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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如何使用HiNet遊戲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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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HiNet遊戲加速器然後輸入您設定的登入帳號密碼並點擊登入

當您勾選「記住帳號」這個功能時，系統將跳出安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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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登入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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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入後，可先點擊下方「設定管理」啟用一些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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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頁面，勾選遊戲設定中的「啟用自訂遊戲功能」，
以及加速器設定中的「Show advanced stats tabs(顯示進階統計分頁)」，
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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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頁面，勾選「啟用手動多加速器連線功能」，並儲存
(若未勾選此功能，系統預設只採用單加速器連線功能，
加速效果可能未達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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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選擇遊戲」頁面中，預設即為”遊戲列表”模式
(未勾選啟用自訂遊戲功能會無法選擇模式)，
在左下方快速搜尋的白色方框中可輸入遊戲名稱關鍵字，軟體將自動搜尋出相關的遊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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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啟動遊戲」即可開始加速！
(未特別選擇加速模式，系統預設以”自動選擇遊戲加速器”來連線，
若要使用”手動選擇遊戲加速器”來連線，請點選右方三角形按鈕，
系統將帶出”選擇伺服器”分頁可點選，讓玩家能自由選擇各地方的遊戲加速器節點)



11

當玩家進到「選擇加速器」頁面後，可選擇二個加速器節點來加速
(若先前未勾選「啟用手動多加速器連線功能」，
則系統預設只會呈現第一個加速器節點讓玩家選擇)，
當這兩個加速器節點都未選擇時，即變回自動選擇加速器連線模式!

另外，玩家也可以只設定第一(二)個加速器節點，第二(一)個加速器節點不設定，
則會變成半自動模式喔!



手動選擇遊戲加速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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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一個加速器節點，一般可設為玩家所在地理位置之加速器節點，
關於第二個加速器節點，玩家若清楚該款遊戲伺服器位於某個國家，
可嘗試將第二節點設定為該地區的某些節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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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英雄聯盟
日服可選
JP10!

玩英雄聯盟
韓服可選
KR3或KR5!



點它! ->

另外透過”手動選擇遊戲加速器”方式，選擇下方”依ping值排序”功能，
可輔助玩家檢視哪個加速器節點其加速效果是較好(預設是依地理位置排序)

14



軟體會先進行偵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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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偵測後結果，世界各地遊戲加速器節點會回報其ping值，
玩家可參考結果，並可選擇ping值較低且接近遊戲伺服器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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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日服
League of Legend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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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 HiNet遊戲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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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帳號、密碼

<- 點擊登入

軟體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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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遊戲列表”方式

1.輸入lol關鍵字來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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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點選日文圖示

3.先點擊三角形按鈕

4.點擊選擇
伺服器按鈕



使用”手動選擇遊戲加速器”

21

第一點選擇TW8

第二點選擇JP10

針對遊玩日服，也可選擇其他日本節點
(目前無法透過JP2節點登入)

註:目前TW8、TW11節點位於台北，
TW9、TW12節點位於台中，TW10、
TW13節點位於高雄，可依用戶地理
位置選擇最近的節點為第一點，未來
其他節點會依規劃作調整

最後點擊啟動遊戲



有時系統可能因路徑辨別問題無法順利找到您安裝的遊戲，
可用手動方式(點選桌面捷徑或遊戲安裝資料夾下)來啟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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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桌面捷徑開啟遊戲或
至遊戲所安裝位置去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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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遊戲帳號、密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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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入遊戲



此時加速器會開始初始化連線，讓其在背景執行2~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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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即可開始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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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後遊戲內ping值確實有改善!(注意畫面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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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加速器軟體統計頁面也能檢視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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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韓服
League of Legends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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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 HiNet遊戲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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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帳號、密碼

<- 點擊登入

軟體登入

31



使用”遊戲列表”方式

1.輸入lol關鍵字來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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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點選韓文圖示

3.先點擊三角形按鈕

4.點擊選擇
伺服器按鈕



使用”手動選擇遊戲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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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選擇TW8

第二點選擇KR3或KR5

針對遊玩韓服，也可選擇韓國其他節點
(目前透過KR3或KR5節點登入線路較穩)

最後點擊啟動遊戲

註:目前TW8、TW11節點位於台北，
TW9、TW12節點位於台中，TW10、
TW13節點位於高雄，可依用戶地理
位置選擇最近的節點為第一點，未來
其他節點會依規劃作調整



有時系統可能因路徑辨別問題無法順利找到您安裝的遊戲，
可用手動方式(點選桌面捷徑或遊戲安裝資料夾下)來啟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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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桌面捷徑開啟遊戲或
至遊戲所安裝位置去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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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遊戲帳號、密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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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入遊戲



此時加速器會開始初始化連線，讓其在背景執行2~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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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即可開始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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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後遊戲內ping值確實有改善!(注意畫面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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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加速器軟體統計頁面也能檢視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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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局遊戲結束後，LOL會回到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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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HiNet遊戲加速器右上方”Disconnect and go back”(開始新遊戲)
來重新建立連線(因LoL遊戲本身的設計架構需每結束一場後重建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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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直接點擊HiNet遊戲加速器右下方的「啟動遊戲」即可開始下一場!
(加速器節點的設定會自動記住上一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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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加速器會開始初始化連線，讓其在背景執行2~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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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OL遊戲中加入一場新遊戲，即可進行第二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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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

絕地求生(吃雞、PU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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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

Asia Server
絕地求生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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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開啟Steam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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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帳號、密碼

<-點擊登入

Steam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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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暫不用先開啟遊戲



<- 開啟 HiNet遊戲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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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帳號、密碼

<- 點擊登入

軟體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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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遊戲列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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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PUBG關鍵字來快速搜尋

2.再點選名稱有Asia的圖示

3.先點擊三角形按鈕

4.點擊選擇
伺服器按鈕



此版本每一場Matching仍會隨機被分配到不同地區的遊戲伺服器，
目前可能會配到韓國或香港伺服器，由於近期香港伺服器的場次變多，
因此建議玩家改用自動連線方式來加速，避免手動固定某節點導致加速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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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維持不選擇

第二點維持不選擇

最後點擊啟動遊戲



此時加速器會開始初始化連線，並自動啟動遊戲，
(若許久都沒反應，則可嘗試手動執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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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遊戲大廳後，選擇Asia server後點擊”開始”準備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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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正在進行列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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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遊戲加速器可能會因遊戲尚未配對好，還在建立最佳連線路徑中，
或是等待連線至加速器，都屬於正常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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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對戰開始倒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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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加速器已成功建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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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機前，雖然已連線，但加速效果可能還未達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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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完整的加速效果將在連線穩定後的2至3分鐘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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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後，可先開始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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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遊戲數據已更新，而與遊戲內建ping値有落差在於程式截取點不同
而有所差異，此遊戲伺服器位在韓國(在這場配對中)，ping值確實有改善!

註:使用自動選擇方式，系統
每一場會選擇最佳連線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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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UNKNOWN’S
BATTLEGROUNDS

KR/JP Server
絕地求生韓服/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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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絕地求生因新版本更新關係，
已無法選擇韓服/日服，故移除掉此部分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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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玩家仍想知道韓、日服需如何設定，以下設定僅提供參考…
PUBG韓、日服目前仍被歸類在同一個遊戲伺服器，但經觀察測試後，
也是配韓國伺服器居多，因此可仿照亞服設定方式，同樣有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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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速效果不佳，可選擇
KR5,KR6或日本節點試看看喔!



其他熱門遊戲的設定密技，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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