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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主頁與錢包頁面全新升級！體驗更個人化的使用介面(7/21 雙平台上

線) 

July 13, 2020LINE 版本更新 

 
 

7/21 更新：全新的主頁與錢包頁面，於台灣時間 7 月 21 日下午 1 點開

始，正式於 iOS 與 Android 雙平台釋出囉！LINE 版本在 10.12.0(含)以上

者會自動套用新介面。還沒看到，想體驗新介面嗎？手機點此立即更新

LINE 應用程式 

Read more 

LINE10.10.0 更新：貼圖介面多項優化、Keep 直接存到特輯、Android 自

動備份 

June 16, 2020LINE 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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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大家對 LINE 貼圖與台灣創作者的支持與喜愛！隨著貼圖收藏越

來越豐富，為了讓用戶可以更便利地運用所擁有的貼圖們，在這次的改版

中，有多項針對貼圖使用介面的優化，希望用戶覺得更方便，更好玩～  

 
Read more 

【LINE Labs】洗版救星！隱藏版實驗功能「聊天室分類」 

May 08, 2020LINE 版本更新 

 
 
(揉眼睛) 在聊天室列表上面多了一行...分類？！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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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正式啟用 Apple 帳號登入＆換機—Android 用戶相關設定 

April 27, 2020 安心使用教學 

 

延續之前的預告(點此看)，於 LINE 10.5.0 版本開始，將開放使用 Apple 帳

號登入與換機，為 iOS 用戶限定。因此，您可能會好奇，既然是 iOS 用戶

限定，為什麼 Android 用戶更新到 LINE 10.5.0(含)以上 後，LINE 設定

裡，也有 Apple 這個欄位呢？ 

 

Read more 

【LINE 備份官方懶人包】新的自動備份功能手把手教學(iOS 先行) 

April 10, 2020 安心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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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重要】LINE 已正式終止使用 Facebook 帳號註冊新 LINE 帳號(不影響現

有 FB 登入/換機者) 

April 01, 2020 安心使用教學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80997602.html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82585628.html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82585628.html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82585628.html
http://official-blog.line.me/tw/archives/cat_567897.html


延續之前的預告(點此看)，LINE 已正式終止使用 Facebook 帳號註冊新的

LINE 帳號（Android 版本: 2020 年 3 月 31 日，iOS 版本：2020 年 4 月 13
日）。終止的部分是「註冊新帳號」，但雙平台使用 Facebook「登入」與

「換機」者皆不受影響。 

 

同時，LINE 也在近期釋出的 LINE 10.5.0 版本中，針對註冊與登入介面優

化，讓介面的指引更清楚。LINE 10.5.0 Android 版本已於 2020 年 4 月 2
日完整釋出，而 iOS 10.5.0 版本也已於 2020 年 4 月 13 日釋出。 

 

這篇將說明與 Facebook 帳號連動相對應的重要事項，以及帶大家看看

LINE 10.5.0 針對哪些註冊與登入介面優化，目前仍繼續使用 Facebook 帳

號登入或換機的您一定要看喔！ 

 這樣更好用：文章中的圖片，在圖片上面按右鍵點開(手機)，或另開視

窗檢視大圖(電腦)，可以看更清楚，也歡迎另存起來參考喔。 

 
Read more 

【預告】將終止使用 Facebook 帳號註冊新 LINE 帳號，並開放使用 Apple
帳號登入與換機 

March 25, 2020 安心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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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帳號相關的規則，向您預告近期將有兩項新做法，來看看吧  

 
Read more 

LINE iOS 9.15.0 更新：開放使用貼圖與表情貼裝飾照片/影片 

September 03, 2019LINE 版本更新 

 

（揉眼睛）沒錯，是真的！貼圖跟表情貼，現在可以這樣用來裝飾照片跟

影片了啊啊啊啊  

iOS 用戶先行，Android 用戶再稍候一下下，在之後的更新版本就有此功能

了呦  

 
 
Read more 

全新「主頁」登場！五種分類入口 讓需要的資訊更好找 

August 21, 2019LINE 版本更新 

隨著 LINE 持續推出各式各樣豐富用戶生活的服務，我們希望透過優化

LINE 的使用介面，讓各項服務的呈現一目瞭然，帶給您更好的使用體驗。 
新的「主頁」於今天開始，在 LINE Android 9.14.0 版本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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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是 Android 用戶 

• 已經升級到 LINE Android 9.14.0(含)以上版本：您的 LINE 於今天起將自動

顯示「主頁」。 

• 還沒升級到 LINE Android 9.14.0(含)以上版本：更新 LINE 即可看到「主

頁」>>立即更新體驗 

 

若您是 iOS 用戶 

目前 LINE iOS 9.14.0 尚未上線，待上線時，您只要更新到 LINE iOS 
9.14.0(含)以上版本，您的 LINE 中就會顯示「主頁」。 

 
 
 
Read more 

LINE iOS 9.12.0 更新：聊天室的選單翻新、LINE MUSIC 連動等七大不能

錯過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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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31, 2019LINE 版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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