項功能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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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重新命名 

 
圖 27：檔案重新命名 1 

圖 27 要將命名錯誤的資料夾，從 20130314151522-363680902.amr

更改為 voice.amr。只要直接將滑鼠移到該資料夾右方的『重新命名』圖

示並點選，就會出現如圖 28 的畫面。 

 
圖 28：檔案重新命名 2 

此時只要將正確的資料夾名稱，輸入圖 28 左邊紅框中的欄位，再

按下『重新命名』按鈕，就完成此資料夾重新命名的作業。若是要將檔

案重新命名，參考此操作流程即可。 

 

2.4.2. 下載 

當點選『下載』圖示時，會蹦出一個下載視窗，詢問使用者要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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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存放到電腦中的哪個位置，如圖 29 所示。 

 
圖 29：點選『下載』 

 
 

 

2.4.3. 分享設定 

使用 mybox 服務存放許多檔案之後，若想和同學、師長分享同一

份資料，可以透過 mybox 的分享功能，將檔案分享給其他人，詳細操作

流程如下： 

 
圖 30：檔案分享設定 

滑鼠游標移到要進行分享檔案的最右邊，點選『分享設定』按鈕，

如圖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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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分享設定視窗 

接著點選『分享模式』下方的的紅色框之後按鈕後，會有兩個選項

可供選擇，分別為『關閉分享』和『公開分享』，如圖 32 所示。 

 
圖 32：分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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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點選『公開分享』之後，上方的連結列中會出現該檔案的分享連

結，同時右下角也會有一個齒輪狀圖示可供點選，可讓使用者對該分享

的檔案做『密碼保護』以及『分享期限』，如圖 33 所示。 

 
圖 33：分享模式-公開分享 

若打算直接和朋友分享該檔案，則直接點選圖 33 上方紅色框中的

連結，再按滑鼠右鍵點選『複製』，將該連結利用 E-mail 或其他方式提

供給朋友即可。使用者要做進一步分享設定時，則點選右下角的齒輪圖

示後，會出現如圖 34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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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進階分享設定 

此視窗中有『密碼』、『有效期限』以及『產生雲端分享碼』3 個選

項可供使用。 

但若要分享的檔案牽涉敏感或機密內容，則可以再利用『密碼』或

『有效期限』加以設定，讓朋友在一定期限之內，同時必須輸入密碼才

能夠瀏覽該檔案。『密碼』、『有效期限』和『產生雲端分享碼』的設定方

法請參考以下說明。 

 

2.4.3.1. 設定檔案分享密碼 

設定檔案分享密碼時，請點選圖 34 中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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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檔案分享密碼設定 

分享設定的『啟用密碼』如圖 35 所示，只需將要設定的密碼輸入畫

面中央的欄位（需輸入兩次），再按下『儲存』即可完成設定。 

 
圖 36：檔案分享設定-檔案已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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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在圖 36 可看到該『檔案已受保護』，當朋友利用分享連結要下

載此檔案時，就必須輸入密碼才能下載。 

2.4.3.2. 設定檔案分享有效期限 

預設的檔案分享期限為一週，若希望自訂檔案分享的有效期限，則

點選圖 34 中的『有效期限』，即可進行更細部的設定。 

 
圖 37：檔案分享設定-更新有效期限 

圖 37 為檔案分享設定的有效期限設定畫面，在此設定畫面中，可

以選擇自訂、永不到期、1 小時、1 天、1 星期和 1 個月等 6 種不同期

限。若點選『自訂』，則會出現如月曆框，讓使用者自行選擇檔案分享

的有效期限。此處我們選擇『1 個月』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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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檔案分享設定-自訂期限 

完成分享期限選擇後，再點選『儲存』按鈕，即可完成檔案分享的

有效期限設定。 

2.4.3.3. 產生雲端分享碼 

檔案分享除了利用圖 33 的分享連結之外，亦可利用雲端分享碼，

和朋友共同分享同一個檔案。同時此雲端分享碼，亦可利用於 7-11 ibon

生活便利站，透過輸入雲端分享碼在 7-11 ibon 生活便利站列印檔案 1。

要產生雲端分享碼，只需要在圖 34 中點選『產生雲端分享碼』即可。 

1 利用 7-11 ibon 生活便利站列印檔案請參考另一份說明文件” mybox 7-11 ibon 雲端列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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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檔案分享設定-雲端分享碼 

點選『產生雲端分享碼』之後，會出現如圖 39 的畫面，畫面中央

那串數字，就是雲端分享碼。使用者只要複製此串字碼，並將這串雲端

分享碼提供給朋友即可。 

 

2.5. 搜尋欄 

提供使用者利用關鍵字搜尋所有存放在 mybox 空間內的檔案，此

處可利用檔案名稱或副檔名進行搜尋。 

 

2.6. 通知中心 

通知中心為本次更版的新增功能之一，當有使用者有和其它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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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資料夾分享時，在通知中心中會對應的提示訊息供使用者參考及點

選。 

 
圖 40：通知中心 

2.7. 登出 

點選 mybox 服務頁面的右上角的『登出』按鈕，將會登出 mybox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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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階功能 

本章內容主要說明 mybox 服務的進階功能操作，共有以下幾項： 

1. 我收藏的分享 

2. 共用資料夾 

3. 檔案訊息 

4. 音樂播放器 

5. 影片播放 

以下就上述 4 項進階功能加以說明： 

3.1. 我收藏的分享 

此功能可將朋友分享出來的雲端分享碼，集中放在此處，讓使用者

清楚看到朋友所分享出來的檔案或資料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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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收藏的分享-新增 

 

當使用者取得朋友提供的雲端分享碼之後，可以點選『我收藏的分

享』，然後點選畫面右邊『新增』按鈕，如圖 41 所示，接著輸入朋友提

供的雲端分享碼。 

 
圖 42：收藏的分享-輸入雲端分享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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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為輸入雲端分享碼的畫面，輸入完畢再點選『確定』即可。 

 
圖 43：收藏的分享-朋友分享的檔案 

完成之後會回到『收藏的分享』畫面，此時就可以看到朋友分享的

檔案如圖 43，此時這個檔案只能夠進行重新命名或刪除，但這兩個動

作操作時，僅在目前的使用者端有影響，不會影響朋友分享出來的原始

檔案。 

3.2. 共用空間 

當使用者有參與小組，而小組成員需要互相交流檔案時，可以利用

mybox 的『共用資料夾』功能，讓小組成員都可以利用同一個空間進行

檔案的交換。此功能使用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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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建立共用資料夾 

首先由一位小組成員(本範例的使用者為 test01)新增共用資料夾，

可參考圖 44 操作，同時此共用出來的空間，僅會佔用使用者 test01 的

空間容量，不會影響到其他使用者。 

 
圖 45：建立共用資料夾-輸入資料夾名稱 

建立共用空間時會出現圖 45 的畫面，此處將要求先輸入資料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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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如所示，此時只要輸入資料夾名稱 CoWork，再按『下一步』即可。 

 
圖 46：共用資料夾-進入分享設定 

資料夾名稱輸入完畢後，將出現圖 46 畫面，詢問是否進入分享設

定，或回到空間列表；此處請先點選『進入分享設定』。 

 
圖 47：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總覽 

進入共用空間的分享設定後，可以看到圖 47，瞭解目前共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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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的總覽資料，而在『分享模式』選單中，共有 4 種模式可供選擇，

分別為『關閉分享』、『公開分享』、『合作編輯』和『出版模式』，如圖 

48 所示。其中『合作編輯』與『出版模式』的功用說明如下： 

 合作編輯：與合作成員可以對共用資料夾中的檔案進行編輯。 

 出版模式：除了『合作編輯』的權限外，合作成員可以將被分

享取得的檔案，再分享給第三者。 

此處的『分享模式』選擇用『出版模式』，可以再點選該圖右下角

紅色框的齒輪圖示，做進一步的設定，例如：空間配額、合作成員與有

效期限；如圖 49 所示。 

 
圖 48：共用資料夾-分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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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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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空間配額 

空間配額設定可以限制一定的大小，或者使用總空間大小，此處範

例設定 500MB，如圖 50 所示，設定完成後再按下『儲存』。 

 
圖 51：共用資料夾-空間配額設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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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回到分享設定總覽畫面，可以看到圖 51 的空間配額目前為

500MB，已使用 0%。接著繼續按下圖 51 的『合作成員』，進行合作成

員的新增。 

 
圖 52：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新增合作成員 1 

圖 52 為新增合作成員的畫面，在合作成員欄位中，輸入邀請使用

共用空間的使用者帳號（此處範例為 test02），輸入完成後再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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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新增合作成員 2 

新增合作成員 test02 後會出現如圖 53 畫面，此時可以選擇合作成

員對此共用資料夾的權限為『唯讀』或『編輯』，然後再點選『完成』即

可。此處若將合作成員設定為『編輯』時，合作成員 test02 可以將自己

的檔案上傳到此一共用資料夾。 

若設定為『唯讀』，則合作成員(test02)就無法將自己的檔案上傳到

此一共用資料夾中。 

另外，使用者也可以點選圖 53 中的綠色方框，決定合作成員是否

能再將此共用資料夾分享給第三者，如圖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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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合作成員 3 

當允許合作成員將此一共用資料夾分享給第三者時，同時也可以設

定第三者在此一共用資料夾中的權限，共有『唯讀』、『編輯』和『拒絕』

三種選項可選擇。唯讀和編輯的功用和前兩段所述相同，『拒絕』則代

表不允許合作成員將此共用資料夾中的檔案，再分享給第三者。 

例如：圖 54 中的『其它成員』選擇『拒絕』時，當 test02 要將此

一共用資料夾中的檔案分享給第三者時，就會出現無法分享的錯誤訊息，

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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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共用資料夾-分享設定-拒絕其它成員的錯誤訊息 

 

 
圖 56：共用資料夾-合作成員設定成果 

回到共用空間分享設定總覽畫面後，合作成員已顯示共有 2 人，如

圖 56 所示。接著點選圖中的『有效期限』，進行共用空間的有效期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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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處選擇 10 月 18 日為分享截止期限。 

 
圖 57：共用資料夾-有效期限設定 

 
圖 58：共用資料夾-有效期限設定成果 

有效期限設定完成後，可以在圖 58 看到已經顯示設定共用資料夾

的期限，接著按下右下角的『返回』，然後再點選畫面右上角的 X，離

開共用資料夾的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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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共用空間設定成果 

此時回到 mybox 服務的主畫面如圖 59，可以檢視剛才設定的共用

空間資料夾 CoWork，其資料夾圖示已經有所變化，該圖示代表此資料

夾為共用空間，右方的超連結圖示也已經不是淡色，代表此資料夾已經

有做分享設定。 

使用者 test02 利用自己的帳號登入 mybox 服務後，可以透過『通知

中心』的提示，得知 test01 分享出來的共用資料夾 CoWork，如圖 60 所

示。 

 
圖 60：合作成員 test02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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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檔案訊息 

此功能為本次後台更新後的新功能，可讓共用資料夾的合作成員，

針對共用的檔案交換訊息。此功能只需要點選任一檔案或資料夾名稱旁

邊的訊息圖示，亦即中紅色方框所框住的圖示，就會出現新的訊息視窗

讓使用者填寫。 

 
圖 61：檔案或資料夾新增訊息圖示 

點選上圖中的訊息圖示後，會出現如圖 62 的視窗，讓使用者填寫。 

 
圖 62：新增訊息視窗-由合作成員 test02 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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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例中，是由合作成員 test02 新增訊息，因此當共用資料夾的所

有人 test01 再次登入 mybox，就可以在該檔案的旁邊看到訊息圖示變成

黃色，代表合作成員有針對此檔案發出訊息，如圖 63 所示。 

 
圖 63：新訊息提示-共用資料夾建立者 test01 

除了在檔案列表中的訊息圖示會變色提示之外，畫面右上角的『通

知中心』也會有對應的提示訊息出現，點選『通知中心』看到的提示訊

息則如圖 64 所示，而點選該訊息就可以看到實際的內容，如圖 65 所

示。 

 
圖 64：通知中心的訊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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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訊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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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音樂播放器 

當使用者在 mybox 空間內放置音樂檔案(僅支援 mp3)時，可以利用

mybox 服務內建的音樂播放器進行串流播放。相關操作請參閱以下說明。 

 
圖 66：點選音樂檔案 

mybox 服務中播放 mp3 檔案的方是有兩種，一種是單首播放，另

一種則是利用內建的音樂播放器，可進行連續播放。圖 66 所標示出的

兩處紅框，左邊紅框為音樂檔案的圖示，點選此圖示可開啟 mybox 內

建的音樂播放器；右邊的紅框則是音樂檔案名稱，點選音樂檔案名稱僅

會進行單首播放。兩者播放方式的差異在於，當使用單首音樂播放時，

無法在瀏覽器介面中操作 mybox 的其他功能，使用音樂播放器時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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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操作檔案上下傳等功能。 

 

音樂播放功能會需要利用 Adobe Flash 功能，故請使用者需先確認

瀏覽器已經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若尚未安裝可以利用前往 Adobe 

Flash Player 官方網站（http://get.adobe.com/tw/flashplayer/）下載。 

 
圖 67：音樂單首播放 

當使用者點選圖 66 中的音樂檔案名稱時，會開啟如圖 67 的視窗

進行單首音樂播放，同時此視窗下方會顯示此首音樂的檔案名稱，同時

此畫面較舊版多了一個『下載』按鈕，可供使用者立即下載此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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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單首音樂播放-下一首 

若使用者希望聽其他歌曲，可以將滑鼠移到此視窗的右邊，如圖 68

所示，當出現往右的箭頭符號時，點選即可播放下一首。同理當使用者

將滑鼠移到此畫面的左邊時，會出現往左邊的箭頭，如圖 69 所示，此

時點選就會播放前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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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單首音樂播放-上一首 

 

若使用者希望連續播放，則只要點選音樂檔案前方的圖示即可，如

圖 70 所示。 

 
圖 70：利用音樂播放器播放音樂 

圖 70 中存放音樂檔案的資料夾中還有其他非 mp3 格式的檔案，當

開啟音樂播放器之後，可以清楚看到音樂播放器中僅有列出 mp3 檔案

進行播放，其它非支援格式格不會列在播放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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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音樂播放器 

圖 71 為音樂播放器的獨立截圖畫面，在音樂播放器上方，提供了

上一首、下一首、暫停與停止等功能，同時也有循序播放以及隨機播放

等功能可以使用，橘色的部分則是音樂播放進度，右上方淡藍色方框則

是最小化按鈕。 

 
圖 72：音樂播放器-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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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音樂播放器時，可以將音樂播放器最小化，如圖 72 所示。

將音樂播放器最小化之後，瀏覽器畫面的空間就可以空出來，讓使用者

繼續操作其它功能。要將音樂播放器最小化，只要點選圖 71 右上角淡

藍色方框內的最小化按鈕即可。 

 
圖 73：音樂播放器最小化-同時進行檔案上傳 

圖 73 顯示音樂放器最小化之後，使用者同時可以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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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關閉音樂播放器 

當使用者不再繼續利用音樂播放器聆聽音樂時，只需點選音樂播放

器右上方的『X』按鈕即可關閉，如圖 74 所示。關閉的同時，會跳出

詢問視窗，確認是否關閉，此時點選『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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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片播放 

mybox 服務亦內建影片播放器，此影片播放器亦是透過 Adobe Flash 

Player 執行，影片格式僅支援.flv，.mp4 (H.264) 以及 .mov。但由於

mybox 服務並非專門的影音網站，因此若播放高解析度（480p 以上）的

影片，將會有播放不順暢的情況出現，以下說明如何使用影片播放功能： 

 
圖 75：影片播放-選取影片檔 

 

要在 mybox 中播放影片時，請點選影片檔案，如圖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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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影片播放器 

點選影片檔案後，會跳出影片播放器視窗，如圖 76 所示，若要播

放影片，則點選圖中央紅色方框內的播放鍵按鈕即可進行播放。若使用

者希望將此檔案下載到本地端時，也只要點選播放視窗下方的『下載』

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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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影片播放器功能 

圖 71 紅框為標示影片播放器中的各個功能，此處依照圖中的編號

進行說明： 

1：影片播放控制，可控制影片的播放或暫停。 

2：下載此份影片檔 

3：音量大小控制。 

4：可將此影片播放器視窗改為全螢幕播放。 

5：關閉影片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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