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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Windows 支援環境

Windows 10, 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XP

系統需具備微軟 .NET Framework 3.5

10.11 El Capitan

10.10 Yosemite, 10.9 Mavericks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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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網站下載字庫管理工具安裝檔案

Mac OS 支援環境

http://ifontcloud.com/index/subscriptionFont.jsp

軟體版本不定期更新，請參考網頁中最新的版本號為主



安裝 / 登入
INSTALLATION / LOGIN

STEP 1： 點擊下載的軟體安裝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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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字庫管理工具 (Windows)

STEP 2： 點擊「下一步」 STEP 3： 點擊「安裝」

STEP 4： 等待程序完成安裝 STEP 5： 點擊「完成」 STEP 6： 輸入 iFontCloud 帳號密碼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安裝 / 登入

STEP 1： 點擊下載的軟體安裝檔

INSTALLATION /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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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字庫管理工具 (Mac OS)

STEP 2： 將軟體圖示拖入應用程式內

STEP 3： 於應用程式中執行 iFontCloud STEP 4： 登入 iFontCloud 帳號密碼

click

drag



軟體概觀

字庫管理工具執行縮圖

Windows：螢幕右下通知區域列

Mac OS：螢幕右上使用通知列

OUTLINE
字庫管理工具介面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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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列表：最新通知           軟體資訊           軟體設定           訂單資訊

2. 主內容區：點選功能列表或群組後，內容的呈現區域

3. 執行列：執行主功能區所選定的字型 (如安裝/卸載字型)

4. 狀態顯示列：內容執行的進度與相關結果

5. 分類：依照字型特徵區分類別，亦可自行定義群組

1. 功能列表

5. 分類

4. 狀態顯示列

2. 主功能區

3. 執行列



啟用訂單
ORDER ACTIVATION

將訂單授權給此PC

已啟用

click：確認將方案授權該電腦(授權的剩餘數量將減一)

授權必須先至        頁面啟用後，才能於字型列表上安裝字型
一份授權僅可授權於一部PC上，若要更變授權的PC，可參考P.6「授權管理」修改

已啟用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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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管理

所有啟用的訂單可登入網站的會員專區「授權管理」頁面管理
刪除已授權的電腦後，可將授權轉移至另一台電腦啟用

AUZ MANAGEMENT
查看與管理方案所授權的電腦

以訂單編號管理：列出訂單授權於哪部電腦上 以機台名稱管理：列出該電腦授權了哪些訂單

https://ifontcloud.com/index/account_auth_sub.jsp https://ifontcloud.com/index/account_auth_sub.jsp

click

click

click ：解除於該電腦上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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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字型

安裝完成後即可於各軟體中使用

部分軟體可能需重啟以讀取新字型

click 2click 1

點選左邊群組列表後即可選擇字型安裝

click 3

FONT INSTALLATION
將字型安裝於PC上

click 1：選擇字型列表選單

click 2：選擇要安裝的字型

click 3：開始安裝

不連續複選：
  Windows → 直接click挑選
  Mac → Command + click

連續複選：
  Mac → Shift + click/拖曳

未安裝未購買字型狀態燈： 安裝中 已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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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載後字型即從軟體列表中移除

部分軟體可能需重啟以讀取新字型

點選左邊群組列表後即可選擇字型卸載

click 2click 1

click 3

卸載字型
FONT UNINSTALLATION

將字型自PC上卸載

click 1：選擇字型列表選單

click 2：選擇要卸載的字型

click 3：開始卸載

不連續複選：
  Windows → 直接click挑選
  Mac → Command + click

連續複選：
  Mac → Shift + click/拖曳

未安裝未購買字型狀態燈： 安裝中 已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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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CLASSIFICATION

依語系分類：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歐文...

依語系分類：
 明體、黑體、圓體、宋體...

自訂：
 根據需求定義字型分類方式
 (參考P.10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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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字型都有對應的類別，可根據分類方式自動歸類字型：

依照風格/語系分類

click

click：選擇分類方式



分類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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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類選擇「自訂」後，即可設定分類名稱並隨時於分類列表增減字型：

自訂分類(一)

click 1：點選「+」新增類別並輸入類別名稱

click 2：點選全部字型或任一分類

click 3：於字型列表中選擇要加入分類的字型

click 4：將選擇的字型加入群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click 4



分類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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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類選擇「自訂」後，即可設定分類名稱並隨時於分類列表增減字型：

自訂分類(二)

click 1：點選全部字型或任一分類

click 2：挑選要加入分類的字型

click 3：點選「加入群組」，並於欄位中輸入分
    類名稱、或選擇已存在的分類

click 4：將選擇的字型加入群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click 4



分類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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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類選擇「自訂」後，即可設定分類名稱並隨時於分類列表增減字型：

移除分類

click 1：於自訂分類中選擇要移除的字型分類

click 2：選擇要移除的字型

click 3：點選「移出群組」

click 1

click 2

click 3



軟體設定

開機時一起啟動

SETTINGS

電腦開機時自動將字庫管理工具啟動
並載入上次關機前有安裝的字型。

語言

更換字庫管理工具顯示語言，如字型
名稱未提供該語言則以英文預設。

租期到期前N天顯示通知 (Mac OS)

預設為到期前7天通知。接近授權字型
到期時，設定Mac OS通知中心提醒。

Proxy

若網路環境有經過Proxy，可啟動此功
能自動偵測並連接。

字型列表

顯示所有iFontCloud有提供的字型。

清除暫存檔

清除非安裝中的字型暫存檔，並在下
安裝時重新取得最新的字型檔。可根
據習慣設定自動清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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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設定語系、自動化功能：



常見問題

我可以購買一份租賃字型的授權後，跟其他人一起使用嗎？

FAQ

不可以。租賃字型的授權是針對電腦，一部電腦需要一份授權才
可安裝字型使用，因此一份授權無法同時讓多台電腦使用字型。

我無法登入字庫管理工具

請確認您的網路是否通順。

若有任何問題，我們將協助您處理

Email 1： ifontcloud@arphic.com.tw
Email 2： ifontcloud@qq.com
電話： 886-2-82598356 #623
  (非國定假日星期一至五 09:00 - 18:00)

設定另一組密碼作為字庫管理工具登入使用

請先登入iFontCloud，然後於「會員專區」>
「授權管理」>「密碼管理」設定，就可以另
一組密碼讓字庫管理工具登入，但帳號無法
不同。

租賃字型授權哪些範圍呢？

凡舉平面設計、商標、影音字幕等，於租賃字
型的授權期間皆可製作，並做為商業使用，
唯不可用以註冊商標。而在授權期間過後，
已製作完成之作品仍可作商業使用，如需再
進行編修則需要再次租賃相關字型。

我有租賃了方案，但是在字型列表中看不到

必須先於訂單列表         啟用租賃的方案，方案中的字型才會顯
示在字型列表中，並請確認方案是否在授權期間內。

我安裝了字型卻無法在其他軟體中看到

請重新啟動該軟體，即可看到安裝的字型；如果是剛開機，請稍
待字庫管理工具將字型完整載入(載入時間會根據載入數量有所
不同)，再開啟軟體使用。

iFontCloud線上客服iFontCloud線上QQ

沒有網路是不是就無法使用字型了？

租賃字型提供最長14天的以內離線使用。請先在有網路的環境
中安裝需要的字型，安裝的字型於14天內皆可於無網路的環境
中使用。(P.S. 若點選設定中的「清除暫存檔」，會清除當下未安
裝的所有字型紀錄，需要再次透過網路安裝字型)。

我有一台桌機與一台筆電，可以授權轉移給另一台電腦使用嗎？

可以，進入「會員專區」>「授權管理」>「租賃字型」即可看到目
前方案所授權的電腦，點選「刪除」後，就可以在另一台電腦上
開啟授權使用。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