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備份加速及防毒概論 
各種備份方法： 
手工備份（ 
利用 ghost將系統備份到資料碟（或燒錄成還原光碟） 
利用工具軟體定時備份檔案 
利用還原軟體還原系統（例如北軟還原精靈，開機後回復原狀，適合電腦教室） 

資料備份觀念（硬碟至少分為兩個邏輯碟 C：系統碟及 D：資料碟） 

常用軟體的資料檔案位置 

 

• Internet Explorer 5.x  
o 書籤 C:\WINDOWS\Favorites\*.*  
o 郵件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Identities\*.*  
o 通訊錄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Address 

Book\*.wab 

• Netscape 4.5  
o 書籤 C:\Program Files\Netscape\Netscape 

Communicator\User\zylin\bookmark.htm  
o 郵件 C:\Program Files\Netscape Communicator\User\zylin\mail\*.*  
o 通訊錄 C:\Program Files\Netscape Communicator\Use\zylin\*.na2 

• Netscape 6  
o 書籤 C:\Program Files\Netscape\Netscape 6\defaults\profile  
o 郵件 C:\WINDOWS\Application Date\Mozilla  
o 通訊錄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Outlook\*.* 

• Outlook 98/2000  
o 郵件及通訊錄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Outlook\*.* 

• Outlook Express  
o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identities\xxxxxx(一串機
碼)\MicroSoft\*.*  

o 新舊版本格式可能不同，必要時需先匯出到 Outlook，再匯回來 

• ICQ  
o ICQ 99 連絡資料 C:\Prograam Files\ICQ\New Db\*.*  
o ICQ 2000b 連絡資料 C:\Prograam Files\ICQ\2000b\*.* 

• Netterm  

ֹו ּכ ّ٪ץף   ףּמ ּَמ٠ ِ ێ ףץ۶٭٩    ۖ wwwِpdffactoryِcomףףף

http://www.pdffactory.com


o 設定與地址簿 C:\Windows\Neterm.ini 

• Office  
o 文件預設目錄 C:\MyDocuments\*.* 

• Word  
o Word 97 預設巨集檔案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Templates\Normal.dot  
o Word 2000 預設巨集檔案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  
o 文件暫存目錄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Word  

「記憶體」的作用 

 
• 記憶體和硬碟的不同  

o 很多人搞不清楚記憶體和硬碟的不足，常常「記憶體不足」跑去買

硬碟、「儲存空間不足」跑去買記憶體。  

o 事實上，常說的「記憶體」和「硬碟」都是「記憶裝置」的一種，

前者屬於「主記憶體」後者為「輔助記憶體」、但目前常被稱為「儲

存裝置」。  

o 記憶體的特性：  

§ 速度快，可與 CPU匹配  

§ 斷電後資料流失  

o 儲存裝置的特性：  

§ 速度慢  

§ 資料可長期保存  

o 所以在處理資料的時後，因為需要進出 CPU做運算，所以此時資

料需放在「記憶體」中，但需要做保存時，需要將之存放在「硬碟」

中，以免斷電後資料便流失。 

• 增加記憶體還是硬碟容量？  

o 增加記憶體可以提升速度  

§ 因為記憶體的工作是把資料送給 CPU，也把 CPU處理好的

資料接送過來，所以容量如果越大，CPU便無需等待，可以

一直運行，當然可以提升速度。  

§ 但由於管理上的問題，容量與效能並非成正比。  

o 增加硬碟容量可以存放更多的檔案  

§ 硬碟是存放檔案的地方，容量增加表示可以放置的檔案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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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認為可以提升速度，但除非是更換高效率的硬碟，他

可以降低檔案資料從硬碟送到記憶體的時間。  

§ 另外，由於Windows會利用一些硬碟容量作為「虛擬記憶

體」，當硬碟容量過小時，便會影響「虛擬記憶體」的運作，

造成系統速度緩慢。 

• 開啟舊檔、儲存檔案、另存新檔  

o 為何有檔名與目錄（路徑） → 到儲存裝置中才找的到我們要的資

料。  

o 開啟舊檔：將指定檔案從「儲存裝置」複製到「記憶體」  

o 儲存檔案：將「記憶體」中的資料依原檔案名稱與路徑存放回「儲

存裝置」  

o 另存新檔：將「記憶體」中的資料使用新的檔案名稱與路徑存放至

「儲存裝置」，原儲存裝置上的檔案不做任何變動  

o 所以當你「開啟新檔」編輯後，點選「儲存檔案」，出現的卻是「另

存新檔」，原因在於它尚未有檔案名稱。  

o 為何需要按正常程序關機，而不能直接切斷電源，目的便在於將仍

在記憶體的檔案資料存放到儲存裝置（如硬碟）中。我沒有檔案還

未存檔啊？但Windows系統本身也會開啟很多檔案哦。 

• 剪下、複製、貼上（剪貼簿）  

o Windows系統裡有一個叫「剪貼簿」的應用軟體，您無須擔心如何

啟動他，因為當您在做剪下、複製、貼上動作時，便是由它提供的

服務。他會將所剪下或複製的資料放置於記憶體中，在貼上於需要

的地方。  

o 啟動方式，先選取目標後：  

§ 功能列（通常在「編輯」選項下）  

§ 工具鈕  

§ 以右鍵點選目標 → 快顯功能表中啟動  

§ 快速鍵：  

§ Ctrl + x ：剪下  

§ Ctrl + c ：複製  

§ Crtl + v ：貼上  

o 剪下：對我們所選取的資料（呈現反白），都可以利用剪下命令，

則這些被選取的資料便會被搬移到剪貼簿中。（原資料會被刪除）  

o 複製：若對選取資料作複製動作，則是在剪貼簿中放置一份相同的

資料。  

o 貼上：當執行貼上命令時，會在滑鼠指標處貼上目前剪貼簿中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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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總管的使用技巧 

 

• 開啟方式：  

o 開始＼程式集＼[附屬應用程式]＼檔案總管  

o 桌面上「我的電腦」按右鍵選取檔案總管、或按下 SHIFT+滑鼠左

鍵雙按「我的電腦」  

o 我的電腦 ≒ 檔案總管（前者沒有目錄結構）  

• 檢視模式：  

o 大圖示、小圖示、清單、詳細資料、縮圖  

o 排列圖示的方法：名稱、類型、大小、日期  

o 自動排列與對齊格線  

o 詳細資料下的排列方式  

• 目錄的概念：  

o 樹狀結構  

o 想像：我家、大寶的房間、書桌、大抽屜、鐵盒、鉛筆盒、橡皮擦  

• 處理資料的基本原則：  

o 選取：單一或多個，定點或範圍  

o 右鍵 → 快顯功能表 → 下指令  

o 右鍵拖曳（目標到目的地）  → 快顯功能表 → 下指令  

• 選取多個檔案的方法：  

o 滑鼠左鍵配合 SHIFT：連續範圍選取  

o 滑鼠左鍵配合 CTRL：跳躍選取  

o 以左鍵直接拖曳出範圍  

• 移動、複製與建立捷徑：  

o 使用右鍵快顯功能表中「剪下、複製、貼上」指令  

o 使用右鍵拖曳（將目標檔案與目的目錄同時顯示於畫面上）  

o 捷徑：小叮噹的任意門  

§ 使用時機：節省時間、不同目錄中需要見到相同檔案  

• 工具：  

o 顯示副檔名  

o 隱藏系統檔或隱藏檔  

o 檔案屬性：系統、隱藏、唯讀、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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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檔案：  

o 依據名稱或內容  

o 若僅之部分檔名；可配合＊、？  

§ ＊：萬用字元，不定長度  

§ ？：一個未知字元  

o 設定：包含子資料夾、進一步限定磁碟代號、類型、大小或日期  

 

o 要注意的是，一執行剪下或複製則剪貼簿內原有資料便會被所選取

資料所取代，直到您下一次執行剪下或複製，而執行貼上並不會對

剪貼簿內資料有所影響，所以您可以作多次貼上。  

o 幾乎所有可以被選取的資料都可以被剪下或複製，而貼上則要視目

的地能否接受其資料型態，比如檔案可以貼到資料夾內，但你不能

將圖片貼到記事本的純文字檔案吧！  

o 若剪貼對象為檔案或目錄時，剪貼簿僅記錄「路徑與檔名」。  

o Office 2000將本功能擴充為具有 12個欄位的剪貼簿。  

系統資料夾的用途 

 

前言 

大多數的使用者採用Wiundows作業系統，多多少少都會使用「檔
案總管」或是「我的電腦」來找尋檔案，但你有沒有想過，除了你

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資料放置在 C:\My Donument外，在檔案總管
裡所看到磁碟機 C：下一個又一個的資料夾到底是做什麼的？可不
可以刪除？ 

在你繼續閱讀本文並且做一些練習之前，請你千萬不要任意地刪除

電腦裡的任何一個資料夾或是檔案，以免發生當機或無法開機等大

錯哦！ 

安裝Windows系統後，系統就會建立許多資料夾，用來存放各種不
同用途的檔案。這些資料夾用途各有不同，有的是Windows98系統
本身的程式、有的是存放應用程式檔案之用、有的專門用來放暫存

檔，有的則是儲存文件檔用的。你可以完全不要理會這些資料夾，

對你平常的使用也不會有任何困擾，但是我還是建議你花點時間瞭

解各個資料夾的用途，消極的 - 才不會把檔案亂丟，積極的 - 需
要的時候才不會臨時亂了手腳，比如你想要備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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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所稱Windows以 98為主，而 95、ME甚至於NT、2000、
XP使用者可以略微用心找找相似之處。 

資料夾主要的分類 

一般而言，磁碟機 C之中至少有「Windows」、「Program Files」、
「My Documents」三個資料夾。其中前兩項是Windows所建立的，
而最後一項則是Office所建立。 

• Windows  

這個資料夾是電腦裡最最最重要的一個資料夾，在安

裝Windows時詢問你「安裝目錄」就是說這一個，當
然，如果在安裝過程中你變更了資料夾名稱，那這個

資料夾的名稱，當然就以你所設定的囉！ 

Windows資料夾中有數十個檔案，你可以把他用類型
簡單地分類，大體上他包含了有預設的螢幕保護程式

和桌布、附屬應用程式檔案、應用程式延伸元件、說

明檔、和最重要的系統組態設定檔（如.dat、.ini、.pwl），
在安裝一個新的軟體時，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來這

修改相關的系統設定，也就是來跟Windows報告「我
來提供服務囉！」，所以任何你不確定的檔案請不要

輕易地做刪除！ 

在資料夾內還有二三十個的資料夾，簡單來說是為了

提供使用者Windows的基本服務，其個別用途等一下
會詳述。同樣地，也請不要輕易地刪除任何你不確定

的檔案。 

註：其他軟體也會來使用這個資料夾，比如Netterm
的設定及位址簿檔案 - netterm.ini。 

• Program Files  

如果您經常自行安裝程式，相信一定會對這個資料夾印象深

刻，因為大部分應用軟體的預設安裝位置，通常就是

C:\Program Files。 打開這個資料夾，您會發現裡面還有一堆

資料夾，而每個資料夾的名稱又都相當熟悉，就像是你經常

在使用的軟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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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猜的沒錯，這個就是放置應用程式的位置了。安裝應

用程式時，安裝程式會在此資料夾下建立一個新的目錄，並

且把應用程式所需的檔案放到這個資料夾裡；我們也建議在

一般情況下，不要修改這個預設安裝路徑，以方便未來的管

理工作。 

「如果有個應用程式我早就不用了，可不可以刪掉呢？」 

很抱歉，答案是不行的！前面說過安裝程式會做一些設定，

這些設定通常是存放在 C:\Windows或是其他資料夾中，如
果你只單方面地刪除了應用程式檔案，那些未修改的設定可

能會讓你的電腦狀況連連的哦！  

• My Documents  

C:\My Document其實就是桌面上那個「我的文件夾」的本
尊，這個資料夾是MS-Office預設用來放置檔案的，當您在
進行存檔、開檔時，一定都會先進入這個資料夾。 （以

Word為例，點選功能表 [工具＼選項] 可以變更此預定位

置） 

「但我不想把檔案放在 C:\My Document可以嗎？」 

當然囉！隨你高興都可以，MicroSoft只是為我們著想了一
個方便的地方罷了，除非你有兩個硬碟，我個人也贊成將文

件放置於此，且養成建立分類目錄的好習慣，免得需要檔案

時卻發生找不到的窘境。 

而隨著MS-Office的版本演進，在此資料夾下可能還有 

\My Music和 \My Webs等資料夾，也是同樣的目的。如 

\My Webs就是 FrontPage的預設儲存路徑了。  

再次強調，除了My Documents外，Windows與 Program Files中的資料
夾、檔案都不能亂砍或變更名稱，否則很容易造成系統的不穩定，

甚至有可能整個系統就因此而掛掉喔！「My Documents裡面的就可
以砍嗎？」「隨便你啦！反正那些都是你自己的資料檔﹍﹍﹍」 

在磁碟機 C下還有很多其他的資料夾呢？其他資料夾產生原因大
抵有二種可能： 

1. 應用軟體安裝路徑未設定在 C:\Program File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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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建立，有時是解壓縮時建立的  

所以囉，自己回憶一下，如果不是自己建立的資料夾，同樣不要輕

易刪除或變更哦！ 

Windows資料夾詳細介紹 

Windows資料夾中，還有二十個以上的子資料夾，這些子資料夾都
有其功能來維持Windows的運作，所以同樣地這些資料夾當然也不
要輕易地做變更。 

以下盡可能地介紹每一個資料夾所扮演的角色： 

Application Data 
顧名思義，這個資料夾用來放置應用程式資訊，哪些應用程式呢？

大體上多是Micosoft的軟體，比如： 

• Windows的連絡人：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address Book\[User Name].wab  

• Word的預設文件格式：C:\Window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  

• Outlook Express的郵件：C:\Windows\Application Data\{一段機
碼}\Microsoft\Outlook Express\*.* （註：不同版本格式有所不
同）  

COMMAND 
MS-DOS模式下的應用程式及相關檔案，製作開機片時就要利用
這些檔案。 

CURSORS 
系統游標檔案，其實也不一定要放在這裡，不過這邊有許多游標可

以讓你更換。 

Desktop 
就是「桌面」，否則你以為桌面上的檔案在哪？不管怎樣，他總要

放在某個磁碟機的某個目錄中吧！ 

Favorites 
這個資料夾就是在 IE中的「我的最愛」，在使用 IE編輯我的最
愛時，所編輯的結果事實上是以捷徑的方式記錄到這個資料夾中。  

ֹו ּכ ّ٪ץף   ףּמ ּَמ٠ ِ ێ ףץ۶٭٩    ۖ wwwِpdffactoryِcomףףף

http://www.pdffactory.com


Fonts 
這是用來存放字型的資料夾，對應的捷徑就是控制台中的字型圖

示，這個資料夾具有安裝字型的特殊魔力，可是別的資料夾做不來

的喔！  

Help 
就是說明文件囉，如果硬碟真的不夠大，不知道還可以刪除哪些檔

案，就刪這裡吧！反正，這些HELP文件好像也沒人叫出來看過？ 

History 
這個就是 IE的歷史紀錄，在 IE的位置列上下拉，就可以看見曾
經連線過的網址，而這些網址就是記錄在這個資料夾中。  

Inf 
除了新安裝的硬體外，也包含了Windows所內建的硬體安裝資訊，
如果刪掉了，下次安裝任何硬體，請都得要自備光碟了。 

Media 
系統音效檔 

Recent 
類似「我的最愛」的用途，就是在「開始＼文件﹍」這個清單。想

知道你家小朋友每天打電腦看些什麼嗎﹍﹍﹍ 

SendTo 
這個資料夾就是放置快顯功能表中的「傳送到」下的選單，您可以

自行在 SendTo中建立資料夾的捷徑，就可以利用快顯功能表的「傳
送到」功能，快速的傳送檔案到設定的資料夾了。  
 

Start Menu 
大家熟悉的「開始」功能表，其實也是一個資料夾而已，在開始功

能表所建立的捷徑，就是對應到這個資料夾中，所以如果從這個資

料夾直接做修改，「開始」功能表也會跟著修改喔！  

Sysbckup 
存放系統重要備份檔案，當然更不能輕易地做變動。其中最重要的

是 rb*.cab ，它是系統最最最重要的設定檔 System.dat 和 User.dat 
的近日開機備份，配合 regscan 程式，便可以發揮「時光回溯器」
的功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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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ystem32 
這兩個目錄非常重要喔，主要是存放「DLL」檔案，這些檔案是
程式開啟時需要連結執行的檔案，絕對不要自行更動這兩個目錄下

的檔案。  

Temp 
程式執行時，常常需要產生暫存檔案，等到程式結束時，會自動刪

除暫存檔。而這些暫存檔產生時，就是存放在

「C:\WINDOWS\TEMP」資料夾中。 照理來說，這些檔案用

完後就應該要刪除了，可是有些時候因為當機或程式設計師的疏

忽，而沒有將之刪除；你可以隨時把這個資料夾清空，不過有時會

發現有些檔案沒有辦法被刪除，那是因為還有程式正在用它的緣

故。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這個目錄是瀏覽網頁時，網頁中包含的圖片、文字、音樂等等，都

會儲存一份在這個資料夾，當下次連線到同一個網頁時，便可以從

這裡找到同樣的資料直接顯示、加快網頁瀏覽速度。 所以同樣是

你可以隨時刪除的地方，了不起下次上網慢一些些罷了。 

All User、Profiles 
這兩個資料夾通常在設定多人使用環境後才會產生，用來存放特定

使用者的個人資訊，如此，每個使用者進入時資料才不會混淆。

All User是用來存放共同設定的目錄，而個人則是放在
C:\Profiles\[User Name]\下，要記得的是Windows 9x並沒有提供完善
的檔案安全環境，也就是說，不管你用那個帳號登入，都可以對這

些資料夾做讀取、變更的動作。 

其包含的子資料夾在前面都已講述過了，應該可以明瞭。 

結語 

除了上述的資料夾外，其實我們是不是還漏了磁碟機 C：這個最根
本的資料夾？這個資料夾我給各位的建議是「不要輕易動用」，一

來沒必要、二來少找麻煩，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檔案丟來這裡，以免

使用時誤傷其他檔案。雖然 C：內的重要檔案多被設定成「隱藏」，
或是在刪除時會有警告訊息，不過還是小心為妙，因為除了少數的

說明檔和系統記錄檔外，其餘檔案可是開機過程的重要功臣，會有

什麼後果，不難想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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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瞭解這些系統資料夾的用途了？俗話說的好「水能在舟、亦

能覆舟」，瞭解這些資料夾對各位最大的幫助應該是在排疑解難，

另外就是在備份資料時能得心應手，千萬不可用來偷窺他人隱私

哦！ 

win98程式與資料夾的關係  

• 預設資料夾：  

o Windows Favorite:IE我的最愛，Fonts：字型，Start Memu:開始功能

表，System 、System32:存放連結執行檔（DLL檔），TEMP：程式

執行的暫存檔，程式執行完後會自動關機，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瀏覽網頁時暫存的檔案， Application Data:Outlook Express

郵件 

o Program Files：應用軟體安裝的預設的路徑 

o  My Documents 

實作 1Win98中的垃圾清除 

1.C:\Windows\Temp & C:\Tmp & C:\Temp裡的檔案都可以全部刪除,因為都是一些

暫存檔或是執行安裝程式後留下的檔案,可以安心的刪除 

2.電腦上所有的副檔名像 *.bak , *.old , *tmp都可以刪除,因為這些都是備份檔,這

些備份檔不刪除也沒關係 

3.開始功能表上,在文件裡有很多捷徑,那都是你最近開啟過的檔案,一個個刪除太

麻煩,請到 開始／設定／工作列及開始功能表，選擇開始功能表程式集按下清除

的按鈕即可 

實作 2備份電子郵件 （以 OutlookExpress為範例） 

1.執行檔案總管/進入 C:\WINDOWS\Application Data\Identities\******\Microsoft\ 

OutlookExpress資料夾\選取所有檔案 （另法：執行 OutlookExpress/工具/選項/維

護標籤/郵件資料夾/變更 D:\mailbackup/確定 

2.copy至\D:\mailbackup  

3.啟動 OutlookExpress\執行\檔案\匯入\郵件\來源郵件選 OutlookExpress5.0\下一步\

選由OL5檔案匯入郵件 \確定\選路徑D:\mailbackup\下一步\選所有資料夾\下一步

\完成   

實作 3備份通訊錄我的最愛字型…. 

思考問題：如何備份通訊錄、我的最愛、字型  

實作 4我的文件夾的搬移（將 C:\My Documents搬至 D：\My Documents） 

1.在 D建一個 MyDocuments的資料夾/滑鼠右鍵我的文件夾/內容/指定 D：

MyDocuments資料夾//確定 

實作 5暫存檔的搬移（將 C:\Windows\TEMP搬至 D：\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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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ＩＥ／工具／Internet選項/事本編輯 autoexec.bat，並加入兩行 

SET TEMP＝D：\TEMP 

SET TMP＝D：\TMP 

2.關閉電腦重新開機就可以（不要忘記先將 C:\Windows\TEMP的垃圾清掉） 

實作 6IE暫存檔的搬移 

1.執行 IE/工具/Internet選項/Temporary Internet Files的設定移動資料夾/D:/TEMP/確

定 

實作 7虛擬記憶體的設定 

1.執行控制台的 系統／效能／標籤 

2.按一下進階的 檔案系統／電腦主要用途選擇網路伺服器最佳處理使用『全

速』，選擇 磁片標籤，設定值不要打勾就是不要每次開機就尋找新的軟碟機，

選擇『CD-ROM』標籤，追加的快取記憶體大小設為最大，最佳存取方式選擇四

倍速或更快的光碟機，按下確定 

3.選擇圖形，硬體加速選擇全速，按下確定 

4.如果想自己設定虛擬記憶體，可以把虛擬記憶體的最大值跟最小值都設為你電

腦記憶體的 2.5倍，如果是 128 MB就設為 320 (2.5 x 128=320)，然後你的 C:\ 或

其他分割區中會有 Win386.swp這就是虛擬記憶體的大小 

5.按下關閉,電腦會問是否重新開機，按下是來重新開機  
最佳的快取大小設定好的 Vcache 值可以加快 win98 的檔案讀寫速度，其大小的

計算方式是每 4MB的實體記憶體需要 1024KB的 Vcache，可是最大值不能超過

12288。舉例說明：如果有 32MB記憶體，那就需要 8192KB[(32/4)x1024=8192] 

可是有人說：我有 128MB，那算出來是不是[(128/4)x1024=32768]，超過 12288以

上都是 12288 嗎？太大反而沒有好的效果，做法如下：到 C:\Windows 找 

system.ini 這個檔案，使用筆記本開啟，然後找到[Vcache]，在它的下面加上這兩

行文字 

MinFileCache=12288 

MaxFileCache=12288 

提醒：12288要改成用你的記憶體以上面的算法所算出來的數值 

如果超過了 12288當然就可以打 12288好了之後記得儲存設定再來 

就是重新開機 啟動的項目如果太多會延長開機等待的時間喔 

實作 8簡化開機程序（可以不作） 

在開始功能表程式集(啟動)看看哪些程式可以不必每次開機都執行的就按滑鼠

右鍵選擇刪除把它從啟動中刪除，如果不是每次開機都會用到的程式建議可以從

啟動中刪除，因為啟動的用處就是在開機的時候就啟動程式等待你來使用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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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開機都要用，就等要用的時候自己執行程式就好了，因為如此不但會延長

開機時間，還浪費系統資源給這些沒有使用的程式，電腦執行速度會變慢  

實作 9硬碟重組 

1.使用磁碟重組程式重組硬碟，如果是第一次重組要數小時之久， 

 這段時間就忍耐點吧! 

2.使用系統工具中的微調精靈定時對電腦進行微調 

3.使用磁碟掃描工具可以保持硬碟的健康  

實作 10登錄檔瘦身（使用超級魔法兔子程式） 

實作 11ghost硬碟備份 

1.文字解說篇 

基本需求: 你的電腦中至少可以只有一顆硬碟, 但是這顆硬碟至少有 2個分割

區, 也就是說, 至少你的電腦要有 C 槽跟 D 槽兩個分割區, 才能製作備份 

預備知識 : 關於 Ghost 的程式選單, 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層選單中 Local 表示本地磁碟機之間的備份, 所謂本地磁碟機是指本台

電腦中的硬碟 , LPT 則表示透過連線在兩台電腦間的硬碟作備份, Option 是 

GHOST 程式本身的設定, 我們不必調整這項內容, 使用預設值就可以了,Quit 

是要離開 Ghost 程式,在第二層選單中 Disk 表示我們要做硬碟間的備份 , 

Partition 表示我們要做硬碟分割區間的備份, Check 站長猜測是用來檢測檔案

用的, 第三層選單中 To Disk 是備份到另一顆硬碟, To Image 是要備份成映像

檔, From Image 則是要將備份的 Image 檔還原到硬碟, 在我們開始備份前請

盡可能的把你的電腦調整到最佳狀態, 接著我們開始囉! 

建議 : 如果只有一顆硬碟的人最好使用第三種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

只有一顆硬碟, 所做的備份勢必是分割區間的備份, 而第一跟第二種備份其實

是把整個硬碟或分割區複製到另一個地方而已, 然而對於只有一台硬碟的人

而言, 備份一個 C 槽需要有一個 D 槽來放置跟 C 槽一模一樣的資料, 實在

有點浪費空間, 而備份成映像檔就像是使用 Winzip 壓縮工具一樣, 把整個分

割磁區存成一個檔案, 要還原時再把這個檔案用 Ghost 還原回去就好了, 而第

一跟第二種方法就像是我們複製檔案一樣, 把檔案原封不動的完全複製到另

一個地方而已, 所以即使電腦有很多顆硬碟, 站長依舊建議使用下面第三種方

法, 用第三種方法也有第一跟第二種方法同樣的效果, 如果你把 C 槽被份到

了 D 槽,即使你把 C 槽整個格式化, 然後使用開機片開機, 再用 Ghost 把備

份在 d 槽的檔案還原到 C 槽, 重新用 C 槽開機, 你會發現簡直不可思議, 

一切都跟備份時一樣, 你這時會覺得 Ghost 程式雖小, 卻超乎想像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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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GHOST 如果直接翻譯的話就是鬼的意思, 聽起來有點可怖喔! 但如果

我們知道它的全名後大概就可以明白 ( GHOST 是 General Hardware Oriented 

Software Transfer 的簡稱 ) GHOST 的功能就是可以將硬碟作備份, 那備份的

功能有硬碟跟硬碟間的備份, 硬碟跟硬碟的分割區備份, 電腦跟電腦間硬碟的

備份, 將硬碟備份成映像檔, 對這幾項加以說明 

一. 硬碟跟硬碟的備份 :  

基本上, 要使用這項功能的話, 你必須要有 2 台以上的硬碟才行, 如果只有

一台硬碟的人請使用第二個方法備份, 好, 如果沒問題了我們就開始吧! 先在 

DOS 系統執行 GHOST ,然後, 如果是試用版則會出現一個版權畫面, 按下 

OK! 然後出現試用版畫面, 按下 OK! 接著依以下步驟進行 : 

a. 選擇 Local b. 選擇 Disk c. 選擇 To Disk  

d. 現在選擇你所要備份的那顆硬碟, 等下一個畫面 

e. 現在選擇你要儲存備份的那顆硬碟, 等下一個畫面  

f. 然後按下 OK ,等下一個畫面 

g. 出現確認訊息, 跟你說儲存備份硬碟裡的資料都會被所要備份的資料給覆

蓋, 按下 Yes 確定, 等待備份完成  

h. 備份完成後, 按 Reset Computer 重新開機 

i. 如果要還原就把備份的資料用 GHOST 備份回去就好了 

二. 硬碟跟硬碟的分割區備份 (也可以將同一台硬碟中的一分割區備份到另一

個分割區) 先在 DOS 系統執行 GHOST ,然後, 如果是試用版則會出現一個版

權畫面, 按下 OK! 然後出現試用版畫面, 按下 OK! 接著依以下步驟進行 : 

a. 選擇 Local b. 選擇 Partition c. 選擇 To Partition  

d. 現在選擇你所要備份的分割區所在的硬碟, 等下一個畫面 

e. 選擇要備份的分割區, 等下一個畫面 

f. 現在選擇你要儲存備份分割區的那顆硬碟, 等下一個畫面  

g. 現在選擇要所要備份的分割區要儲存在這顆硬碟中的哪一個分割區 (如果

你是備份到同一顆硬碟千萬不可以存到你要備份的那個分割區, 這樣會衝突

喔!而且要注意, 要儲存的分割區檔案都會被覆蓋) 

h. 螢幕出現確認訊息, 跟你說現在你所要儲存的分割區檔案都會被覆蓋, 如

果確定請按 Yes 開始備份, 等待備份 

i. 備份完成後就可以離開 Ghost 程式了 

j. 如果要還原就把備份的資料用 GHOST 備份回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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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硬碟分割區備份成映像檔 執行 GHOST ,然後, 如果是試用版則會出現

一個版權畫面, 按下 OK! 然後出現試用版畫面, 按下 OK! 接著依以下步驟

進行 : ( 提示: 如果在 DOS 沒有驅動滑鼠, 那麼要使用 Ghost 程式必要用到

的鍵有 上下鍵還有鍵盤左方的 Tab 鍵-可以切換- ) 

a. 選擇 Local b. 選擇 Partition c. 選擇 To Image 

d. 現在選擇你所要備份的分割區位於哪顆硬碟, 等下一個畫面 

e. 現在選擇一個要備份的分割區, 然後按下 OK 

f. 看到最上方的那欄, 選擇你要把分割區的映像檔儲存在哪裡 (注意: 不要存

在你要備份的分割區中), 在下面的 File Name 欄中打入你喜歡的檔名, 可以

是 ImageC 代表你備份的是 C 或是...你能記得就可以了, 打好檔名後按下 

Enter  

g. 接著會出現一個對話, 有三個選項, No 是不壓縮, Fast 是低壓縮比, High 是

高壓縮比, 較 Fast 慢, 站長是建議你使用 Fast , 但如果你不在乎時間長久, 

只在乎空間, 你可以選擇 High, 其實也只是數分鐘之差, 接著如果空間足夠就

開始備份了, 接下來您只要等待完成 

h. 完成後您就可以離開 Ghost 程式  

其實也可以將整顆硬碟作成映像檔存到另一顆硬碟, 只要將 b. 步驟換成 選

擇 disk , 選擇要備份的硬碟然後選擇要儲存備份的地方, 其他步驟都跟製作

分割區的映像檔類似, 聰明如你相信也不需要站長多說了 

學到這裡已經快要大功告成了, 要有耐心喔! 再學一下如何還原就可以了,其

實跟備份的方式蠻接近的, 但是如果你要還原的是開機磁區 ( C 槽) 的話, 記

得要用 DOS 開機, 然後執行 GHOST ,然後, 如果是試用版則會出現一個版權

畫面, 按下 OK! 然後出現試用版畫面, 按下 OK! 接著依以下步驟進行 : ( 提

示: 如果在 DOS 沒有驅動滑鼠, 那麼要使用 Ghost 程式必要用到的鍵有 上

下鍵還有鍵盤左方的 Tab 鍵-可以切換- ) 

a. 選擇 Local b. 選擇 Partition c. 選擇 From Imaged. 

 然後找到要還原的那個映像檔, 接下來我就不詳細說明了, 因為我想經過備

份動作, 還有前面灌輸給你們的知識應該足夠了, 也該空點空間給你們自己去

探索, 況且要還原映像檔也是很容易的事, 我給你提示, 找到備份的檔案-映像

檔-後, 再把它還原到要原本的的分割區就可以了, Ghost 會問你是否確定還原, 

因為還原將會以備份的資料覆蓋原分割區上的資料, 再來就是等待 Ghost 將

資料還原完成, 完成後再按下 Reset Computer 重新開機就 OK 啦! 只是要小

心, 不要還原錯了, 而還原到其他分割區, 資料是會被覆蓋的喔! 

提醒 : 如果系統無法用硬碟開機, 那你可以使用開機片開機, 然後再用備份

的檔案還原系統, 所以你至少要存一份 Ghost 程式在磁片中, 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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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你備份的映像檔不見了, 那也就表示, 系統無法復原了, 所以用 

Ghost 備份的檔案要好好保護, 不然你拿什麼復原呀! 

2.圖文解說篇 

硬碟備份 GHOST，把您整個 C槽全部壓縮成 GHO映像檔備份起來，只要不是 
中 CIH之類的病毒，都可以回覆到正常的系統！不過這種方式花費的時間 
比較長，但可以百分之百恢復系統！(時間視檔案容量而定)。 
 
因為這種方式需在純 DOS 模式下執行，所以首先必須下載 GHOST執行的 
程式，本館以 GHOST6.03版作說明，需要者可請下載 GHOST603 不需 
建目錄直接解壓縮到磁碟 D:\,E:\...即可，會自動建立一個 GHOST目錄。 
注意：不可存放在欲備份的槽位。 
另外可在視窗WINDOWS95/98/NT裡面檢視 GHO映像檔內容的軟體--下載。 
 
===進入純 DOS模式的方式：=== 
開機未進入視窗 WIN95/98 前，急按"F8"鍵，選擇 "5. Command prompt only" 
進入 DOS模式，然後選擇您將 GHOST解壓縮的磁碟代號如 提示 C:\ 輸入 
D:\GHOST。 
壓縮圖解： 

(一)在純 DOS視窗下(不是WIN98的 DOS模式)，執行 
D:\GHOTST\GHOST603，即進入視窗。 
 

 

(二)選擇 Local=>partition=>To Image 

ֹו ּכ ّ٪ץף   ףּמ ּَמ٠ ِ ێ ףץ۶٭٩    ۖ wwwِpdffactoryِcomףףף

http://www.pdffactory.com


 

 

(三)選擇要備份的硬碟代號(如果您有多顆硬碟請選擇系統磁碟) 
 

 

(四)選擇硬碟 1裡面的 C槽，本硬碟因分割為三槽，所以 1為 C槽，2為 D槽，
3為 E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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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擇備份檔的儲存位置，為 E:\GHOST\ 裡面。 
 

 

(六)輸入儲存的檔名，可依自己喜好給個檔案名稱檔名為 GHO即可。 
  如果空間夠大時可備份多個映像檔。 
 

ֹו ּכ ّ٪ץף   ףּמ ּَמ٠ ِ ێ ףץ۶٭٩    ۖ wwwِpdffactoryِcomףףף

http://www.pdffactory.com


 

(七)選擇以 Fast 或 High 模式壓縮。 
 

 

(八)開始壓縮，等跑完 100% 時出現結束視窗即完成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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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壓縮圖解： 

(一)在純 DOS視窗下(不是WIN98的 DOS模式)，執行 D:\GHOTST\GHOST603，
即進入視窗後 
  選擇 Local=>partition=>From Image 
 

 

(二)選擇先前備份的系統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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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解壓縮的磁碟，通常不需更改預設值直接確定即可。 

 

 

(四)解壓縮完成時，顯示重新開機鍵按確定即完成系統回覆。 

防毒概念 

如何防治病毒與駭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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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最新版的防毒軟體 

• 由於病毒所使用的技巧越來越高，若未更新至最新的軟體版本，則因為掃

毒引擎的功能限制，將無法有效隔絕最新型態的病毒攻擊。  
• 從 1997年開始，主要的防毒軟體廠商幾乎都每年推出新版本。  
• 安裝後務必選擇「啟動及時掃瞄」，他會降低電腦的工作效率，但可以確

保每一個被執行的軟體都是正常無害的。  

定期更新程式及病毒碼 

• 剛剛說到要有最新版的軟體，但總不能有新的病毒就要換軟體吧？這樣不

但花錢又浪費時間，所以許多廠商提供有線上升級服務，在一定的期限內

（通常是一年），可以伴隨著病毒碼同時做更新。  
• 病毒碼是病毒程式的特徵，他是掃毒引擎判斷一個檔案是否中毒的最大依

據，所以如果沒有最新的病毒碼，就好像警察沒有罪犯的照片一樣，讓病

毒從掃毒引擎的檢查下溜了過去。  
• 由於病毒的生產數度驚人，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病毒誕生，為了有效攔阻新

的病毒，病毒碼短則 5-7天，快則不到一天，都會有新的病毒碼可以下載。
所以在上網前最好先更新病毒碼。  

• 很麻煩？會忘記？掃毒軟體多提供有自動下載功能，記得打開就好。不過

要提醒的是多數軟體都有一年的下載期限限制，超過期限就要另外付費

囉！  

修補作業系統漏洞 

• 隨時注意微軟線上升級網頁，檢視重大更新中有無安全性需要修正事項  
• 如：瀏覽器 IE 在 5.0 版以前之版本便有重大安全性漏洞、至少需安裝
到 IE5.5 + ServicePack2 （SP2）。你可以在瀏覽器中點選「說明＼關於
Internet Explorer」查詢所安裝版本。  

• 如：安裝 Wimdows 2000 的使用者也必須安裝 Windows 2000 ServicePack 
2。點選「控制台＼系統」可查閱安裝狀態。  

適當調整軟硬體設定 

• 將開機順序調整為 C: 優先：以避免以中毒之軟碟或光碟開機，造成其它
正常磁碟亦受感染；尤其開機型病毒若感染 C 磁碟，則重新啟動後掃毒
軟體亦無法發現已被感染。  

• 調高瀏覽器的安全性等級：建議至少為中安全性，以避免啟動高危險性的 
Active 控制項與 script 指令  

• 關閉 Office 小幫手 - 迴紋針酷哥：它雖然在你需要幫忙時可以發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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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對駭客而言可是一大後門  
• 將 Outlook 或 Outlook Express 的預覽功能關閉：以避免於預覽時便遭
病毒入侵。  

養成良好習慣 

• 不開啟不明的電子郵件：可能之異象很多，比如突然收到同一寄件人大量

郵件、標題與內文均為英文、標題與附件沒有關係、標題煽動人心、未見

過的寄件者或大小寫不同等等，應避免開啟，或於更新病毒碼後再開啟。  
• （以下主要針對駭客入侵）  
• 不連結不熟悉的網頁：對未知的網頁不要輕易嘗試連結或接受其進一步的

要求，以免安裝了不適用的軟體、甚至於遭病毒入侵。  
• 帳號密碼設定及更換：帳號請勿使用身份證字號，密碼也不要採用身份證

字號或生日等容易猜測的組合，最好是採英文與數字混雜，絕不洩漏他

人，最好還能不定期更換。  
• 重視交易安全：當要選擇線上交易時，至少要確定對方有 SSL 或 SET 安
全機制，以免毫無保障。  

• 不填寫個人資料：許多網站在會員登記填寫資料中，會要求填入相當多的

個人資料，其中身份證字號、金融機構帳號、各種帳號密碼千萬不要填寫，

甚至於電話與地址都應該有所保留。  

資料備份 

• 定期備份：現今病毒傳播速度快速，經常在病毒碼未誕生前便已傳播到全

球，所以還是要有面對防制失敗的心理準備，定期備份資料以備不時之需。  
• 建立緊急救援磁片：有些病毒只破壞MBR、FAT或開機磁區，但卻造成
無法開機等重大影響，但若能利用如防毒軟體所提供的「緊急救援工具」

事前做好備份，既使遭破壞也能在短時間內恢復原有資料。  

其他 

• 安裝如趨勢科技的 GateLock，透過硬體的協助達到最立即的軟體更新與
掃毒。  

• 使用廠商所提供之「無毒信箱」，直接在主機收信過程前便已掃毒。  

電腦已經中毒怎麼辦？ 

 

這個單元或者也要討論「擔心是否中毒怎麼辦？」因為有些時候我們並不能百分

之百確定我們的電腦沒有中毒，比如開機型病毒通常會將自己隱藏起來，所以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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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軟體是偵測不到的；所以以下辦法在你擔心是否遭病毒入侵時，或你已經確定

是病毒的影響時，可以試試。 

辦法一：更新最新程式與病毒 

• 還是安裝最新版的掃毒軟體並將病毒碼更新，再掃毒。  
• 雖然有些病毒會把自己隱藏起來，對一些「小喀」的病毒，這個方法還是

可行。  
• 這個方法是最糟糕的，但最簡便。  

辦法二：利用 DOS 模式的掃毒軟體 

1. 關閉資源分享功能  
2. 請下載救援磁片程式 【下載網頁】  
3. 請下載最新病毒碼 【下載網頁】  
4. 您可先建一個目錄，請您至開始|程式集|ms-dos模式，下以下指令如下: 

c:\>md pcscan [enter] 並將視窗關閉   
5. 將 2 和 3 步驟下載的二個檔案 儲存於您所建的目錄下 (如 c:\pcscan)   
6. 使用一張乾淨的 dos磁片開機 或是 windows開機片，重新開機(請使用關
閉電源的方式重新開機)   

7. 在 a:\>提示符號下輸入 c:   
8. 在 c:\>提示符號下輸入 cd pcscan [enter] 再輸入 pcs737rs.exe [enter] -->其
檔案會自動做解壓縮的動作 再輸入 lpt$265 .exe[enter] --> 其檔案會自動
做解壓縮的動作 ( xxx 為病毒碼版本編號 ) 註:以上檔案名稱會因版本
不同而和實際下載的檔案有所差別.   

9. 在 c:\pcscan>提示符號下輸入 pcscan /v /a /c [enter]   
10. 掃瞄完畢後,請重新啟動電腦.回到 windows 系統   
11. 必要時，請配合辦法三  

辦法三： 

• 利用各種清除程式做檢查與清除。  
• 此類清除程式針對的特洛依病毒，他們通常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檔案，特性

與病毒不同，所以掃毒軟體通常只能阻止他們的入侵，但卻無法根除，所

以需要透過這些專用的解毒劑。  

實作 13網路版掃毒程式安裝及下載病毒清除程式 

方法上課講解，請學員作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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