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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with title

下列指示是用於使用授權類型 授權使用者授權來安裝 IBM® SPSS 統計資料 版本 28 。 此文件適用於在其桌
上型電腦上安裝的使用者。

系統需求
若要檢視 IBM SPSS 統計資料的系統需求，請跳至 https://www.ibm.com/software/reports/compatibility/
clarity/softwareReqsForProduct.html。

授權碼
您也需要授權碼。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有多個代碼。 你需要全部的人
您應該已收到取得授權碼的個別指示。 If you cannot find your authorization code,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by visiting https://www.ibm.com/products/spss-statistics/support.

安裝中
從舊版執行多個版本及升級

在安裝新版本之前，您不需要解除安裝舊版的 IBM SPSS 統計資料 。 多個版本可以在同一部機器上安裝和執
行。 不過，請勿將新版本安裝在已安裝舊版的相同目錄中。

IBM SPSS Statistics Developer 的附註
如果您要安裝 IBM SPSS Statistics Developer，則可以獨立式執行產品。 如果您接受安裝 IBM SPSS
Statistics - Essentials for Python的預設選項，則您具有使用 Python 開發的工具。 您也可以安裝 IBM SPSS
Statistics - Essentials for R 以使用 R 進行開發。 它可以從 GitHub （ https://github.com/
IBMPredictiveAnalytics/R_Essentials_Statistics/releases）取得。

從下載的檔案安裝
1.按兩下安裝的安裝程式磁碟映像檔，以按一下您下載的檔案。
2.在已裝載的磁碟映像檔中，按兩下安裝程式檔案，然後遵循畫面上出現的指示。

從 DVD/CD 安裝
1.將 DVD/CD 插入 DVD/CD 磁碟機中。
2.瀏覽至 DVD/CD 磁碟機。
3.按兩下 SPSS 統計資料 安裝程式，然後遵循畫面上出現的指示。

授權您的產品
安裝產品之後，您可以使用您的 IBMid （使用 IBMid 登入）或授權碼（透過「授權精靈」（啟動授權精
靈）」來啟動產品，以啟動產品。 您必須選取 啟動授權精靈 選項，才能適當地授權產品。 使用 IBMid 登入
選項適用於產品的訂閱版本，其啟動方式不同於其他授權版本。 如需訂閱版本與授權版本之間差異的相關資
訊，請參閱 哪個 IBM SPSS Statistics 版本適合您？
註: Licenses are tied to 你電腦的硬體 with a 鎖定碼. 如果您取代 你的電腦 或其硬體，則您將有新的鎖定
碼， 將需要重複授權程序。 如果您重新映像電腦，這也是 true 。 如果您發現已超出授權合約中指定的授權
數目，請前往 https://www.ibm.com/products/spss-statistics/support 以聯絡「客戶關懷人員」團隊尋求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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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授權對時間變更很敏感。 如果您必須變更系統時間，則無法執行產品 contact the Client Care team for
assistance by visiting https://www.ibm.com/products/spss-statistics/support。

使用授權精靈
1.在您安裝產品之後，「授權精靈」會立即啟動。 如果您需要在產品安裝之後執行精靈，請從 IBM SPSS
統計資料 產品功能表中按一下 File > 管理授權 。

2.選取 啟動授權精靈。 系統提示時，請輸入一或多個授權碼。
您應該已收到取得授權碼的個別指示。 If you cannot find your authorization code,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by visiting https://www.ibm.com/products/spss-statistics/support.

「授權精靈」會將您的授權碼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至 IBM Corp. ，並自動擷取您的授權。 如果您的電腦在
Proxy 後方，請按一下 Proxy 伺服器設定 ，然後輸入適當的設定。
如果授權程序失敗，則系統會提示您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從「授權精靈」複製訊息文字，將它貼到您的電子
郵件用戶端（使用「授權授權」作為主旨），然後將電子郵件傳送至 spssls@us.ibm.com.

註: 信箱 spssls@us.ibm.com 是自動化服務，且必須完全接收訊息文字，因為它出現在「授權精靈」中。
您將會及時收到回覆您的電子郵件。 您可以在 輸入代碼 欄位中輸入您收到的任何授權碼。 如果您已關閉
「授權精靈」，請重新啟動它，然後選取 授權使用者授權。 在「輸入代碼」畫面中，新增您收到的授權
碼，按一下 新增，然後按一下 下一個 以完成處理程序。

檢視您的授權
您可以重新執行「授權精靈」來檢視授權。 第一個畫面顯示授權資訊。 完成時，請按一下 取消 ，並在提示
取消時按一下 是的 。
註: 您也可以使用指令語法來檢視授權，以執行 顯示授權 指令。

套用修正套件
若要確保作業不正常，請將產品保留在最新的修正套件層次。 如修正套件指示中所述，完成所有必要的前置
安裝及後置安裝作業。

解除安裝
1.將安裝資料夾拖曳至垃圾桶。 依預設，這是 /Applications/IBM SPSS Statistics 28。
2.在「首頁」資料夾中，瀏覽至 檔案庫/喜好設定。
3.將 com.ibm.spss.plist 拖曳至垃圾桶。 請注意，此檔案由 IBM SPSS 統計資料、 IBM SPSS 統計資料 學
生版本及 IBM SPSS Smartreader使用。 如果有任何這些應用程式仍在安裝中，您應該移除 不 檔案。

4.在您的「首頁」資料夾中，將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IBM/SPSS/Statistics/28/Eclipse/ 拖曳至「垃
圾桶」。

5.如果需要，請移除您所安裝的任何自訂對話框，方法是將它們從 <install directory>/Resources/
Extensions/CustomDialogs拖曳至「垃圾桶」。

6.如果需要，請將您安裝的任何延伸指令從 <install directory>/Resources/Extensions/extensions中拖曳至
「垃圾桶」中，以移除這些指令。

7.清空垃圾桶

更新、修改及更新 IBM SPSS 統計資料
如果您 購買其他附加程式模組或 更新授權，則您將收到新的授權碼（或代碼）。 如需使用授權碼的指示，
請參閱 Link with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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