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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前言

誠摯感謝您使用『華康珍藏』系列產品。

『華康珍藏』系列產品是年度授權式產品，在授權期間內可無限使用高

達數千餘套的字體。

在使用之際，請詳細閱讀使用手冊及「授權證明書」內容。

. 注意............

此使用手冊為『華康珍藏』系列產品.Windows.版和.Macintosh.版

共用，請依照您購買的平臺，選擇相關章節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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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環境

2-1 系統需求

安裝本產品之前，請先確認下列軟硬體使用的環境需求。

■Windows

• Windows 8.1/10 中文版作業系統

※ 最新的作業系統支援情況，請詳見本公司網站

• 能運行上述作業系統之個人電腦

■Macintosh

• OS X 10.10.5 ~ macOS 11.2.2繁體中文作業系統

※ 最新的作業系統支援情況，請詳見本公司網站 ]

• 上述作業系統所需之 Power PC G4/G5 Macintosh 以及 Intel Macintosh

■共通需求

• 每套字型約 5KB ～ 37.3MB 的硬碟空間间

• 本產品須透過寬頻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啟動字型安裝程式

■ 2 字型規格

■ OpenType.字型

字型格式：OpenType 字型

字型字型編碼：Unicode 編碼

■ TrueType.字体.(Windows）

字型格式：TrueType 字型

字型字型編碼：Unicode 編碼

2. 支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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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附贈字型

■.英數字型

字型格式為 TrueType 字型，分為英文、阿拉伯數字、中文數字三大分類， 

每分類又分成７系列：

‧FDA ‧FDB

‧FDC ‧FDD

‧RTA ‧RTB

‧SNA

2. 支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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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裝流程

■ 2. 移除流程

■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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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裝流程

. 注意............

以下的安裝方式是以在.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下，安裝『華康珍藏

專業版』為例，依客戶使用的作業系統及安裝『華康珍藏』版本的不

同而有些許安裝畫面的差異，敬請客戶注意。

1-1 序號認證

①在網路連線下，點選下載的程式安裝檔「DLinstaller_Windows.exe」，

執行安裝。

※ 在 Windows 8.1 /10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 依系統設定的不同， 會跳出「使

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框，請點選「允許」或「是」，再繼續執行安裝。

②程式將自動安裝於系統下。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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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安裝完成後，桌面上產生「DynaFont Library FontInstaller」捷徑，程式亦同

時開啟線上安裝程式主選單。

④點選「序號認證」，顯示下列對話框，請輸入 16 碼安裝序號，輸入完

後點選「確定」。

. 注意............

第二次以後於同一電腦進行安裝或移除字型時，..程式將不再跳出.

「序號認證」對話框。

⑤程式開始進行序號認證，認證完成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此時已

可點選「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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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

  「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是將欲安裝字型的電腦註冊至本公司的專屬伺

服器上。如未做此步驟，則無法繼續安裝字型。如同一台電腦已執行

過登錄手續，則之後在安裝字型時，無需再次進行此流程。

①點選「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

②程式隨即開始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完成登錄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

單，此時已可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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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裝字型

①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②跳出「使用授權書」對話框，請仔細閱讀，同意後點選「確定」。

. 注意............

第二次以後於同一電腦進行安裝字型時，將不再跳出「使用授權書」

對話框。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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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稍候數秒鐘後，開啟字型安裝程式。

A  [ 可安裝字型 ] 標籤

B  [ 可更新字型 ] 標籤

C  [ 可移除字型 ] 標籤

D  [ 匯出字型清單 ] 按鈕

E  [ 匯入字型清單 ] 按鈕

F  字型種類的選擇

G  字型檢索

H  字型範例的預覽

I   [ 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 ] 按鈕

◎字型的安裝

可先確認要安裝字型的種類，請點選畫面左上方的「字型種類」下拉

式選單，再選擇所需的類別。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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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上圖所框示的「OpenType」系列字型，只限『華康珍藏專業版』的

客戶方能顯示並使用。

❶在選定好的字型種類中，選擇需要安裝的字型。

※ 字型安裝程式畫面左下方是字型分類清單，點選「全選」前「+」符號，

可將該字型分類清單向下展開。

※ 點選單一字型分類，即可顯示此分類中所有字型的列表。點選字型列表

上方的「全選」方格， 即可將此分類中所有的字型標上勾選記號，欲取

消時， 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也可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按鈕 )。

※ 亦可單一勾選所需字型，想取消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所選字型的

範例，可在右上方顯示預覽。

※ 字型安裝程式畫面右方將會顯示欲安裝字型的名稱、可使用硬碟空間及

所需硬碟空間。

. 注意............

由於使用者的軟硬體配備各不同，若安裝過多字體，可能會導致部

分作業系統執行速度變慢，故請盡量安裝所需的字體即可，並掌控

好硬碟的剩餘空間。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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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選擇需要安裝字型完畢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安裝」按鈕。

❸隨即開始進行字型安裝。

❹安裝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❺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安裝程式」， 出現如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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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的最愛

使用「我的最愛」功能，方便使用者將常用與喜歡的字型，加入「我

的最愛」清單中， 當下回要使用時，可以直接從「我的最愛」清單中選

擇，省去搜尋的時間和麻煩。

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字型種類」下拉式選單，再選擇「我的

最愛」。

❷字型安裝程式畫面的左側隨即顯示「我的最愛 1」。

※ 將滑鼠指標指到「我的最愛 1」上面，按滑鼠左鍵一下，便可更改名稱。

※ 點選「我的最愛 1」下方的「+」符號，可新增「我的最愛」檔案夾。

※ 欲刪除新增的「我的最愛」檔案夾，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刪除」，隨

即跳出確認刪除的訊息， 點選「是」，即可完成刪除。

❸在展開的字型種類中，點選喜歡的字型名稱後按滑鼠右鍵，跳出右鍵

選單，再選擇「加到我的最愛 1」，所選的字型隨即加入「我的最愛 1」

清單中。

1. 安裝流程



Windows 系統篇  18

※ 欲連續選取字型時，可按住 Shift 鍵後，再一一點選所需的字型名稱，

以加入「我的最愛 1」清單中。

※ 欲刪除已加入「我的最愛 1」清單中的字型，點選該字型後按滑鼠右鍵，

再選擇「刪除」即可。

❹可點選「我的最愛 1」，確認已加入「我的最愛 1」的字型清單。

◎字型清單的匯出與匯入

當遇到下列情況時，建議使用本產品的字型清單的匯出與匯入功能，

以節省您寶貴的時間。

1. 欲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時

2. 同一使用授權之下，欲使多台電腦安裝相同字型時

3. 想匯入「我的最愛」的字型清單時

▶字型清單的匯出
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匯出清單」按鈕。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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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跳出「另存新檔」的視窗。

❸設定好檔案名稱、儲存位置後，按「存檔」鈕。

❹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❺匯出的字型清單會儲存於指定位置。

接著，請依下列字型清單匯入的步驟，將字型清單轉匯入其它電腦中。

▶字型清單的匯入
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匯入清單」按鈕。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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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隨即跳出「開啟舊檔」的視窗。

❸選擇匯出的字型清單後，按「開啟舊檔」鈕。

❹跳出如下的對話框，依需求點選欲匯入的項目（已安裝字型清單或我
的最愛）後， 請點選「確定」。

❺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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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隨即如下圖所示，字型已自動標上勾選記號。

❼可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安裝」按鈕，直接進行安裝。

◎發掘字型故事

本安裝程式畫面右方可顯示欲安裝字型的範例外，建議也可使用「發

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以進一步了解華康字型的故事。

❶在字型安裝程式展開的字型清單中，點選字型名稱前有 者。

❷此時，畫面右上方的「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已可點選。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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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點選「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隨即開啟介紹該字型故事的

網頁。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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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除流程

2-1 移除字型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 在 Windows 8.1 /10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 依系統設定的不同， 會跳出「使

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框，請點選「允許」或「是」，再繼續執行安裝。

②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③開啟字型安裝程式。

※ 字型名稱顯示反灰時，表示該字型已安裝於電腦中，可被移除。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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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點選畫面上方「可移除」標籤，顯示可移除的字型列表。

⑤勾選欲移除的字型，選擇完畢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移除」按鈕。

※ 想取消字型移除的勾選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想取消所有字型移除的勾選時，請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按鈕，

則可取消勾選。

. 注意............

移除字型時，若勾選原先已安裝在系統下的華康字型（非收錄於『華

康珍藏』者），則一併會被移除。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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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隨即進行字型移除，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完成移除。

⑧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安裝程式」， 出現如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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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刪除已登錄 PC 之登錄記錄

當授權到期或欲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時，請刪除該電腦的登錄

記錄。

. 注意............

執行「刪除已登錄.PC.之登錄記錄」，可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

但授權期間不因此而變更。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 在 Windows 8.1 /10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 依系統設定的不同， 會跳出「使

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框，請點選「允許」或「是」，再繼續執行。

② 點選程式主選單的「刪除已登錄 PC 之登錄記錄」。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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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④程式隨即開始移除，移除完畢後，出現以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

定」。

⑤程式隨即開始移除字型，移除完畢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此時已

可點選「列印刪除 PC 登錄證明」。

⑥點選「列印刪除 PC 登錄證明」。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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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隨即顯示刪除 PC 登錄證明，請點選「列印」。

⑧列印完畢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安裝程式」，出現如

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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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除華康珍藏 FontInstaller

針對『華康珍藏』系列產品客戶，本公司提供移除 FontInstaller 的功能。

移除步驟如下：

①請點選「開始」→「DynaComware」→「DynaFont Library Uninstall」。

※ 若沒顯示「DynaFont Library Uninstall」，請點選「DynaFont Library」按

右鍵→「更多」→「開啟檔案位置」→「DynaFont Library Uninstall」。

※ 在 Windows 8.1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開啟「應用程式」一覽，點選

「DynaFont Library Font Installer」按右鍵→「開啟檔案位置」→「Uninstall」。

※ 在 Windows 8.1 /10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 依系統設定的不同， 會跳出「使

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框，請點選「允許」或「是」，再繼續執行。

②跳出下列視窗，點選「移除」。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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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除流程

③程式隨即開始移除。

④移除完畢後，出現以下的確認視窗，請點選「關閉」。

⑤移除程式完畢，桌面會產生下列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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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點開此檔案，隨即顯示「DynaFontLibrary 移除證明」。

. 注意............

執行移除華康珍藏.FontInstaller.的同時，也一併會將安裝於電腦內

本產品收錄的所有字型刪除。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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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更新 

3-1 程式更新

針對『華康珍藏』系列產品客戶， 本公司提供線上更新安裝程式的服務，

當客戶在連接網際網路下，啟動『華康珍藏』系列產品的安裝程式時，

程式會自動偵測是否有新版本的安裝程式。

. 注意

進行線上更新時，請務必先連接網際網路。
.

若偵測到新版時，會出現以下對話框。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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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請點選「確定」，隨即開始進行下載新版安裝程式。

②下載結束後，會自動安裝更新程式。 

③更新完成後，直接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3-2 字型檔案更新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 在 Windows 8.1 /10 作業系統下執行時， 依系統設定的不同， 會跳出「使

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框，請點選「允許」或「是」，再繼續執行安裝。

②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開啟字型安裝程式。若偵測到新版字型檔案時，

會在畫面上方的「可更新」標籤出現訊息。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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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點選「可更新」標籤，顯示可更新的字型列表。

④請勾擇欲更新的字型，確認無誤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更新」按鈕。

※ 想取消字型更新的勾選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想取消所有字型更新的勾選時，請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則

可取消勾選。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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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隨即開始進行字型更新。  

⑥字型更新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⑦字型列表隨即移除已更新的字型。      

⑧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安裝程式」， 出現如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確定」。

3. 線上更新



Macintosh 系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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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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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裝流程

. 注意.

以下的安裝方式是以在.Mac.OS.10.15.2.作業系統下，安裝『華康

珍藏專業版』為例，依客戶使用的作業系統及安裝『華康珍藏』版

本的不同而有些許安裝畫面的差異，敬請客戶注意。

...........

. 注意

執行安裝時，建議以具有「系統管理者」權限的帳號來進行。

.

1-1 序號認證

①在網路連線下，點擊下載的程式安裝檔「DLinstaller_OSX109_1015.

zip」二次，系統自動解壓縮，執行解壓縮後資料夾內的「Installer .

app」。

②程式將自動安裝於系統下。

③安裝完成後，桌面上產生「DynaFont Library FontInstaller」捷徑，程式

亦同時開啟線上安裝程式主選單。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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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點選「序號認證」，顯示序號認證對話框，請輸入 16 碼安裝序號，輸

入完後點選「確定」。

. 注意............

第二次以後於同一電腦進行安裝或移除字型時，.程式將不再跳出

「序號認證」對話框。

⑤程式開始進行序號認證。

⑥認證完成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此時已可點選「登錄欲安裝字型

之 PC」。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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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

「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是將欲安裝字型的電腦註冊至本公司的專屬

伺服器上。如未做此步驟，則無法繼續安裝字型。如同一台電腦已執

行過登錄手續，則之後在安裝字型時，無需再次進行此流程。

①點選「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

②程式隨即開始登錄欲安裝字型之 PC，完成登錄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

單，此時已可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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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裝字型

①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②跳出「使用授權書」對話框，請仔細閱讀，同意後點選「同意」。

. 注意............

第二次以後於同一電腦進行安裝字型時，..將不再跳出「使用授權書」

對話框。 ....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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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稍候數秒鐘後，開啟字型安裝程式。

A [ 安裝字型 ] 標籤

B [ 更新字型 ] 標籤

C [ 移除字型 ] 標籤

D [ 匯出字型清單 ] 按鈕

E [ 匯入字型清單 ] 按鈕

F 字型清單的選擇

G 字型檢索

H 字型範例的預覽

I [ 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 ] 按鈕

◎字型的安裝

可先確認要安裝字型的種類，請點選畫面左上方的「字型清單」下拉

式選單，再選擇所需的類別。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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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上圖所框示的「OpenType」系列字型，只限『華康珍藏專業版』的

客戶方能顯示並使用。

❶在選定好的字型清單中，選擇需要安裝的字型。

※ 字型安裝程式畫面左下方是字型分類清單，點選「全部」前的三角符號，

可將該字型分類清單向下展開。

※ 點選單一字型分類，即可顯示此分類中所有字型的列表。點選字型列表

上方的「全選」方格， 即可將此分類中所有的字型標上勾選記號，欲取

消時， 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也可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按鈕 )。

※ 亦可單一勾選所需字型，想取消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所選字型的

範例，可在右上方顯示預覽。

※ 字型安裝程式畫面右方將會顯示欲安裝字型的名稱、可使用硬碟空間及

所需硬碟空間。

. 注意............

由於使用者的軟硬體配備各不同，若安裝過多字體，可能會導致部

分作業系統執行速度變慢，故請盡量安裝所需的字體即可，並掌控好

硬碟的剩餘空間。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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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選擇需要安裝字型完畢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安裝」按鈕。

❸隨即開始進行字型安裝。

❹安裝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❺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加入我的最愛

使用「我的最愛」功能，方便使用者將常用與喜歡的字型，加入「我

的最愛」清單中， 當下回要使用時，可以直接從「我的最愛」清單中選

擇，省去搜尋的時間和麻煩。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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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字型清單」下拉式選單，再選擇「我的

最愛」。

❷字型安裝程式畫面的左側隨即顯示「我的最愛 1」。

※ 將滑鼠指標指到「我的最愛 1」上面，按滑鼠左鍵一下，便可更改名稱。

※ 點選「我的最愛 1」下方的「+」符號，可新增「我的最愛」檔案夾。

※ 欲刪除新增的「我的最愛」檔案夾，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刪除」，隨

即跳出確認刪除的訊息， 點選「是」，即可完成刪除

❸在展開的字型清單中，點選喜歡的字型名稱後按滑鼠右鍵，跳出右鍵

選單，再選擇「加入我的最愛」→「我的最愛 1」, 所選的字型隨即加

入「我的最愛 1」清單中。

※ 欲連續選取字型時，可按住 Shift 鍵後，再一一點選所需的字型名稱，

以加入「我的最愛 1」清單中。

※ 欲刪除已加入「我的最愛 1」清單中的字型，點選該字型後按滑鼠右鍵，

再選擇「從我的最愛 1 移除」，隨即可刪除。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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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可點選「我的最愛 1」，確認已加入「我的最愛 1」的字型清單。

◎字型清單的匯出與匯入

當遇到下列情況時，建議使用本產品的字型清單的匯出與匯入功能，

以節省您寶貴的時間。

1. 欲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時

2. 同一使用授權之下，欲使多台電腦安裝相同字型時

3. 想匯入「我的最愛」的字型清單時

▶字型清單的匯出
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匯出字型清單」按鈕。

❷跳出如下的對話框。

❸設定好檔案名稱、標記、儲存位置後，按「儲存」鈕。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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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❺匯出的字型清單會儲存於指定位置。

接著，請依下列字型清單匯入的步驟，將字型清單轉匯入其它電腦中。

▶字型清單的匯入
❶點選字型安裝程式左上方的「匯入字型清單」按鈕。

❷隨即跳出如下的視窗。

❸選擇匯出的字型清單後，按「打開」鈕。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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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跳出如下的對話框，依需求點選欲匯入的項目（已安裝字型清單或我

的最愛）後， 請點選「好」。

❺完畢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❻隨即如下圖所示，字型已自動標上勾選記號。

❼可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安裝」按鈕，直接進行安裝。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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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字型故事

本安裝程式畫面右方可顯示欲安裝字型的範例外，建議也可使用「發

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以進一步了解華康字型的故事。

❶在字型安裝程式展開的字型清單中，點選字型名稱前有 者。

❷此時，畫面右上方的「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已可點選。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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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點選「發掘更多繽紛的字型故事」按鈕，隨即開啟介紹該字型故事的

網頁。

 

1. 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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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除流程

2-1 移除字型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②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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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開啟字型安裝程式。

※ 字型名稱顯示反灰時，表示該字型已安裝於電腦中，可被移除

④點選畫面上方「移除」標籤，顯示可移除的字型列表。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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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勾選欲移除的字型，選擇完畢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移除」按鈕。

※ 想取消字型移除的勾選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想取消所有字型移除的勾選時，請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按鈕，

則可取消勾選。

. 注意............

移除字型時，.若勾選原先已安裝在系統下的華康字型（非收錄於『華

康珍藏』者），則一併會被移除。

⑥隨即進行字型移除，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完成移除。

⑦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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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刪除已登錄 PC 之登錄記

當授權到期或欲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時，請刪除該電腦的登錄

記錄。

. 注意............

執行「刪除已登錄.PC 之登錄記錄」，.可更換電腦而另行使用本產品，

但授權期間不因此而變更。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②點選程式主選單的「刪除已登錄 PC 之登錄記錄」。

③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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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程式隨即開始移除，移除完畢後，出現以下的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⑤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此時已可點選「列印刪除 PC 登錄證明」。

⑥點選「列印刪除 PC 登錄證明」。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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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隨即顯示刪除 PC 登錄證明，請點選「列印」。

⑧列印完畢後，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2. 移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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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更新 

3-1 程式更新

針對『華康珍藏』系列產品客戶，本公司提供線上更新安裝程式的服務，

當客戶在連接網際網路下，啟動『華康珍藏』系列產品的安裝程式時，

程式會自動偵測是否有新版本的安裝程式。

. 注意

進行線上更新時，請務必先連接網際網路。

 若偵測到新版時，會出現以下視窗。 

① 請點選「好」，隨即開始進行下載新版安裝程式。

②下載結束後，會自動更新安裝程式並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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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字型檔案更新 

①點選桌面上的快捷圖示，開啟安裝程式主選單。   

②點選「安裝或移除字型」，開啟字型安裝程式。若偵測到新版字型檔案時，

會在畫面上方的「更新」標籤出現訊息。 

③點選「更新」標籤，顯示可更新的字型列表。 

                    

4. 請勾擇欲更新的字型，確認無誤後，點選畫面右下方的「更新」按鈕。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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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取消字型更新的勾選時，再點選一次方格即可。

※ 想取消所有字型更新的勾選時，請點選畫面右下方的「全部清除」，則

可取消勾選。

⑤隨即開始進行字型更新。  

⑥字型更新後，會跳出確認對話框，請點選「好」。   

⑦字型列表隨即移除已更新的字型。      

⑧關閉字型安裝程式畫面，此時會回到安裝程式主選單，請點選「離開」。

3. 線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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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注意事項

‧ 因應本產品是藉由網路連線進行安裝與更新， 所以在安裝與更新程式

時，電腦須保持網路連線暢通。

‧ 電腦內如已安裝本公司的盒裝產品字型，一樣可在該產品內附授權書說

明的使用範圍內，繼續使用字型。

‧ 字型名稱後面附有字符 (P) 的，表示這套字型的 ASCII 半形英文數字字

元為不等寬的調和字元；未附有字符 (P) 的，表示這套字型的 ASCII 半

英文數字字元，為等寬的定距字元。

‧ 字型名稱後面附加的英文字元（例如：W3、W5 等），用以標示該字型

之筆劃粗細定義值，數字愈大，表示該字型之筆劃愈粗。

‧ 安裝華康簡體中文 GB5 字型之後，開啟繁體中文文件，全選文字內容，

選用華康簡體中文 GB5 字型，即可將繁體字文件轉換成以簡體字顯示。

‧ 產品附屬的字型範例和碼本為 PDF 格式，建議在開啟檔案之前 , 請

先自行至 Adobe 網站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 Adobe Reader，以便瀏覽。

1. 產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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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服務專線

威鋒數位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設有服務熱線，幫助您解決使用上的問題，

如遇客戶服務專線忙線或問題敘述較複雜時，可利用傳真或 E-mail，

以便充分解決您的問題：

聯絡電話：02-2655-7558 傳真電話：02-2655-7559

客服專線：0800-211591

E - Mail ：service-tw@dynacw.com

華康字型官網：https://www.dynacw.com.tw

2. 客戶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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