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用 gcin 「gcin(全能版), gcinfree(TW 中文輸入, 實用版)」
1. 請執行 gcin 輸入法工具，同意「顯
示在其他應用程式上層」授權，gcin
才能使用，請勿跳過。候選詞、編輯
區視窗顯示需要這個授權。

2. 自動開啟「鍵盤與輸入法」。鍵盤與輸入法→如圖開啟 gcin
或 gcinfree → 跳出警告畫面，選 OK。本輸入法保證不傳送
使用者的資料。

3. 選擇目前的輸入法

gcin 或 gcinfree

因為 gtab 輸入法(倉頡、行列…)需要從網路下載資料 & 有下載共享詞庫、發音
的語音資料庫的功能，所以需要連線到 Internet 的權限。
實用版有廣告、工具列的工具數量限制、剪貼簿/使用者符號儲存格數量限制，
無法匯出入自己新增的輸入法中文、英文詞

＊ 字首注音，已輸入的注音可點字移動游標中間插入補注音縮小範圍，不用
刪除重新輸入。完成後必須點游標到最後一個注音
＊ 例如想用字首注音輸入「不要」，不小心輸入「ㄅㄧ」，長按可分為」，長按可分為
「ㄅ」「ㄧ」，長按可分為」
＊ 例如想輸入「中華電信」，不小心先選了「中」，接下來輸入ㄏ，會顯示
ㄏ開頭的字，不會找中ㄏ。想找中ㄏ，可以點注音輸入區的藍色游標。
＊ 快選長詞，例如輸入「天下」，接下來可一次選完「沒有白吃的午餐」
「無不散的筵席」… 用過的詞會依使用次數放在前面，請有耐心訓練它，會
調出滿意的順序。
長按鍵的功能
鍵長按可用來切到使用者符號鍵盤
•中文鍵盤「a1」、英數鍵盤「中」長按可用來切到大數字鍵盤
•長按空白鍵可設定成：1.開啟剪貼簿 2.用來切換 Android 輸入法 3.顯示
gtab 拆碼
•{|} or

•長按

Enter 可以切換 gcin 內的輸入法&其他功能，包含單手操作模式
縮小鍵盤
想要使用聲母、韻母注音輸入錯誤，可以直接覆蓋修正 及 聲母 and 韻母同時
輸入(例:ㄓㄨㄥ 同時按)
41 鍵注音才可以同時輸入，還要：gcin 輸入法工具→設定→詞音注音設定→41
鍵可無聲調注音→取消
詞音(注音)想要與電腦一樣，可以用大字編輯區，可改字，要按 Enter 送出
gcin 輸入法工具→設定→詞音注音設定→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取消
為何有時候點了螢幕按鍵會沒反應，或是想要點到按鍵太邊界的保護
設定→點觸時→防錯按鍵間距→→0，當點到太邊界時會忽略此按鍵，設成 0 則關
閉。內定是 0。

二十一鍵注音如何輸入
一般如果這個字已輸入聲母(ㄅㄆㄇ……)，接下來可直接輸
入韻母(ㄧ」，長按可分為ㄨㄩㄚㄜ)。如果這個字是沒有聲母(ㄅㄆㄇ…)，
例如「彎安」按鍵向右滑或快速點兩次就可以輸入(ㄧ」，長按可分為ㄨ
ㄩㄚㄜ)。「ˇ？ ˋ、 ˊ ˋ、 ˊ, ˙。」 可以輸入標點符號，就是
「ㄕㄖㄗㄘ」向右滑。」向右滑。

為何我之前購買的全能版詞庫不如實用版
•

因為更新後不會動使用者的資料。gcin 工具→右上┇→初始化→詞音詞→初始化→詞音詞→詞音詞
庫，只適用於詞音

覺得候選字太小，不容易選
候選格的高：設定→外觀大小設定→候選列高。 候選格的文字： 設定→外觀
大小設定→候選列字型/列高比例(%)
想用倉頡、行列、大易、簡易(速成)等輸入法，輸入法選單沒得選
需要從網路下載。gcin 輸入法工具→下載輸入法(倉頡…)→勾選需要的輸入法→
下載&儲存。
倉頡、行列、大易中如何查詢拆字
• 要用注音查詢字，長按 Enter 用 gcin 內的輸入法選「注

音」，不是用「詞音」，可選任何注音鍵盤包含拼音。
也可以在工具列新增「注音←→內定輸入法，查詢拆
碼」，點了「注」按鈕就可以快速切到注音，查詢完
成後再點一下「注」就切回原輸入法。字根/拆碼/拆字
顯示在空白鍵。

• 按右下角的 ` (反引號)→出現  Find 提示→輸入

要查詢的字→注音選字→在空白鍵出現 拆字。
需要設定：直幅鍵盤選項→同音字查詢→同音字查詢
• 長按 Enter 點「拆碼」可顯示全部的拆碼。也可

以考慮在設定中把長按空白鍵改成顯示完整拆碼。

• 倉頡、五四三倉頡、行列如何使用* (萬用字元) 查詢。需要設定：直幅鍵

盤選項→同音字查詢→同音字查詢。倉頡、五四三倉頡可以長按右下角 `反引號來輸入
* (萬用字元) 查詢。
行列/倉頡/大易輸入法中如何關閉/開啟關聯詞(預選詞)
• 倉頡如果要使用關聯詞，建議選擇五四三倉頡。其他輸入法(行列、大易)：

gcin 輸入法工具→gtab 輸入法→詞庫自動選字→由.gtab 指定/全部開啟/全
部關閉
• 如果「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開啟，會自動設定「詞庫自動選字」→全部

開啟。所以要設定「詞庫自動選字」→全部關閉，需要先「不需 Enter 自
動送出」關閉。
為何行列的一級、二級簡碼在開啟關聯詞後消失
因為字根會與編輯區內的字詞接龍，先列候選詞。如果「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
開啟，就可以減少這種情形，此時編輯區會常常清空。此時如果輸入完整字根，
候選字接在候選詞的後面。也可以「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關閉、「詞庫自動選
字」→全部關閉，就變成只用單字。
自動選字想要選字詞就直接送出，不用按 Enter 送出，或是要編輯區 enter
•

不需 Enter 鍵自動送出→開啟/關閉。

•

使用「不需 Enter 鍵自動送出」，倉頡、行列在按空白鍵後，如果候選字
是唯一，則會直接送出，多個候選字會留在拆字區，可選詞，或是到選
單的最後，可選單字。大易、無啥味按空白會直接送出。

不喜歡候選字詞只能顯示一列，還要點選按鍵才能顯示全部
內嵌候選字→關閉
想要有最上面一排是數字的倉頡
•

設定→gtab 輸入法(倉頡…)→顯示數字鍵

想要沒有數字的行列輸入法
下載「行列無數」
gtab(倉頡…)按藍色拆碼輸出大寫，要改成小寫
長按藍色拆碼輸入區可切換拆碼大小寫字母輸出
gtab(倉頡、大易、行列…) 缺字、或是想加輸入拆碼可選詞(簡碼詞)
gcin 工具→右上┇→初始化→詞音詞→倉頡…內定輸入法外加字詞。初始範例 aaaa bbbb 是按鍵，
可以改成任何原輸入法已定義的按鍵組合(例 a..z))，不能用以外的。

gtab(倉頡 螢幕數字鍵選字
因為可以直接點候選字列，數字改用來輸入數字，「螢幕數字鍵選字」一般是
不需要。要開啟，設定→gtab(倉頡…→螢幕數字鍵選字
鍵盤按鍵不顯示中文字根，只顯示英數大字
設定→中文鍵盤以英數鍵盤顯示
大易輸入法需要看英文字，鍵盤的英文字太小
選項→同音字查詢「鍵盤按鍵右下角字型大小 %」可調整大小
簡易速成 與 簡易速成 9 有何不同
簡易速成 選字是用 1234567890， 簡易速成 9 是 123456789
簡易速成想要按 2 鍵就出字，不用空白
按滿自動送字→全部開啟
如何新增詞
詞音、(倉頡…自動選字)使用「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沒有 gcin 的編輯區。在
輸入句子到 app，還沒輸入標點符號時，立即長按 Enter，選擇「加詞」。如果
內容已消失，則在 app 的編輯區用游標鍵盤全選、複製到剪貼區，再點加詞，
相當於使用詞庫→從文章學習詞。
詞音、(倉頡…自動選字)關閉「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
或是英數鍵盤，就有 gcin 的編輯區
1. 點編輯區的字把游標移至詞的開頭，gcin 編輯區
的上方輸出現 工具列，其中一個鈕是「加詞 」
2. 點「加詞」，加完詞後 游標 會自動移到結尾。
如果是用實體鍵盤則是按 Shift-Enter
使用「不需 Enter 自動送出」新增詞的詳細步驟
請在 gcin 輸入法工具→下載輸入法(倉頡…) ，確認內定的輸入法(圈)是選擇自
己要的輸入法，可選詞音、倉頡、行列…，步驟一樣。這邊以倉頡為範例
• 例如已輸入「大大水水水」到 app 應用程式的編輯區，想加入「水水水」
這個詞，這時候立即長按「Enter」，接著點「加詞」

•

出現 加詞畫面，如右圖步驟點箭頭標示位置，選擇黃色「水水
水」的範圍，可點←→按鈕調整範圍，然後「加詞」

• 這邊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字根、注音，然後按「確
定」，出現 「新增完成」或是「已存在」的訊息。如
果不用再新增詞，可以按返回鍵結束。

如何刪除詞(中文/英數)
gcin 輸入法工具→(英數)詞庫編輯。你最近新增的詞是放在底部，如果要刪之
前的：
1. 點底下的「1」跳至第 1 行
2. 點

尋找，輸入要找的詞，關閉鍵盤

3. 點最左邊的方格勾選要刪除的詞，點最底下的垃圾桶刪除
4. 點儲存
Android 手機如何接實體鍵盤
•

使用藍牙鍵盤(Bluetooth keyboard))

•

使用 USB OTG 線，把手機的 micro usb 或 USB Type-C 轉成電腦大頭的 USB
Type-A，就可以連接一般的 USB 鍵盤。需要手機及鍵盤的 OTG 支援，太舊
的可能不支援。

如何設定初始使用英文鍵盤
英數鍵盤→初始用中文→取消

如何用實體鍵盤切換中英
• 按 Shift 然後馬上放開，此時編輯區的 cursor 會變成綠色，就進入英數狀

態。在中文狀態 cursor 是藍色的，無編輯內容不顯示。如果你是設定成
初始是用英數，則是中文狀態會顯示，英數不顯示。
• 按 Shift-Space 也可以，此模式相當於 Windows 的 ctrl-space
如何用實體鍵盤切換全半形
• Alt-Shift-Space 切換。要輸入全形時，要先用上面的方式進入英數。

如何用實體鍵盤選擇預選詞
• 使用 shift+選單上的數字/字母鍵。如果是用倚天 26 鍵注音、許氏，可以

直接按數字鍵選。
詞音如何選擇同音字
自動選字錯時，按空白鍵或↓按鍵，然後按數字或字母選擇
用實體鍵盤想使用螢幕鍵盤輸入使用者符號、表情符號
「Windows Logo」「ctrl-alt-,」 or 「fn」 可以開啟螢幕鍵盤。到底要按那一個，
與 Android 版本& app 有關。
實體鍵盤上如何輸入標點符號
•按聲調符號「ˇ？ ˋ、 ˊ ˋ、 ˊ, ˙。」

•Shift + ,./;
•Ctrl + ,./;
•直接用注音符號輸入
•使用 ` 前導字元(類似新注音)
•按 [] 可以輸入「」『』《》【】<> {} ←→ ↓↑ ▼▲≦≧等各種左右括號
等各種對稱符號，按空白鍵或 ↓鍵選字
實體鍵盤快捷鍵
•

ctrl-alt-c: 開啟剪貼簿

•

ctrl-alt-s: 簡體輸出切換

•

ctrl-alt-M: (Microphone) 語音輸入

•

ctrl-alt-I:開啟 Android 輸入法選單

•

alt-shift-space:全半形切換

實體鍵盤切換不同輸入法
ctrl-shift 或 ctrl-alt 數字鍵切換，例如 ctrl-alt-3 注音，ctrl-alt-6 詞音，如 gcin

輸入法工具→下載輸入法內的清單的第 2 個數字符號按鍵，可以修改。

為何實體鍵盤的編輯、候選列位置很奇怪
此位置是應用程式 app 回報的游標位置，如果 app 回報錯誤，就會不對。請 app
開發者修正。或是更改設定→實體鍵盤→編輯/候選列擺放→螢幕底部。
想要手機螢幕鍵盤、實體鍵盤同時操作
暫時使用可以用「Windows Logo」「ctrl-alt-,」 or 「fn」 可以開啟螢幕鍵盤。
如果要長期使用可以在 gcin 輸入法工具→設定→實體鍵盤→開啟螢幕鍵盤→全
部開啟。
使用實體鍵盤，LINE 如何設定 Enter(換行鍵)送出訊息
LINE 的齒輪設定→聊天→以換行鍵傳送
實體鍵盤想要加回用[] 按鍵跳出候選詞「」『』…
這個功能因為其實不是那麼好用，所以移除。但有些人習慣了，可以自己加回
去，「」『』就是一個詞庫中的詞
1. 輸入 [] 選擇「」或其他的括號
2. 藍色游標移至「，按 Shift-Enter。Shift-Enter 意思是 按 Shift 不放，按 Enter。

注音聲調符號輸入標點符號
「ˇ？ ˋ、 ˊ ˋ、 ˊ, ˙。」 限標準鍵盤、倚天鍵盤、
21 鍵注音。
如果有輸入注音&聲調符號的需求則長按對應
按鍵有選單可選。詞音輸入法也可以直接輸入
ㄉㄧ」，長按可分為ㄤ、ㄉㄨㄞ、ㄘ」向右滑。ㄟˋ、ㄅㄧ」，長按可分為ㄤˋ、ㄙㄨㄥ
ˊ 不用選字。

覺得螢幕鍵盤按鍵太大或太小
gcin 工具設定→設定→外觀大小設定→螢幕鍵盤高度  or 橫幅鍵盤高度 
覺得螢幕鍵盤按鍵的字型太大或太小
gcin 工具設定→設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按鍵字型大小
為何有時候會出現 注音文符號鍵盤，打字一直跑出注音文
長按 Enter 切換輸入法時選到「ㄅ符號」就會變成注音文鍵盤。你該選的是「詞
音」
英數鍵盤的編輯區，游標不容易點到正確位置
移動游標後，編輯區上方會出現 左右移動鈕，直接按此調整游標位置
按鍵滑動的功能
- 英數鍵盤的數字鍵上下左右滑 or 長按 可以輸入編號⒈⑴①❶
- 中文鍵盤的字母向上下滑可以輸入大小寫
如何重送剛才打的編輯區內容
長按 Enter 進入輸入法切換選單 → 重送編輯。實體鍵盤上是按 ctrl-shift-g or
ctrl-shift-r
在英數鍵盤如何連續輸入大寫字母
連續點 Caps Lock 兩次，Caps Lock 燈會亮，進入大寫鍵盤。再點一次 結束
大寫鍵盤。

LINE、IG、FB 常用的@# 要如何輸入最方便
1.點鍵盤最底下的「…★」按鈕，再點@#
2.工具列新增「符號 1、符號 2、符號 3」，可分別快速
輸出符號"@#★""。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工具
列符號編輯器，可修改符號內容。

注音選不到某些罕用字
設定→詞音注音設定→注音大字集，但是倚天 26 鍵注音、許氏不支援。平常也
使用大字集可能會造成選字的困難。

有編輯區的情況，如何加入像 xxx@gmail.com 含有 . @ 的詞
先輸入 xxxgmailcom，再 插入. @ 就可以加詞。
是否有最近常用的表情符號可選
工具列新增「最近使用的表情符號」工具
如何關閉螢幕鍵盤
• 一般可按 And)roid) 螢幕底部的三角返回鍵，如下圖
• 如果擔心返回鍵可能不小心多按關掉 app，可在工具列新增關閉的按鈕，
如上圖的第 4 個向下箭頭方框。
對 41 鍵注音鍵盤的ㄦ、Enter、Backspace 那一排的位置不滿意
設定→詞音注音設定→注音 41 鍵ㄦ配置，可以選擇ㄦ、Backspace 的位置。圖
1「空白 ㄦ Backspace Enter」、圖 2「空白 Backspace Enter ㄦ」、圖
3「Backspace 空白 Enter ㄦ」。

詞音的聲調˙ˊˇˋ輸入錯誤，想把最後一個字還原成注音
長按字或是，在藍色游標滑動可把中文字還原成注音.
剪貼簿如何使用
剪貼簿的儲存格有兩種，一種是歷史儲存格，記錄變動。另外一種是保留儲存
格，點選左邊的圓圈按鈕指定要寫入的保留儲存格。實體鍵盤可以用 ctrl-候選
編號選擇。長按儲存格可以編輯、刪除儲存格的內容。如果不需要剪貼簿的功
能，可以選擇關閉，且可選擇清除資料。內定長按空
白可開啟剪貼簿，也可以工具列加「簿」(剪貼簿)的按
鈕，更輕鬆開啟剪貼簿。
使用者符號
使用者符號可以儲存各種文字、符號，按鍵有小中大三種尺寸，用 gcin 輸入法
工具內的「編輯使用者符號」，工具列有小中大的按鈕可各自選擇。
每個儲存格可儲存多個符號，長按儲存格跑出選單。儲存格內容可以傳送到各
種 app 輸入，包含密碼輸入。像很多帳單的 pdf 會要求輸入身分證字號，可以
存身分證字號在儲存格，點工具列按鈕叫出符號鍵盤，再點身份證字號儲存格
就送出去。自己的手機存身份證字號是 OK，但很重要的密碼就不建議使用。

顏文字如 ʕ·ᴥ·ʔ·ᴥ·ʔ·ʔ 要如何輸入
•

表情符號(工具列的笑臉)也可輸出顏文字，在彩色表情、動物的最後。

• 使用者符號可自訂顏文字
長按空白鍵如何改成切換 Android 輸入法
設定→長按空白鍵→有剪貼總管、切換 Android 輸入法、顯示 gtab 拆碼 可以選
擇
如何自選鍵盤底圖的照片
1.gcin 輸入法工具→鍵盤底圖→選擇一張照片→鍵盤底圖→選擇一張照片→選擇一張照片

2.gcin 輸入法工具→鍵盤底圖→選擇一張照片→設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外觀大小設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選擇 白字/

黑字 自選底圖
3.這時會看到照片大小/位置不對。長按 Enter 進入切換輸入法選
單，點右下角的「底圖位置/大小」。可關閉「底圖裁剪」用填
滿的方式，但是就容易有變形的問題。

用 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按鍵文字顏色、按鍵背景顏色改了顏色，如何
取消？ ˋ、 ˊ
gcin 輸入法工具→鍵盤底圖→選擇一張照片→設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外觀大小設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使用使用者定→外觀大小設定→鍵盤背景→選擇 白字義按鍵文字/背景顏色

最上面的工具列佔 app 畫面空間，想改成以前的覆蓋顯示的方式.或是編輯區超
過一行會跳動的問題
設定→內嵌編輯區→取消
覺得英數鍵盤的 backspace 位置、沒有?按鍵直接按，不方便
設定→英數鍵盤→qwerty 英數鍵盤配置，選擇「gcin 1」、「gcin 2」如底下圖
1、2,「傳統」「直排」如圖 3、4。

小米的*米 and OPPO 的手機不會顯示選字詞的視窗
小米的手機要在安全中心內→授權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授權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應用權限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把 gcin 顯示浮動資訊框打開！
Oppo 內→授權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建的「安全中心」→ 權限隱私→ 應用程式權限管理→ 懸浮視窗管理→ 權限隱私→ 應用程式權限管理→ 懸浮視窗管理→ 應用程式權限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 懸浮視窗管理→應用權限管理→把

Facebook messenger 中無法選字…
在 Facebook messenger 的設定中，取消「聊天大頭貼」,這樣才不會覆蓋 gcin 的
window
詞音 輸入法輸入某個詞特別容易當掉
gcin 工具→右上┇→初始化→詞音詞→初始化→詞音詞→詞音詞庫。
gtab(倉頡…) 輸入法輸入某個詞特別容易當掉
在 And)roid) 設定→應用程式→gcin…→清除資料、重新安裝  gcin 看看。
简体输出切换/簡體輸出切換
需要在工具列加入简體切換按鈕，顯示紅色简時為简體輸
出狀態。如果是實體鍵盤，按 ctrl-alt-s

語音輸入的使用
點工具列語音輸入按鈕，聽到ㄅㄨㄠ一聲就可以講話，如果想改其中的某些字一聲就可以講話，如果想改其中的某些字，
長按辨識出文字的按鍵就可以把文字送到詞音編輯。有些手機沒有 Google 語音
辨識服務就沒辦法使用。沒網路可能無法使用。工具列設定简體切換按鈕，如
上圖可以切換简體輸出。
是否有純注音，不要自動選字、預選詞
用「注音」，不要詞音

工具列加太多工具，造成工具按鈕很窄
可用兩排工具→鍵盤底圖→選擇一張照片列，分別在「直幅-工具列」、「直幅-工具列 2」設定，用「工具
列切換
️」切換，如上圖工具列的⏭️。 ⏭️」切換，如上圖工具列的⏭️。
」切換，如上圖工具列的⏭️」切換，如上圖工具列的⏭️。
。
是否有輸入時可以念出發音
念出發音，適合一個人時，可以輔助判別是否有輸入錯誤。
1. 先把手機連到網路
2. 設定→點觸時→念出發音→打勾，按返回鍵，關閉設定，會出現 「正在
下載語音資料」視窗，請等候 15-30 秒讓資料下載完成，視窗自動關閉。
這樣就完成安裝 的工作。
3. 如果需要常常開關「念出發音」，可以在工具列加入按鍵切換，🔈/🔊  分
別代表關閉/開啟狀態
平板有電腦模式,最下面是類似 windows 工具列,使用 gcin 輸入的時候,最下方選
字區會被平板下方工具蓋住
設定→實體鍵盤→顯示向上位移
螢幕鍵盤是否提供 Tab，Esc 鍵
有兩種方法
•

a1 英數鍵盤→{|} 鍵

•

工具列新增 「功能鍵」，工具列的「F」按鈕提供各種功
能鍵，包含 Tab，Esc 鍵。不需要切到 a1 英數鍵盤，使用會
更方便。

Backspace 回刪鍵、刪除鍵長按不會自動重複
設定→自動重複→開啟(內定)，如果老人按放的速度 慢，容易導致誤刪，可以
考慮關閉
切換到其他 app，英數狀態會變成中文輸入狀態
設定→英數鍵盤→切換 app 時保留英數/中文狀態
如何使用自備的「中文字型」
用 gmail、或網路下載字型檔到例如「下載」資料夾
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選單→中文字型，會開啟「檔案總管」或「文件」選取，點到「下
載」資料夾內選取字型檔。安裝 完成後「下載」資料夾的字型檔可刪除。
如何清除自備的「中文字型」，回復到原本的
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選單→內定中文字型

九宮格數字鍵大鍵盤

•

長按中文鍵盤的 a1

•

長按 Enter 選 123

•

工具列加入 123

覺得輸入國旗表情符號很麻煩
長按螢幕鍵盤按鍵可輸入常用國旗 t:台灣/泰國(Taiwan/Thailand))，j:日本(Japan)，c:
加拿大/中國(Canad)a/China)，u:美國(USA)/英國(UK))，k:韓國(K)orea)，a:澳洲
(Australia)，m:馬來西亞/墨西哥(Malaysia、Mexico)，v:越南(Vietnam)、n:紐西蘭/荷蘭
(New Zealand)/Netherland)s)、f:法國(France)、g:德國(Germany)
工作上有一些詞彙，想要分享給伙伴(限全能版)
1. 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方」詞庫→ 中文詞庫匯出/英數詞庫匯出。格式
為文字檔，內容為你新增的詞，可用文字編輯器編輯。英數文字檔的第 1

行勿刪除或更改。
2. 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方」詞庫→ 中英文詞庫匯入

全能版(付費)可以用多久
除了原手機安裝 更新，使用相同的 Google 帳戶，換手機也可以終身安裝 /更新。
所謂的終身更新是作者能力所及，可以/願意一直更新版本的狀態。如果因某些
原因沒辦法達成，就會停留在最後一個版本可繼續安裝 。
為何用郵局的 Visa 卡無法用 Google Play 購買全能版
開戶時沒開啟網路購物權限，可以用郵局網路 ATM、ATM 開啟權限。
購買了全能版，如何從實用版(TW 中文輸入)轉移所有資料，包含設定、使用
者符號、詞庫、候選字詞順序、剪貼簿，或是換手機、備份資料(實用、全能
版)
備份：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匯出匯入全部→gcin 匯出全部→例如
可以用 Gmail 寄給自己，或是用雲端硬碟。
• 匯入：從 Gmail 下載 GcinAllData.zip 。gcin 輸入法工具→右上角┇→初始化→詞音詞→匯出匯
入全部→匯入全部→選擇下載的 GcinAllData.zip。
• 從實用改全能版、換手機，如果有自選底圖，需要重新選擇圖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