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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企業用戶端系統專用的 Dell SupportAssist 會主動預先識別您系統上的硬體和軟體問題，並自動提供 Dell 支援。SupportAssist 會解決
系統效能與穩定性問題，避免遭受安全威脅，並監視和偵測硬體故障，而且會自動進行與 Dell 技術支援部門聯絡的作業流程。
SupportAssist 也可讓您手動更新系統驅動程式、掃描您的系統硬體並最佳化您的系統。

SupportAssist 可由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在您的系統上進行設定與部署。您只能使用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啟用的功能。本文件提供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在您的系統上安裝的 SupportAssist 相關使用資訊。

主題：

• 發行版本
• 重要功能
• 其他資源

發行版本
2.0.1

重要功能
• 預測和主動檢測問題和通知。

• 手動或自動檢查您的系統適用的驅動程式更新。

• 手動或自動掃描系統硬體識別任何問題。

• 清理暫存檔案、最佳化網路連線、微調系統效能，並移除病毒與惡意軟體。

註: 病毒及惡意軟體移除功能不適用於中國等特定地區。

• 使用逐步說明或影片教學課程排除常見問題。

• 檢視特定一日、一週或一月進行的所有 SupportAssist 事件與活動相關的詳細資料。

• 聯絡 Dell 技術支援部門以取得遠端協助，並傳送檔案，例如系統活動記錄。

註: 您只能使用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啟用的功能。

註: 依系統的 Dell 服務方案而定，可使用的 SupportAssist 功能會有所不同。

其他資源
除了本指南，您也可以參閱下列資源：

• 有關 SupportAssist 的問題解答，請前往 Dell SupportAssist 社群。

• 有關各種 SupportAssist 功能的視訊教學課程資訊，請參閱 YouTube 上的「企業用戶端系統專用的 Dell SupportAssist」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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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ll.com/community/SupportAssist/bd-p/supportassist-pc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5xhhyfjdpfe7y1sg40uq5rtt5vj8u_x


開始使用企業用戶端系統專用的 SupportAssist
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必須先在系統上啟用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您才能加以存取。此外，您只能夠使用 IT 系統管理員已啟用的功
能。

主題：

•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 變更語言設定
• 系統詳細資料
• 通知
• 排程掃描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
按一下立即啟動，在您的首頁執行所有掃描及最佳化作業。不過，如果有待處理的通知或是 SupportAssist 要求您執行動作時，當您
開啟 SupportAssist，就會顯示磚檢視。

掃描及最佳化作業完成後，首頁會顯示下列詳細資料：

• 回復的硬碟機可用空間數量

• 安裝的驅動程式更新數量

• 移除的病毒或惡意軟體數量

註: 首頁會顯示在過去 90 天執行的掃描及最佳化有關的詳細資料。

若要移至磚檢視，按一下 。

視您的服務方案而定，首頁會顯示下列磚：

• 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

• 掃描硬體

• 清除檔案

• 調整效能

• 最佳化網路

• 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

變更語言設定
關於此工作
SupportAssist 提供 25 種語言。依預設，SupportAssist 將採用與作業系統相同的語言設定。您可以根據您的偏好設定變更語言。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

2 在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右上角，按一下設定圖示，然後按一下選取語言。

語言清單會隨即顯示。

3 選取您偏好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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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是以選取的語言重新啟動 SupportAssist。

SupportAssist 會以選取的語言重新啟動，並在選取的語言旁邊顯示 。

系統詳細資料
將游標懸停在 SupportAssist 介面右上角顯示之系統型號或產品服務編號上，以檢視系統詳細資料。下表說明顯示的系統詳細資料：

表 1. 系統詳細資料

欄位 說明

系統型號 系統型號，例如 Latitude E7440。

服務方案類型 Dell 服務方案類型及到期日。

註: 服務方案過期後，服務方案類型和到期日會以紅色顯示。

產品服務編號 系統的唯一識別碼。產品服務編號是一組英數字元的識別碼。

快速服務代碼 自動化電話客服期間使用的數字辨識碼，例如 987-674-723-2。

記憶體 安裝在系統中的 RAM，例如 16 GB。

處理器 安裝在系統中的處理器類型，例如 Intel Core i5 6200U。

作業系統 安裝在系統上的作業系統，例如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通知
如果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已啟用 SupportAssist，則會顯示關於驅動程式更新和軟體最佳化的通知。

SupportAssist 視窗上的通知
下表摘要說明開啟 SupportAssist 時所顯示的通知：

表 2. SupportAssist 視窗上的通知

螢幕顯示通知時 動作

如果您在過去 14 天未最佳化您的系統 • 按一下全部執行在您的系統上執行所有掃描及最佳化。
• 按一下稍後提醒我，檢視您在 24 小時後開啟 SupportAssist 

時會顯示的通知。
• 按一下取消隱藏通知。

工作列或 Windows 行動作業中心上的通知
依據您系統上安裝的作業系統類型，SupportAssist 會在工作列或在 Windows 行動作業中心顯示通知。

• 在 Microsoft Windows 8.1、8 或 7 上，會在工作列顯示通知。

• 在 Microsoft Windows 10 上，會在 Windows 行動作業中心顯示通知。

下表摘要敘述工作列或 Windows 行動作業中心顯示的各種通知類型。

開始使用企業用戶端系統專用的 SupportAssist 7



表 3. 工作列或 Windows 行動作業中心通知

螢幕顯示通知時 動作

在排程掃描期間，偵測到緊急驅動程式更新 按一下通知，查看驅動程式詳細資料頁面。如需安裝驅動程式更
新的指示，請參閱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在手動啟始掃描或排程掃描期間偵測到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 按一下通知，檢閱並移除掃描偵測到的 PUP。如需移除 PUP 的
指示，請參閱移除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在手動啟始掃描或排程掃描期間偵測到病毒或惡意軟體 按一下通知，檢視掃描期間偵測到的病毒或惡意軟體詳細資料。

排程掃描
SupportAssist 會依據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設定的時間間隔，在您的系統自動初始化掃描作業，以偵測驅動程式更新、硬體問題，與必
要的系統最佳化作業。

在掃描之前，系統會顯示訊息，詢問您是否希望 SupportAssist 執行掃描。如果您不想要 SupportAssist 執行掃描，可以按一下日後執
行延後掃描。您延後掃描時，SupportAssist 會在 24 小時後執行掃描。您可以延後該排程三次。在您第三次延後該掃描排程後，
SupportAssist 會在下次排程日期自動執行掃描。

註: 當系統已連接電源插座，且未在排程掃描啟動期間使用，SupportAssist 才會執行排程掃描。

如果掃描時偵測到緊急驅動程式更新、病毒或是惡意軟體，就會顯示通知。通知的類型取決於作業系統。如需 SupportAssist 顯示的
通知類型相關的資訊，請參閱通知。

如果掃描過程偵測到硬體問題，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

SupportAssist 會在掃描後自動最佳化您的系統 (如果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已啟用此功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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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系統硬體
執行硬體掃描能讓您偵測系統上的硬體問題。SupportAssist 會根據預先定義的排程掃描您的系統硬體。您也可以手動執行下列動
作，以識別硬體問題：

• 掃描特定的硬體元件

• 執行快速硬體掃描

• 執行壓力測試

註: 如果在掃描過程中偵測到問題，並要求建立支援要求的話，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如果 SupportAssist 無法自動建立支援
要求，掃描硬體磚上會顯示立即修正選項。您必須按一下立即修正，以重新試著建立支援要求。

主題：

• 掃描特定的硬體元件
• 執行快速硬體掃描
• 執行壓力測試

掃描特定的硬體元件
關於此工作
根據您的需求，您可以掃描特定的硬體元件。

註: 下列步驟適用於掃描硬碟機。執行掃描的步驟會由於您選擇的硬體元件而有所不同。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疑難排解標籤。

2 按一下我想要檢查特定的硬體。
隨即顯示清單，列出系統上可用的硬體元件。

註: 按一下重新整理系統硬體清單以更新清單。

3 在儲存裝置區段中，按一下硬碟機。

4 選取測試，然後按一下執行測試。

掃描完成後，隨即顯示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未偵測到問題，通過狀態和  隨即顯示。

• 如果偵測到問題，而且不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會顯示故障狀態和  圖示。

• 如果偵測到問題，而且需要建立支援要求，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並顯示問題摘要頁面。並會傳送通知給您的 IT 系統管理
員。

執行快速硬體掃描
關於此工作

您可以在系統上執行快速掃描，以偵測硬碟機、處理器等硬體元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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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掃描硬體磚上，按一下立即執行。

掃描完成後，隨即顯示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未偵測到問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

• 如果偵測到問題，而且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停用最佳化磚，接著顯示問題摘要頁面，並會傳送通知
給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

• 如果偵測到問題，但是不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會在磚上方顯示問題名稱，並在掃描硬體磚上顯示通知。此時還會停用最佳化
磚。按一下略過以啟用最佳化磚。

執行壓力測試
關於此工作
壓力測試可協助您偵測硬體元件的問題，例如在快速掃描期間一併偵測主機板、光碟機、攝影機與硬體元件的問題。

警告: 在壓力測試期間，您可能會看到螢幕閃爍，而且可能無法使用您的系統。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疑難排解標籤。

2 按一下我想要掃描我的整台 PC，然後按一下開始。

SupportAssist 會顯示訊息，提示您儲存檔案並關閉所有應用程式。

3 按一下確定以執行測試。

掃描完成後，可看到如下所示的情況：

• 如果未偵測到問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

• 如果偵測到問題，而且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停用最佳化磚，接著顯示問題摘要頁面，並會傳送通知
給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

• 如果偵測到問題，但是不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會在磚上方顯示問題名稱，並在掃描硬體磚上顯示通知。此時還會停用最佳化
磚。按一下略過以啟用最佳化磚。

10 掃描系統硬體



將系統最佳化
SupportAssist 會執行一系列的診斷測試來識別檔案變更和您的系統設定，藉此協助您將系統最佳化。SupportAssist 最佳化功能可藉
由下列動作，協助您提升系統速度、儲存空間可用性、與系統穩定度：

• 清除暫存檔案

• 調整系統效能

• 最佳化網路

• 移除病毒、惡意軟體和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

註: 您可以單純執行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啟用的最佳化項目。

主題：

• 清除檔案
• 調整系統效能
• 最佳化網路
• 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
• 執行所有系統掃描及最佳化
• SupportAssist 磚上的通知

清除檔案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從您的系統移除多餘檔案、暫存資料夾和其他非必要的雜亂項目。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清除檔案磚，按一下立即執行。

警示: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的最佳化作業，已套用的變更將無法復原。

在最佳化完成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已回復的硬碟機可用空間數量也會顯示在首頁和歷程記錄頁面。

註: 磚顯示的通知會根據進行最佳化的時間自動變更。如需磚上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 SupportAssist 磚上的
通知。

調整系統效能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您可以調整電源設定、登錄，以及記憶體配置以最大化系統處理速度。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調整效能磚，按一下立即執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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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的最佳化作業，已套用的變更將無法復原。

在最佳化完成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

註: 磚顯示的通知會根據進行最佳化的時間自動變更。如需磚上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 SupportAssist 磚上的
通知。

最佳化網路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最佳化您系統上的網路設定，以維持高效率又可靠的網路連線能力。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最佳化網路磚，按一下立即執行。

警示: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的最佳化作業，已套用的變更將無法復原。

在最佳化完成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

註: 磚顯示的通知會根據進行最佳化的時間自動變更。如需磚上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 SupportAssist 磚上的
通知。

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
關於此工作
您可以隔離並移除遭到病毒和惡意軟體感染的檔案，以維護您的系統安全。您也可以偵測並移除系統上已安裝但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如需移除 PUP 的指示，請參閱移除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註: 病毒及惡意軟體移除功能不適用於中國等特定地區。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移除病毒與惡意軟體磚按一下立即執行。

警示: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的最佳化作業，已套用的變更將無法復原。

在最佳化完成後，磚會顯示適當的通知。

註: 磚顯示的通知會根據進行最佳化的時間自動變更。如需磚上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 SupportAssist 磚上的
通知。

移除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關於此工作
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 是安裝應用程式時自動在系統上安裝的程式。PUP 包括間諜軟體、廣告軟體，這些軟體可能會降低系統效
能或顯示您不想要看到的廣告。
在手動啟始或自動化病毒及惡意軟體掃描期間，SupportAssist 偵測到 PUP 出現在系統上。如果偵測到 PUP，移除病毒與惡意軟體磚
圖示會以紅色顯示，而且磚上會顯示已偵測到的 PUP 數量。您可以檢閱並移除這些 PUP。

註: 如果在自動化掃描期間偵測到 PUP，會顯示適當的通知。如需 SupportAssist 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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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

2 在移除病毒與惡意軟體磚上，按一下檢視。
PUP 詳細資訊隨即顯示。

註: 依預設，系統會選取所有的 PUP。您可以檢閱並清除您不想從系統中移除的 PUP。

3 如有必要，請按一下按一下這裡取得更多詳細資料連結，以檢視關於 PUP 的詳細資訊。

4 按一下移除，然後按一下確認。
選取的 PUP 隨即從系統中移除。

5 按一下確定。

遭到移除的 PUP 數量會顯示在首頁頁面和歷程記錄頁面。

執行所有系統掃描及最佳化
關於此工作
逐一執行多個掃描以檢查可用的驅動程式更新、偵測硬體問題並確認系統所需的最佳化作業。掃描完成後，下一個掃描作業將啟動。
在歷程記錄頁面檢視所有掃描和最佳化的詳細資料。

執行下列其中一個項目：

•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立即開始。

• 開啟 SupportAssist，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全部執行。

警示: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的最佳化作業，已套用的變更將無法復原。

掃描完成後，隨即顯示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未偵測到問題，磚會顯示適當的訊息。首頁與歷程記錄頁面會顯示回復的硬碟機可用空間數量，以及移除的病毒或惡意
軟體數量。

• 如果在掃描期間偵測到驅動程式更新，會在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顯示更新類型和更新數量。如需安裝驅動程式更新的指
示，請參閱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 如果偵測到硬體問題，而且需要建立支援要求，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並顯示問題摘要頁面。並會傳送通知給您的 IT 系
統管理員。

• 如果偵測到問題，但是不需要建立支援要求，會在磚上方顯示問題名稱，在掃描硬體磚上顯示通知，並停用最佳化磚。按一
下略過以啟用最佳化磚。

• 如果偵測到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磚會顯示通知。如需移除 PUP 的指示，請參閱移除可能不需要的
程式。

SupportAssist 磚上的通知
SupportAssist 磚上顯示的通知，取決於上次掃描或最佳化的時間。下表說明磚上的通知如何依據上次掃描時間變動。

表 4. SupportAssist 磚上的通知

自從上次執行以來的時間 通知

少於 3 小時 顯示執行掃描或最佳化的結果和剛剛，例如，PC 已調校：剛剛

超過 3 小時，但少於 24 小時 顯示執行掃描或最佳化的結果和今天，例如，PC 已調校：今天

超過 24 小時，但少於 48 小時 顯示執行掃描或最佳化的結果和昨天，例如，PC 已調校，昨天

超過 48 小時 掃描或最佳化的結果，以及執行日期，例如 120 MB 已儲存：2018 年 3 月 16 日

少於 7 天 以綠色顯示。

超過 7 天，但少於 30 天 以橘色顯示。

將系統最佳化 13



自從上次執行以來的時間 通知

超過 30 天 以紅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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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
驅動程式是一種軟體，主要協助作業系統與系統上的硬體元件進行通訊。視訊卡、音效卡和數據機等硬體元件都需要驅動程式才能有
效地運作。有時候，作業系統包含系統的驅動程式，但通常驅動程式必須另外下載並安裝。

韌體是系統硬體內嵌的軟體。韌體設定主要指揮系統與其他硬體元件通訊，並執行基本輸入/輸出工作之類的功能。

系統驅動程式和韌體有數種應更新的原因，其中包括提升系統效能、防範安全性風險，並擴大相容性。SupportAssist 可協助您更新
驅動程式和韌體。

註: 在本文件中，「驅動程式」一詞指的是驅動程式和韌體。

在例行系統監控中，SupportAssist 每 7 天會掃描一次您的系統，以偵測您的系統適用的驅動程式更新。如果有緊急更新，則會顯示
通知。如需 SupportAssist 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通知。

主題：

• 驅動程式的嚴重程度類別
• 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 解除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 「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的通知

驅動程式的嚴重程度類別
SupportAssist 會根據嚴重性來分類驅動程式和韌體。根據嚴重性，驅動程式可分成下列類別：

• 緊急 — 可防止對您的系統造成潛在安全性威脅的更新。

• 建議 — 可大幅提升系統效能的更新。

• 可選 — 您可以視需要選擇安裝的更新。

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SupportAssist 會掃描您的系統，並主動建議您的系統需要的驅動程式更新。安裝更新之前，SupportAssist 會自動建立還原點。您可
以使用還原點來解除安裝更新，並且使系統回復到先前的狀態。在指定期間，SupportAssist 僅可保留三個還原點。新的還原點建立
完成後，系統會自動移除最舊的還原點。

註: 如果您安裝系統適用的新版 BIOS，則您無法解除安裝更新。

註: 依預設，Windows 作業系統會停用還原點建立設定。若要啟用 SupportAssist 建立還原點的功能，您必須在 Windows 中啟用
還原點建立設定。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然後按一下 。

2 在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按一下立即執行。

• 如果系統有任何更新可用，系統會在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顯示更新類型和可用的更新數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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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磚上的通知取決於更新的嚴重性。如需磚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的
通知。

• 如果 SupportAssist 無法偵測到您的系統可用的更新，會顯示適當的訊息。

3 按一下立即更新。
驅動程式頁面會隨即顯示。

註: 依預設已選取所有的更新。您可以檢閱該清單，並取消勾選您不想安裝的更新項目。

4 按一下安裝。

• 對於自動安裝的更新，狀態欄會顯示  和完成狀態。

• 如果必須手動安裝更新，則下載完成後，狀態欄會顯示安裝連結。按一下安裝連結即可安裝更新。

註: 您可能必須重新啟動系統，才能完成特定驅動程式的安裝。

註: 如果正在下載更新，按一下  可取消下載。您無法取消正在安裝的更新。

5 如果更新完畢需要重新啟動，請執行下列步驟：
a 按一下立即重新啟動,以重新啟動系統。

SupportAssist 會在您重新啟動前，提示您儲存檔案並關閉所有應用程式。
b 按一下重新啟動以完成安裝。

6 按一下「完成」。

首頁會隨即顯示。首頁會顯示安裝的驅動程式數量。

解除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更新驅動程式後，如果您的系統出現問題，您可以解除安裝更新，並將系統回復到先前的狀態。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歷程記錄標籤。

2 在歷程記錄頁面上，按一下所需的恢復系統連結。
隨即會顯示訊息，表示系統將恢復為建立還原點時的狀態。

3 按一下恢復。

系統會重新啟動，並解除安裝更新。

「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的通知
下表說明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顯示的不同狀態通知。

表 5. 「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通知

更新圖示 磚圖示 更新類型 說明

未顯示圖示。

顯示無任何可用訊息。

可選或沒有更新可供使用 沒有更新或可選更新可供使用。

建議 只有建議類型的更新可供使用。

緊急 只有緊急更新或多種類型的更新可
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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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常見問題
疑難排解頁面提供逐步說明，以協助您在沒有 Dell 技術支援部門協助的情況下自行解決常見問題。在疑難排解頁面上，您也可以取得
常見硬體、軟體和作業系統問題的視訊教學課程。

註: 依據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選取的偏好設定而定，您可以存取疑難排解頁面上啟用的連結。

如果在掃描過程中偵測到硬體問題，或已針對硬體問題建立支援要求，會停用疑難排解頁面上的下列連結：

• 我想要檢查特定的硬體

• 我想要掃描我的整台 PC

• 我的 PC 停止回應或無預警重新啟動。(我認為這是「藍色畫面」錯誤。)

如果您以非系統管理員身分登入系統，您只能使用下列連結和解說影片小節中的連結：

• 我想要檢查特定的硬體

• 我想要掃描我的整台 PC

排除藍色畫面錯誤
有時，您的系統會自動重新啟動，或者停止回應並顯示藍色畫面。這就是所謂的藍色畫面錯誤。系統上的某些關鍵資料毀損、偵測到
硬體故障，或偵測到系統的問題而且系統必須立即重新啟動時，都會出現藍色畫面錯誤。

事前準備作業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關於此工作
執行 SupportAssist 掃描和最佳化作業可解決藍色畫面錯誤。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

2 按一下疑難排解標籤，然後按一下我的 PC 停止回應或無預警重新啟動。(我看見藍色畫面錯誤。)。

3 按一下立即修正。
首頁隨即顯示，並初始化整個系統。掃描完成後，隨即顯示下列其中一項：

• 如果未偵測到問題，磚會顯示適當的訊息。首頁會顯示回復的硬碟機可用空間數量，以及移除的病毒或惡意軟體數量。

• 如果在掃描期間偵測到驅動程式更新，會在取得驅動程式與下載磚上顯示更新類型和可用的更新數量。如需安裝驅動程式更
新的指示，請參閱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 如果偵測到硬體問題，而且需要建立支援要求，系統會自動建立支援要求，並顯示問題摘要頁面。

• 如果偵測到問題，但是不需要建立支援要求，則所有掃描完成後，會在磚上方顯示問題名稱，並在掃描硬體磚上顯示通知。

註: 通知的類型取決於硬體問題的嚴重性。如需 SupportAssist 顯示的通知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通知。按一下
略過隱藏通知。

• 如果偵測到可能不需要的程式 (PUP)，移除病毒和惡意軟體磚會顯示通知。如需移除 PUP 的指示，請參閱移除可能不需要的
程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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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記錄概觀
歷程記錄頁面依先後順序提供系統上已執行的 SupportAssist 活動詳細資料。列出的活動包括軟體最佳化、疑難排解工作，驅動程式
更新、硬體掃描等等。

從特定歷程記錄檢視清單中，選取活動類型以檢視該特定活動類型的詳細資料。

依預設，系統會顯示當週執行的活動。您可以按一下日或月，以檢視特定日期或當月執行的活動。時間軸上方會摘要顯示安裝的驅動
程式更新數量、回復的硬碟機可用空間數量，以及偵測到的病毒或惡意軟體。

註: 歷程記錄頁面會顯示過去 90 天內執行的活動和事件詳細資料。

如果您的系統在驅動程式更新後出現問題，您可以按一下恢復系統連結解除安裝更新，並且將系統回復到先前的狀態。如需解除安裝
驅動程式更新的指示，請參閱解除安裝驅動程式更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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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支援
取得支援頁面可讓您存取您的系統適用的說明及支援選項。依據您的系統適用的服務方案以及您所在區域，您可存取的說明和支援選
項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無可用的網際網路連線，則會顯示您所在區域的 Dell 技術支援聯絡號碼。

註: 您必須具備系統管理員權限，取得支援頁面才會顯示出來。

下表說明取得支援頁面顯示的說明和支援功能：

表 6. 取得支援頁面

功能 說明

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 允許技術支援人員從遠端存取您的系統，以進行疑難排解和解決問
題。如需 DellConnect 的資訊，請參閱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

傳送檔案給技術支援部門 傳送描述系統問題的檔案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或是傳送技術支援
人員要求的檔案。

註: 您可傳送的檔案大小上限是 4 MB。

如需傳送檔案的指示，請參閱傳送記錄檔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

上傳記錄檔案 因應技術支援人員要求，將系統活動日誌檔傳送給 Dell 技術支援部
門。如需傳送記錄檔的指示，請參閱傳送記錄檔給 Dell 技術支援部
門。

擁有者手冊 檢視及下載適用您的系統的手冊。

保固資訊 檢視系統保固詳細資料。

社群支援論壇 存取 SupportAssist 論壇中討論的任何主題。

主題：

• 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

• 將檔案傳送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

• 傳送記錄檔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

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

• 您必須有系統管理員權限。

• 請確定 Dell 技術支援部門人員已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

關於此工作

在某些情況下，技術支援人員必須從遠端存取您的系統，以進行疑難排解並解決此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使用 DellConnect 允
許技術支援人員遠端存取您的系統。

註: 只有在技術支援人員啟用工作階段後，您才能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如果您嘗試在技術人員啟用前啟動 DellConnect，
會顯示錯誤訊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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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取得支援標籤。

2 在啟動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區段中，按一下啟動工作階段。

DellConnect 條款與條件頁面隨即顯示。

3 選擇我同意條款與條件，然後按一下完成。

DellConnect 工作階段正式啟動。

將檔案傳送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
關於此工作
傳送說明系統問題的檔案，或是支援人員要求的任何特定檔案。您可以傳送下列格式的檔案：

• ZIP

• RAR

• TXT

• JPEG

• PNG

• GIF

• DOCX

• DOC

• ODT

• PDF

• XLS

• XLSX

註: 您可傳送的檔案大小上限是 4 MB。

註: 您一天僅可以傳送三個檔案。如果您有多個檔案，請先將這些檔案壓縮為 ZIP 格式後再傳送。

步驟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取得支援標籤。

2 在右窗格中，按一下上傳檔案。

3 按一下瀏覽並選取所需的檔案，然後按一下上傳。

檔案傳送完畢後， 和檔案已成功上傳訊息隨即顯示。

傳送記錄檔給 Dell 技術支援部門
1 開啟 SupportAssist，並按一下取得支援標籤。

2 在右窗格中，按一下上傳記錄檔案。

檔案傳送完畢後，  和檔案已成功上傳訊息隨即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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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1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支援哪些語言？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支援 25 種語言。支援的語言是阿拉伯文、中文 (簡體)、中文 (繁體)、捷克文、丹麥文、荷蘭文、英
文、芬蘭文、法文、德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匈牙利文、義大利文、日文、韓文、挪威文、波蘭文、葡萄牙文 (巴西)、葡萄
牙文 (伊比利亞)、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如需變更語言設定的指示，請參閱變更語言設定。

2 哪裡可以檢查我的系統在排定或手動進行最佳化時，所執行的最佳化作業詳細資料？

SupportAssist 保留過去 90 天內執行的所有事件和活動詳細資料。在歷程記錄頁面上，您可以檢視一個月、一週或一日的詳細資
料。

3 為什麼 SupportAssist 執行最佳化花費的時間超過在磚上指定的時間？

系統最佳化磚顯示的時間只是依據您的系統組態所做的預估。執行最佳化實際所需的時間可能會和預估時間有所不同。

4 當我執行硬體掃描時，掃描結果會在歷程記錄頁面中顯示為設定錯誤。但掃描硬體磚上不會顯示通知。為什麼？

如果 SupportAssist 無法在硬體掃描期間掃描元件，就會出現設定錯誤的狀態。因此，掃描硬體磚就不會顯示通知。
SupportAssist 會在下一次手動啟動或自動掃描中掃描元件。

5 我能看到 SupportAssist 使用者介面。但是，清除檔案與最佳化網路磚則已停用。為什麼？

安裝在系統上的 SupportAssist，是由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負責管理。某些功能可能已由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停用，導致這些磚一併
停用。

6 當我嘗試從程式功能表中開啟 SupportAssist 時，顯示的訊息要求我聯絡我的 IT 系統管理員。為什麼？

安裝在系統上的 SupportAssist，是由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負責管理。您的 IT 系統管理員必須已經在系統中啟用 SupportAssist 使
用者介面，您才能夠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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