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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的科技越來越發達；使用率也越來越普遍，以前的我認為方便的工具幫助我

處理很多麻煩事，幾乎已經成為我每天必用的工具之一，直到最近電腦不斷地跟

我抗議，我才意識到電腦也是人類創造出來的新生命，當我們使用電腦的時候，

它們的回應是無怨無悔，讓我們對於它們的存在感到不痛不養，等到它們終於與

你告別的時候，才真正的體會到它們的重要性，不管如何，電腦的生命對我來說

是無可取代，亦是最重要的夥伴。 
 
希望透過我的引述能讓大家更加珍惜電腦的重要；更佳的愛護它們，讓它們不用

在誕生之初就送進解體場。 
 
貳●正文 

 

在有些時候我們總是不經意的傷害電腦而自己不自覺，然而卻在它們無法啟動 

的時候才驚覺到自己曾經所作的每一件傷害電腦的事情，所以當我們在清潔電腦

的時候更要注意一些死角，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會縮短電腦的生命，所以

清潔時，要應該更加小心死角的地方。 

 

在清潔的時候，難免因為自己的不小心而傷害了整台電腦，所以在那之前應該確

實的了解清潔電腦時的注意事項，切記勿因小失大，以下有幾點清潔電腦時應該

注意的事項： 

 

一、表面污垢清潔 

 

電腦的機殼、螢幕的外框與底座，在長時間的使用下，會累積不少塵埃、油

污，可能還有一些泛黃現象，這時候要借用一些去污劑，來換回昔日的青春

容貌。選擇這些去污產品時，最好先在不明顯處先做局部擦拭，避免有些特

殊產品去污太強，連外觀顏色都去掉，就更麻煩了。 

 

二、陳年灰塵去除 

 

只要時間一久，不論是哪裡都會有灰塵累積，但是最怕灰塵的電腦產品灰塵

卻特多，原因在於主機內有各種風扇在運作，等於是自動把空氣中的灰塵帶

入機殼，加上主機內部電子零件隙縫特別多，這些塵埃等於是不定時的電子

殺手，所以塵埃一定要完全徹底清除乾淨，降低短路風險。 

 

三、電子接點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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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內有許多各是零組件，大半產品都是以電路板的型態呈現，上限佈滿著

琳琅滿目的銲件，自然會有電子接點出現老化的狀態，千萬不要任意用清潔

計或工業溶劑清理，可以選擇用市售的電路或電子接點復活產品清潔，延長

電路板的使用壽命，避免不當清潔影響電路安全。 

 

四、螢幕表面擦拭 
 

不管是傳統顯示器或是液晶顯示器，螢幕表面都非常的嬌生慣養，不小心保

養錯誤，刮痕就會在你用電腦時不停的提醒自己，當初是如何想到用破襪當

抹布來清理螢幕表面。目前市面有販售許多不同類別的擦拭布，尤其標榜超

細纖維的產品極多，得當心買到功能不佳的廉價次級品。 
 

五、一般灰塵掃除 

 

在使用清潔劑擦拭電腦之前，必須先刷除表面的塵埃，可以避免塵埃刮傷表

面。即使不是年度打掃，平常時間也應該用清潔劑簡單的掃除附著的灰塵、

髒污，保持電腦長時間的乾淨。這類清潔刷單價不高，使用期限長，有些還

能除去靜電，標榜降低塵埃附著性，對表面清潔有些許助益。 

 

六、內外線材整理 

 

要讓電腦看起來具有質感，對於各式線材的整理也不可以馬虎。散亂的線路

不小心處理，甚至會有接觸不良、電路受阻等情況發生，妥善整理電線對於

用電安全有正面幫助。電腦線路包含主機內外兩部分，要注意穩固性、分解

便利性等，千萬別使用常見的橡皮筋，免得時間一久就會自動斷裂。（註一） 

 

七、電腦維修與保養的注意事項 
 

１、螢幕 
 

Ａ、絕不可拆開螢幕，因為螢幕內的變壓線圈可能仍殘留高壓電，你總

部希望自己成為一顆閃亮的燈泡吧！ 
 

Ｂ、螢幕四周保留適當空間，以利散熱。螢幕上最好不要堆置物品，以

免因散熱不良，害螢幕提早送進解體場。 
 

Ｃ、短時間不用電腦，而電腦仍然開著時，請關閉螢幕電源。記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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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螢幕保護程式就是關閉螢幕電源。省電省錢又能延長螢幕壽

命，何樂而不為呢？ 
 

Ｄ、清理外殼，塑膠部份可用抹布沾清水或中性清潔液擦拭，金屬部份

不可沾到水。玻璃面的部份，因表面常塗有許多層不同功能的薄

膜，最好先用清理相機鏡頭的空氣噴刷將灰塵顆粒清除 圖

（一） ，再用較好的拭鏡紙沾中性清潔液輕輕擦拭，以免刮傷表

面的薄膜。 圖（二） 

 
圖（一） 

資料來源：http://www.e-flyingfile.com.tw/Mall/MasterList.asp?ClassID=35 
 

 
圖（二） 

資料來源：http://www.e-flyingfile.com.tw/Mall/MasterList.asp?ClassID=35 

 
２、主機 
 

Ａ、主機後方最好保留一些空間，以利主機散熱，不然電腦發燒過度，將腦

袋燒壞了，不就成了火燒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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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清潔時，用毛刷刷除灰塵，再用抹布沾中性清潔液擦拭外殼及面板 圖

（三） ，後方的接頭部份不可沾濕 圖（四） ，以免生鏽而接觸不

良，成了殘廢電腦。 

 
圖（三） 

資料來源：http://www.e-flyingfile.com.tw/Mall/MasterList.asp?ClassID=35 
 

 
圖（四） 

資料來源：http://www.e-flyingfile.com.tw/Mall/MasterList.asp?ClassID=35 

 
３、鍵盤 
 

Ａ、不用時，最好以鍵盤蓋蓋著，以隔離灰塵。 

 

Ｂ、清潔時，以毛刷刷除灰塵，再將鍵盤翻轉，輕拍底部，將小雜物倒出來。

絕不可太用力，以免連鍵盤上的按鍵都給拍下來了！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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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資料來源：http://www.e-flyingfile.com.tw/Mall/MasterList.asp?ClassID=35 
 

４、滑鼠 

 

Ａ、使用前，先清一清滑鼠板上的灰塵，減少灰塵進入滑鼠內部的機會。（圖 

  六） 

 

Ｂ、清潔時，將滑鼠底部打開，取出小圓球，擦拭乾淨，再將滑鼠內和小圓

球接觸的地方的灰塵污垢清理乾淨，再恢復原狀即可。特別叮嚀：取出

圓球時，請特別小心，它雖然不會爆炸，可是卻挺滑溜的（不然怎麼叫

「滑」鼠呢？），可別掉在地上，滾丟了，或清潔後比清潔前更髒，那

就糗大了。對了！清潔過程絕不可讓家中小孩看到，以免滑鼠中的圓球

不時遭到綁架，影響親子關係，別說我沒有提醒您唷！（圖七） 

 

 
（圖六） 

資料來源：

http://www.bamboo.hc.edu.tw/research_publish/textbook/course2000/chapter10/

section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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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資料來源：

http://www.bamboo.hc.edu.tw/research_publish/textbook/course2000/chapter10/section04.

html 

 

５、印表機 

 

Ａ、點陣式印表機使用時，需注意紙張厚度的選擇，以免撞針提早夭折。 

 

Ｂ、噴墨印表機最好至少一周使用一次，以免墨水乾掉，阻塞噴嘴，送修可

要花不少錢的耶！平常不用時，最好用防塵罩蓋著。 

 

Ｃ、雷射印表機也是要注意防塵，定時清除堆積的灰塵。 

 

６、其他週邊配備 

 

Ａ、掃描器 

 

保養法同螢幕，特別小心，在清潔時不要刮傷玻璃面，以免在掃描美美

的玉照時，臉上出現許多來歷不明的「刀疤」。 

 

Ｂ、喇叭 

 

注意防塵。使用時，別開得太大聲，以免喇叭失聲。（註二） 

 

八、保養電腦所須具備之守則 
 
相信擁有一部屬於自己的電腦是一件令人興奮的事，只是擁有一部 
電腦之後要怎麼用?怎麼維護?許多這類的問題總是困擾一般電腦使用者 
。有鑑於此，在此特地將一些對電腦硬體該有的知識與維護的方法做一 
簡單的說明，希望能對讀者有所幫助。首先著手電腦的基本保養，在此 
列舉八項電腦的基本保養守則： 
 
１、大家都如通電腦是電器用品，所以跟一般電器用品一樣怕潮、怕晒、怕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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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也就是說，電腦擺設的位置最好避開潮濕、陽光直接曝晒或有強大電

場的環境。又由於電腦內部有著許多精密電子元件，所以特別怕摔，在電腦

啟動之後，最好連移動都不要。 
 
２、由於台灣地屬海島，相當潮濕，而電腦的啟動所產生的高溫剛好有助於主機

內部水份的蒸散，所以即使電腦不用也要養成兩、三週便開機一次，每次數

分鐘熱機的習慣，免得元件因潮濕而造成電子元件的短路。 
 
３、電腦螢幕是相當脆弱且容易產生高熱的電子設備，在關閉電腦的同時一定要

留意螢幕電源是否也一併關掉，特別是有蓋防塵輩習慣的使用者更應該小

心，免得螢幕燒掉還不自知呢！ 
 
４、製作開機片及保留一些好用的工具軟體於磁片中，以利維修時使用。 
 
５、重要資料勤於備份，不必要的檔案盡可能清除，如無必要則儘少做大量存刪

動作。 
  
６、定期一、兩個月掃毒。 
 
７、電腦機殼上不要有漏洞，免得有異物進入而破壞內部元件，建議是以鐵片、

面板或是膠帶封住洞口，以維持主機內部的封閉性。 
 

保養也許還不算是件難事，但談到維修可就不是那麼一回事了。雖然維修需

要相當的硬體知識，但是對於一些基本簡單的維修工作，卻是一般人也可以

做的來的事。就算大部分的維修工作無法自行ＤＩＹ，但是有了一些常識之

後，或許便能判斷電腦故障的原因，也好通知廠商來維修，不然主機故障卻

送螢幕去修，那可多笑話呀，不是嗎?首先來了解一下電腦結構。電腦主要

由主機、螢幕、鍵盤和滑鼠等所組成，一般電腦硬體問題多半是電腦開不起

來，抓不到硬碟或螢幕沒有訊息。要維修電腦，首先一定要先從螢幕上看到

的訊息。各位可先觀察一下螢幕，螢幕它有兩條線，一條是電源線。一條是

訊號線，若是螢幕的燈號沒亮，代表沒有電源，反之就是訊息有問題。一般

來說，只要用手將連接主機及螢幕的接點接好，螢幕訊息應該就會出現，不

然可能就是電腦開不起來或螢幕本身已經故障了。再來是判斷是電腦開不起

來還是螢幕燒掉。最簡單的方法是拿一個好的螢幕來試，若家中沒有其它的

螢幕，那麼麻煩您將耳朵移近主機，聽聽看電腦啟動後有無為達聲，有無嗶

嗶聲，主機面板燈有沒有亮，如果板燈沒亮，很可能是電腦的電源被踢掉了。

若是面板燈是亮的，硬碟的馬達也是啟動了「硬碟的馬達聲音比較電源供應

小」，那麼很可能是螢幕或螢幕顯示卡出問了，這時恐怕就需要討救兵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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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電腦在執行過程中常常遇到當機，且當機的時間跟執行的軟體不一，很

可能是設定值不理想或是記憶體不足，建議擴充記憶體或是找人來看看，檢

查電腦是否該好好「關機」一下了。但若是當機的時間跟軟體都是同一個，

那大概就應該軟體跟您意見不合了，可嘗試改變該軟體的設定值或是該軟體

重灌，最差的情況就是不再使用它。 
 

電腦的保養是一件相當容易的事，有了正確的電腦保養習慣，非但可以延長

電腦壽命，還可以保障自己的資料不致流失掉。至於維修本身由於需要相當

多的硬體及電腦知識，所以不是三言兩語可以描述清楚的，在此僅能就簡單

的基本維修和故障狀況做一個判斷，至於軟體設定和硬體的高階維修，建議

者還是拿給維修站去修會比較好，免得把沒壞的元件弄壞了，損失恐怕就更

大了。（註三） 
 
九、日常硬體維護須知 
 
１、保持室內溫度穩定與環境整潔 
 
  電腦主機本來就容易因過熱而產生當機，雖然主機內有散熱風扇不斷努力的

轉動，但是如果室溫太過高，也會影響到主機的溫度，所以平常在放置主機

的房間要保持通風良好，以調節室內溫度。 
  平常使用電腦時也不要在旁放置零食、飲料等等物品，這些食物會不但會招

致螞蟻，或者一不小心就會沾汙電腦，讓工作環境變得髒亂，相對的工作效

率也會降低。 
 
２、減少電腦搬動次數 
 
  減少電腦搬動次數就可以減少電腦擦撞的可能性，一但電腦擦撞的話，螢

幕、主機、各式電腦設備裡面的什麼零件被撞壞了，一般人沒辦法從外觀看

出來，所以最好是將電腦放置在平常個人最方便工作的地方，一但放置好

了，就不要再移動了。如果萬不得已，非得將電腦轉移陣地的話，請將當初

購買電腦時所附的電腦放置箱拿出來(也就是說不要將這些箱子當作垃圾丟

掉，要收集好以應付需要搬運電腦的情況)，將電腦放進去備有保麗龍的箱

子內，保麗龍可以減低搬運過程中電腦搖撞的影響，在搬運的過程中也要盡

量保持電腦的平穩。 
 
３、電腦與各類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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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不但很費電而且常常一台電腦上面就要接上延長電線、螢幕電源線…各

種複雜的電線，下列就針對電腦與電做些建議。 
 
  Ａ、電腦是蠻費電的物品，在第 1 章談到主機裡的電源供應器的瓦數在 200 
    瓦以上，開一台電腦相當於 3-4 盞 60 瓦燈泡的電力。如果電腦是處於 
    常常工作的狀態的話，建議平常不用電腦時可以將電腦設定為省電狀

態，不但電腦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達到省電的目的。 
 
  Ｂ、通常一台電腦所要接的電源線類非常多，像是主機電源線、數據機電源 
    線、列表機電源線等等，有時為了方便管理電源線，就會使用多孔的延 
    長電線。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來，電腦的電源開關除了主機背後的電 
     源開關以外還包括延長線上面的電源開關，因此常常會因為不小心按到

延長線的開關讓工作中的電腦總電源整個斷掉導致電腦資料流失毀損

的情形發生。這是使用延長線管理電源線要特別留意的地方。 
 
  Ｃ、電腦所連接的線類除了電源線以外，還有各式訊號線，這些線類不但多 
    而且長度不一，如果沒有經過整理捆綁，就會整個糾纏在一起，不但造 
    成視覺上的混亂，將來如果要找某條特定的線，就要傷透腦筋。其實每 
    次購買零件的時候，如果零件是接線形式的話，例如，各外接設備的訊 
    號線、電源線…都會附有一條小小的收納線，我們可以利用這個收納線 
    將這些訊號線、電源線做 s 形的捲動動作直到適當的長度再將之捆綁起 
    來好，這些線類就不會有糾纏混亂的現象了。 
 
４、放置電腦注意事項 
 
  電腦最好放置在平穩的桌上，並且不要跟其他電器放置的太接近，否則也是

會造成主機過熱的現象。 
 
５、常常注意電腦零件使用年限 
 
  電腦內每一個零件都是有固定壽命的，要特別注意的是硬碟使用年限，因為

硬碟裡面裝的是所有有關自己身家性命的資料，那一天硬碟掛了，裡面的資

料也會隨之報銷，所以注意硬碟的使用年限，以便定時做資料備份工作就變

得非常重要。通常硬碟的使用年限大約是 3 年。（註四） 
 
參●結論 

 

一、電腦的生命有限，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的延長他的壽命，從機殼到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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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每個部分都有可能出現對電腦危害的致命灰塵，所以當我們再清潔的時

候必須要注意到比較不起眼的小部分，以免因小失大。 

 

二、失去的時間不會回頭，同樣的已經壞掉的電腦如果以不更換零件為條件，要

把一台已經故障的電腦修好已經可以說是不可能的事情了，所以，盡可能定

期檢查讓您使用的電腦可以「高枕無憂」。 

 
三、在蒐集來自四面八方的資料時，我發現再清理電腦時都必須要注意同一個問

題，那就是：不管在清理電腦的什麼角落，都必須要注意到使用的清潔用具

以及塵埃的確實清理。清潔用具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正確工具能有效的清

潔，錯誤的工具卻可能傷害電腦而導致電腦的生命流失。在清理灰塵方面，

主機內部都有可能摻雜著很多的灰塵，除了傷害電腦之外，還有可能會造成

短路的現象，不只傷害電腦也可能會傷害到我們自己，所以做好電腦的保養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記得下次要隨時幫電腦做好清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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