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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s Access 能夠讓您連接您的電腦在 iPad、iPhone 或 Android 上使用您所鍾愛的 Mac 或 

Windows 應用程式。  

通過 Parallels Access，桌面應用程式如同原生移動應用程式一樣，使用手勢操作非常方便，而

且會自動調整大小平鋪移動設備的整個顯示器。 

 

 

閱讀此指南瞭解如何安裝和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本章內容 

您需要什麼 ............................................................. 5 
設定 Parallels Access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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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進入 Parallels Access 
 

您需要什麼 
要是使用 Parallels Access，您需要： 

• 以下當中的一種設備： 

• 運行 iOS 7 或更新版本的 iPad（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iPad Air 或 iPad mini。 

• 運行 iOS 7 或更新版本的 iPhone 4s、5、5c 或 5s。 

• 運行安卓 4 或更新版本的安卓手機或平板電腦。 

• 選擇以下其中一種： 

• 要使用 Mac 應用程式，需要一台配備 OS X 10.7 Lion 或更新版本的 Mac。 

• 要使用 Windows 應用程式，需要一台配備 Windows 7、Windows 8 或 
Windows 8.1 的 PC 或虛擬機器。 

• 您的電腦和移動設備必須連接互聯網。 

務必下載和安裝您的作業系統的最新更新。 

 



 

 

設定 Parallels Access 
僅需簡單幾步即可安裝運行 Parallels Access。要設定 Parallels Access： 

1 在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下載並安裝獲取自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的 Parallels 

Access 。 

 
2 打開 Parallels Access 並登入。  

您可以使用現有的 Parallels 帳戶登入，如果您還沒有帳戶可新建一個 Parallels 帳戶或通

過 Facebook 登入。 

3 在您的電腦上進行以下操作： 

a 進入 access.parallels.com 並登入到您的 Parallels 帳戶。 

b 點按 下載  然後在您的電腦上下載和安裝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重要說明：如果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操作虛擬機器，請為您的電腦本機作業系統下載和安裝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而且，您將可以使用本機和虛擬機器兩個作業系統中的應用程式。 

c 如果您想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操作多台電腦，請在每台電腦上下載和安裝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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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節詳細闡述 Parallels Access 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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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入門 
您設定 Parallels Access (p. 6) 後，就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驟開始在您的移動設備上使用您的桌

面應用程式： 

1 如果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未在您的電腦上運行，請打開它（在 Mac 上的 應用程式 資料夾

中或在 Windows 中的 開始 螢幕或 所有程式  中）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會自動登入並通過 Parallels Access 伺服器進行註冊。 

2 在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上打開 Parallels Access。 

 
所有登入到 Parallels Access 的電腦都可以被存取。 

 
您可以向左或向右滑動以切換至其它電腦。 

3 輕拍有您想要使用的應用程式或檔的電腦。  

一旦連接，您即可登入到您的電腦並開始在您的移動設備上使用您的應用程式。 

如果您無法連接，請查看 故障排除  小節 (p. 31) 查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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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rallels Access 
 

組織和打開應用程式 
當您首次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把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與您的電腦相連接  (p. 8) 時，會出現 App 

Launcher，顯示來自該電腦的多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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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從 App Launcher 移除應用程式或向其添加應用程式。 

添加應用程式到 App Launcher： 

1 iPad：輕拍右上角的 添加 。 

iPhone：輕拍左下角的 +。 

Android：輕拍 功能表 按鈕（三個點）並輕拍 編輯應用程式清單。 

會出現您電腦上所有應用程式的清單。 

2 打開 Switcher 或勾選您想要添加的應用程式旁邊的核取方塊。要查找一個應用程式，請在搜

尋欄位中鍵入。 

從 App Launcher 移動或移除應用程式：  

iPad/iPhone:輕拍 編輯，或輕拍並按住任何應用程式圖示直到該應用程式開始擺動為止。然

後拖拽應用程式到其它位址實現對應用程式的移動操作，或輕拍應用程式圖示左上角的 X 來實

現移除。 

Android：要移動應用程式，請輕拍並按住一會，然後拖拽到其它地址。要移除應用程式，請輕

拍 功能表 按鈕（三個點）並輕拍 編輯應用程式清單。然後取消選定您想要移除的應用程式

旁邊的核取方塊。 

從 App Launcher 移除應用程式並不會從您的電腦移除該應用程式，因此您稍後還可以把該應用程

式再次添加到 App Launcher。 

打開應用程式：輕拍應用程式： 

返回至 App Launcher：輕拍工具列或 或 App Switcher 的 。從  App Launcher，您可以打開

其它應用程式。 

在安卓主螢幕上創建一個快速鍵 :如果您有安卓設備，您可以創建任何應用程式的快速鍵，這樣就

可以直接從安卓主螢幕上啟動它們。 

1 從 App Launcher，輕拍並按住一個應用程式圖示一會，然後拖拽它以在螢幕頂部創建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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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啟動應用程式，只需輕拍主螢幕上的圖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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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查看應用程式 
當您打開一個應用程式時，Parallels Access 會自動調整其大小以適應您所使用的設備的螢幕大

小。 

在平板電腦上查看應用程式：當在 iPad 或安卓平板電腦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時，應用程式

視窗會調整到佔據整個顯示器。為了充分利用平板電腦上的螢幕空間，Parallels Access 會橫行

顯示應用程式（當手拿平板電腦時其寬度大於高度）。 

 



13 
 

使用 Parallels Access 
 

在手機上查看應用程式：當使用 iPhone 或安卓手機時，您會看到應用程式螢幕的一部分，您可

以通過捲視來查看剩下的部分。  

當橫向拿著手機時，您會看到整個寬度的應用程式螢幕，可以向上向下滑動來捲視到螢幕頂部或底

部。 

 

縱向，您會看到整個高度的應用程式螢幕，向左向右滑動則可以捲視到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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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在 iPhone 或安卓手機上，您可以在應用程式的某個部分推開兩指來實現放大。 

修改解析度：如果想要盡可能多的看到應用程式螢幕，則可以修改解析度。要實現此目的，請輕拍

右邊工具列中的   然後輕拍 桌面解析度。您可以選擇： 

• 最適合 iPad/iPhone/Android:這是默認的設定，最大限度平衡可讀性和詳盡性。 

• 更多空間：您可以看到更多應用程式但是介面和文本會更小。 

• 與電腦相同：該解析度匹配您電腦的螢幕。 

可以嘗試每種設定看哪種更適合您。 

注意 ：當您正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時，您的電腦顯示器的解析度會為了適應 iPad 而進行調整。當

您斷開連接 Parallels Access 和電腦時或在 iPad 上按下 Home 按鈕幾分鐘後，顯示器的解析度會立

刻恢復正常。 

在打開的應用程式直接切換：您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在下面顯示 App Switcher 就可以看到所

有打開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會以被使用的順序呈現。輕拍任何打開的應用程式以切換至該應用程

式。向左滑動查看更多打開的應用程式。 

 

切換至其它打開的視窗：在 App Switcher 中，如打開了多個應用程式視窗則會在應用程式縮略圖

上顯示一個數位。輕拍該數位以展開打開的視窗，然後輕拍視窗以切換至該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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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應用程式或視窗：輕拍  以顯示 App Switcher，然後輕拍應用程式縮略圖左上角中的 X 來

關閉應用程式。要在應用程式中關閉視窗，可以擴展該視窗（查看以上說明）然後輕拍視窗左上角

中的 X。 

退出全屏模式：在許多 Mac OS X 應用程式中，您可以通過點按右上角的雙箭頭進入 全屏 模式。

應用程式的功能表列會消失。要想退出 Parallels Access 中的 全屏 模式，請輕拍螢幕頂部的 退

出全屏 圖示。  

 
 

與應用程式交互 
您可以使用操作 iPad、iPhone 或安卓設備的應用程式的相同手勢在 Parallels Access 中控制來

自電腦的應用程式。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手勢，更有利於操作桌面應用程式。 

點按：直接輕拍介面元素實現點按它。會出現一個觸控點指示顯示您所點按的地方。輕拍兩次以按

兩下。 

Smart Tap 技術能夠幫助啟動您想要控制的項目，即使您未擊中只在其周圍輕拍亦可。 

點按更精確：在想要點按的專案（例如小的按鈕）附近輕拍並按住，會彈出一個放大鏡，把指標中

心置放於該項目上，釋放以點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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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項目：在您的電腦上，您通常會點按滑鼠然後拖拽來實現操作，如在螢幕中移動專案，選擇文

本，移動選定文本，選擇選單項，拖拽滑塊、視窗分隔條以及其它介面專案，等等。通過 Parallels 

Access，您能夠在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實現同樣的操作。  

要拖拽項目，請進行以下操作： 

• 輕拍並按住您想要拖拽的項，會彈出一個放大鏡，保持按住一會兒藍色線會環繞放大鏡，同時

會彈出指標顯示該專案已被鎖定在內。然後拖拽移動該項目。 

• 或想要更快速拖拽，請輕拍並按住您想要拖拽的項，使用其它手指在螢幕其它地方輕拍，然後

拖拽該項。 

您可以通過這些方式實現點按並按住滑鼠按鈕來完成對任何專案和物件的抓取。例如，不用輕拍功

能表名稱再輕拍功能表項目，為了更精確地實現，而是可以輕拍功能表名，按住直到指標鎖定並且

選單打開後再拖到您想要的功能表項目。 

右鍵點按:兩指輕拍。在很多情況下，此操作會引出一個快顯功能表。 

捲視：單指或兩指向上、下、左、右拖拽 

選擇文本:有多種選擇文本的方法。可以嘗試每種方式看您最喜歡哪種。 

• 輕拍並按住文本，會彈出一個放大鏡，保持按住一會兒藍色線會環繞放大鏡，同時會彈出指標

顯示該專案已被鎖定在內。然後拖拽選擇文本。 

 



17 
 

使用 Parallels Access 
 

• 輕拍並按住文本以彈出一個放大鏡，並使用其它手指輕拍螢幕的其它地方，然後拖動選定文本。 

• 兩次輕拍一個詞或三次輕拍一個段落來選定文本然後拖拽選擇手柄來修改選擇。 

• 在 iPad 或 iPhone 上，您還可以通過 iOS 應用程式的方式選定文本：輕拍並按住文本直到出

現放大鏡，然後迅速釋放即會顯示 編輯 功能表。然後輕拍 選擇 以選定單個詞，並通過拖動

選擇手柄來調整。  

不管您使用以上哪種方式選擇文本，都可以通過拖動出現的選擇手柄來調整選擇。 

縮放：在某些應用程式中，如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您可以通過分開或捏合兩指的方式

來擴大或減小文本大小，也就是放大或縮小，就如您在電腦的觸控式軌跡板上操作一樣。 

使用滑鼠指標 

操作應用程式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使用螢幕滑鼠指標來點按和選擇文本，就如使用真正的滑鼠一

樣。  

要使用滑鼠指標，請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然後輕拍 滑鼠指標。一個箭頭游標  會出現而左、

右鍵點按按鈕  會在螢幕底部顯示。 

點按：可以在螢幕任何地方拖拽單指來移動指標。輕拍  實現直接在指針下點按。  

選擇文本 :一指移動游標時使用大拇指輕拍並按住  來選定文本。 

拖拽對象：一指移動游標時使用大拇指輕拍並按住  來拖拽其下麵的物件，例如檔或資料夾。 

右鍵點按:輕拍  實現在指針下右鍵點按操作。 

捲視：兩指向上、下、左、右拖拽 

放大：放大指標經過的文本和圖片，輕拍並按住直到出現放大鏡然後移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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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鍵盤 
通過 Parallels Access，您可以使用軟體鍵盤操作您的桌面應用程式。 

顯示或隱藏鍵盤：在輸入文本的區域中輕拍，或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以顯示鍵盤。再一次輕拍 

 隱藏鍵盤。 

您還可以三指同時輕拍來顯示鍵盤。 

Parallels Access 有一個改進的鍵盤，所有需要的鍵都觸手可及。 

 

• 輕拍 F1-F12 存取功能鍵。 

• 輕拍 ... 存取 Home、 End、 Pg Up 和 Pg Down 鍵 

• 輕拍方向鍵精確移動插入點，一次一個空間。 

設定其它總是出現在螢幕底部的鍵：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並輕拍  其它鍵。即使隱藏鍵盤時也

顯示這些鍵。當您使用的應用程式需要常用 Command、Alt 或 Control 鍵時，保留顯示這些鍵是

非常有幫助的。 

藍牙鍵盤 

您還可以通過 Parallels Access 使用任何與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相相容的無線藍牙鍵盤。  

欲瞭解有關在 iPhone 或 iPad 上使用藍牙鍵盤的資訊，請進入 support.apple.com 搜尋“iPad 無

線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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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查看多個應用程式 
默認 Parallels Access 允許在 phone 或平板電腦上全屏使用桌面應用程式，就如移動設備原生

應用一樣。 

您可以設定 Parallels Access 為 桌面模式，這樣您就可以一次看到多個應用程式。在這樣的模

式下，您可以進行多項操作，例如，從桌面拖拽檔到資料夾，一起查看兩個應用程式的視窗，存取 

Windows 工作列或 Mac 功能表項目和 Dock。 

 

打開或關閉 桌面模式。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並輕拍 桌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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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或隱藏工具列 
通過 Parallels Access 操作應用程式非常方便。以下是您可以實現的一些操作： 

移動工具列：要移動螢幕右邊的 Parallels Access 工具列，請向上或向下拖拽。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在 iPad 或安卓平板電腦上，想要隱藏工具列，可把它滑動到螢幕右邊來實現。

要再次顯示，請從螢幕右邊邊緣向中間滑動。 
 

聲音 
打開或關閉聲音。輕拍右邊工具列中的  並輕拍 聲音開/關 來打開或關閉聲音。預設 Parallels 

Access 聲音流向移動設備。關閉生意可以提高性能。 

打開或關閉麥克風：通過 Parallels Access，您可以使用需要麥克風的應用程式和功能，例如 Skype 

或語音聽寫。要打開或關閉麥克風，請在右邊工具列中輕拍  並輕拍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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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覽與處理檔 
您可以使用 Windows Explorer 或 Mac Finder 流覽您的檔。如果您正使用 iPad 或 iPhone，您

還可以通過 Parallels Access 特殊的介面輕鬆地流覽您電腦上的檔案系統，打開檔，移動檔，刪

除檔，等等。 

存取您的檔：進行以下操作： 

• iPad：輕拍工具列中的 ，或輕拍 App Launcher 中螢幕頂部的 檔 。 

• iPhone：輕拍工具列中或 App Launcher 螢幕底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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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檔：導航至您需要的檔，輕拍它以打開它。檔會在預設的應用程式中打開。 

歸類檔：  

1 向下滑動以顯示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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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輕拍 名稱、 日期或 大小 以相應歸類檔。再次輕拍專案以按昇冪和降冪來切換。 

切換到圖示或清單視圖：向下滑動以顯示工具列，然後輕拍  或 。 

創建新的資料夾：向下滑動以顯示工具列，然後輕拍 。 

複製和貼上檔：  

1 輕拍 編輯 以在側邊欄中顯示編輯功能表。 

 



24 
 

使用 Parallels Access 
 

2 輕拍一個或多個檔以選定它們，然後輕拍側邊欄中的 複製 。  

 
3 導航至新的位址並輕拍 貼上。檔的副本會放置在新的位址。 

移動檔：輕拍 編輯，輕拍一個或多個檔以選定它們，然後輕拍側邊欄中的 移動。導航至新的位

址並輕拍 貼上。檔會被移動到新的位址。 

重命名檔：輕拍 編輯，輕拍檔以選定它，然後輕拍側邊欄中的 重命名。然後鍵入新的名稱。 

刪除檔：輕拍 編輯，輕拍一個或多個檔以選定它們，然後輕拍側邊欄中的 刪除。最後輕拍 是  加

以確認。 

在其它應用程式中打開檔：輕拍 編輯，輕拍檔以選定它，然後輕拍側邊欄中的 打開方式。然後

選定一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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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端位址連接 
只要您的電腦和移動設備都連接了互聯網，Parallels Access 代理就會在您的電腦上運行，如果

您的電腦不是睡眠狀態，您則可以通過 Parallels Access 遠端存取和使用它。只需打開 Parallels 

Access 如往常操作一樣進行連接即可。 

重要說明：要想從您電腦本地區域 Wi-Fi 網路以外的位址進行連接，您的電腦則必須不能處於睡眠模式。

為了保證您的電腦一直保持喚醒狀態，請設定為永不處於睡眠模式。 

要設定您的電腦永不處於睡眠模式：進行以下操作： 

• Mac:  

1. 選擇 Apple 功能表  > 系統偏好設定  然後點按 節能器 .  

2. 拖動控制電腦睡眠的滑塊到 永不 , 或選擇 當顯示器關閉時防止電腦自動進入睡眠 (如果出

現該核取方塊時） 

您的 Mac 將保持喚醒狀態，除非您手動設定為睡眠模式。 

• Windows：  

1. 點按 控制台（從 開始  功能表）。（在 Windows 8 中，從開始螢幕鍵入“控制台”然後

點按 控制台。） 

2. 點按 系統和安全 , 然後點按  電源選項。  

3. 點按 更改計畫設定。 

4. 請選擇 從不 （在  使電腦進入睡眠狀態  功能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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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喚醒您的電腦 

如果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連接到相同的本地 Wi-Fi 網路，而您的電腦和正處於睡眠模式，您則可

以嘗試遠端喚醒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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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嘗試喚醒電腦，請輕拍其圖示。 

提高 Parallels Access 遠程喚醒您的電腦的幾率  

您可以通過以下步驟設定您的電腦和網路路由，這樣 Parallels Access 將更有可能遠端喚醒您的

電腦： 

Mac:  

1 選擇 Apple 功能表  > 系統偏好設定  然後點按 節能器。 

2 選擇 喚醒以供 Wi-Fi 網路 存取（如果還未選定）。 

3 選擇 接上電源適配器時啟用 Power Nap（如果還未選定）。 

因您電腦的型號不同，這些項可能不一定有。 

Windows：在 Windows 電腦上，可通過配置網路介面卡來實現網路喚醒。要實現此目的： 

1 進入 控制台 > 網路介面卡 > <LAN Adapter> > 電源管理  > 允許此設備喚醒電腦。 

2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修改 BIOS 設定： 

• 基於 PCI 

• 基於 PCIE 

• PCI 設備基於 

• 基於 Onboard LAN 

• 網路喚醒 > 基於 

3 根據網路介面卡的不同廠商，Windows 中的  電源管理  控制台可能包含以下選項，必須啟用

這些選項才能提供網路喚醒功能： 

• 沒有喚醒系統的回應 ARP 請求 

• 魔術包喚醒 (Wake on magic packet) 

• 從關機狀態的魔術包喚醒 

4 從網址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 下載 下載 Intel Smart Connect Technology 

(ISCT) 工具。  

5 使用該工具查看您的電腦是否支援 ISCT，如果支援，請啟用 ISCT。 

注意：有時候您可以通過互聯網喚醒處於睡眠模式的電腦。您的網路路由必須啟用 UPnP 且允許的內部

和外部埠範圍設定為 1-65535。而且必須啟用 NAT-PMP。查看有關您的路由的文檔瞭解更多資訊。在 Apple 

AirPort 設備上，您可以通過打開 AirPort Utility 應用程式啟用 NAT-PMP，點按 網路 ，點按 網路選

項 ，並選擇 啟用 Nat 埠映射協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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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 手勢 
Parallels Access 支援 Windows 8。 

您控制 Windows 8 的方式類似於在非觸控式螢幕 PC 上使用滑鼠控制的方式。例如，要顯示 Charms 

Bar，可移動指標到螢幕的右下角。 

當處於 桌面模式  (p. 19) 時，Parallels Access 也會支援邊緣滑動手勢： 

• 查看打開的應用程式：從螢幕左邊邊緣滑動輕拍任何打開的應用程式以切換至該應用程式。 

• 查看 Charms Bar：從螢幕右邊邊緣向中間滑動從 Charms Bar 您可以使用搜尋、設定、開始功

能表，等等。 

提示：要切換至開始螢幕，請兩次輕拍 其它鍵 欄上的 win key on 鍵。 
 

Microsoft Office 2013 
當您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操作  Microsoft Office 2013 時，會預設打開觸控模式，在絲帶圖

示周圍會插入更多空間便於在觸控螢幕上操作。 
 

安全性 
Parallels Access 使用包括 SSL 和 256 位 AES 加密在內的最新技術安全地連接到您的電腦。 

而且如果您擔心在遠端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時會有人存取您的電腦或看到您正進行的操作，可

相應地調整安全設定。 

要在您的電腦上存取安全設定，請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選

擇 偏好設定。然後點按 高級 並進行以下操作： 

• 設定 Parallels Access 每次連接時要求輸入您電腦的用戶名和密碼：選擇 要求我的用戶名和

密碼。 

• 設定在使用 Parallels Access 時鎖定電腦螢幕：選擇  當遠端操作時鎖定該電腦。 

當螢幕被鎖定時，靠近您電腦的人看不到您的操作，要存取您的電腦需要輸入密碼。 

• 設定在 Parallels Access 斷開連接時鎖定電腦螢幕：選擇 當結束遠端操作時鎖定該電腦。 

當您完成操作時，需要您的密碼才能本地存取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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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完成時 
當您完成在 Parallels Access 中的操作時，您可以斷開與電腦的連接，操作方式是輕拍 斷開連

接 或 App Launcher 左上角的 >。您的電腦顯示器會恢復到正常的解析度，以備使用。 

您也可以在您的移動設備上按下 Home 按鈕。幾分鐘後您的電腦顯示器就會恢復到正常解析度，或

者您可以點按電腦上的 斷開連接 來手動恢復。 

如果您在 Parallels Access 會話過程中或之後 設定您的電腦被鎖定  (p. 28) 那麼您斷開連接

時則需要用戶名和密碼才能進行本地存取。 
 

軟體更新 
Parallels 會定期地提供免費的更新以提升 Parallels Access。 

更新 Parallels Access 移動應用程式 

要檢查適用於 iPad 或 iPhone 的 Parallels Access 應用程式的更新，請打開 App Store 並輕

拍 更新。 

要檢查適用于安卓的 Parallels Access 應用程式，請打開 Google Play Store，輕拍左上角的 Play 

store 並輕拍我的應用程式。 

在您的電腦上更新 Parallels Access 代理 

預設配置您電腦上的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會自動檢查新的軟體更新並進行安裝。Parallels 

Access 會在更新安裝後提示您。 

要手動檢查更新，請在您的電腦上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選擇  

檢查更新 . 

要調整軟體更新設定，請在您的電腦上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

選擇 偏好設定 .然後點按 高級 並進行以下操作： 

• 要設定 Parallels Access 代理是否自動檢查更新，請選擇或取消選擇 自動檢查更新。 

• 要設定是否自動下載和安裝更新，請選擇 在後臺下載和安裝新發行可用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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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Parallels Access 移除電腦 
如果您不再需要通過 Parallels Access 使用某台電腦，您可以移除該電腦，那麼應用程式中將不

再顯示此電腦。 

1 要在您的電腦上存取安全設定，請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

選擇  偏好設定。 

2 如果出現綠燈，表示電腦可存取，那麼請點按 關閉 Access。 

3 請連接 https://access.parallels.com 然後登入到您的帳戶（如果需要）。 

4 點按 電腦，然後點按您想要移除的電腦旁邊的圖示。 

重命名電腦 

1 您可以從 web 門戶在 Parallels Access 中給電腦重命名。要實現此目的： 

2 請連接 https://access.parallels.com 然後登入到您的帳戶（如果需要）。 

3 點按 電腦，然後把滑鼠放置電腦名稱上面，點按出現的鉛筆圖示。 

4 編輯名稱。 

下次打開 Parallels Access 時，該電腦將會以新的名稱出現。 

 



 

 

如果您連接 Parallels Access 和您的電腦時遇到問題，請進行以下操作： 

• 請確定您的移動設備和電腦已打開且連接到互聯網。 

• 確保您的電腦沒有處於睡眠模式  (p. 25)。 

• 請確保在移動設備上登入 Parallels Access。輕拍螢幕底部的 登入 。 

• 請確保在您的電腦上登入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請在電腦上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選擇  登入。 

如果您還沒有 Parallels 帳戶，您可以在移動設備上使用 Parallels Access 註冊一個帳戶。 

• 請確保您電腦上的 Parallels Access 代理設定為可存取，操作方式是點按 打開 Access（如

果必要的話）。出現綠光表示您的電腦可存取。 

 
• 如果您仍無法連接，請嘗試重啟您的電腦和移動設備，然後再重新連接。 

本章內容 

發送回饋、報告問題或請求支援 ........................................... 32 
 
 

第  4  章  

故障排除 



32 
 

故障排除 
 

發送回饋、報告問題或請求支援 
為了幫助提高 Parallels Access 的品質，您可以發送回饋或問題報告給 Parallels。我們非常重

視您的回饋，非常希望聽到您對 Parallels Access 的各方面評價。您還可以針對您所遇到的問題

請求技術支援。 

創建問題報告並從您的電腦請求技術支援： 

1 在您的電腦上，點按功能表列或工作列中的 Parallels Access 圖示 並選擇  報告問題 . 

2 請描述問題以及問題出現時您所進行的操作。 

3 輸入您的姓名和電郵地址並點按 發送報告。 

4 會顯示您的問題報告 ID。請複製和貼上該 ID 到一個文字檔或記下來以備使用。 

5 如果您想要請求技術支援，請進入 parallels.com/support. 

從移動設備創建問題報告、請求支援或發送回饋： 

1 在移動設備上打開 Parallels Access，在右邊工具列中輕拍  並輕拍 回饋。 

2 進行以下操作： 

• 輕拍 提供回饋 給 Parallels Access 打分並提交您對該應用的想法和建議。 

• 輕拍 請求支援  重定向至 Parallels 支援頁面，在此您可以請求幫助。 

• 輕拍  報告問題  並描述您所遇到的問題和您遇到問題時所進行的操作。 

Parallels 技術支援會使用錯誤報告來提高產品品質但是不會回復您，除非您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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