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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始使用

開機 & 登入

請按下位於 Nexus 7 機身右上方的電源按鈕數秒後再放開，以開

啟 Nexus 7 的電源。

當 Nexus 7 首次開機時，您會看到歡迎畫面。

• 請由選單中選取您要使用的語言。

• 請點選 開始 並依照畫面的指示進行基本設定。

若您已擁有 Gmail 帳號，請輸入電子郵件與密碼以進行登入。若

您沒有 Gmail 或 Google 帳號，請依照畫面的指示註冊新帳戶。

任何您使用於以下服務的帳號即可作為 Google 帳號。

• Gmail

• YouTube

• Google 應用程式

• AdWords

• 其他任何 Google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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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登入 Google 帳戶後，所有的電子郵件、聯絡人、行事曆等該

帳戶的相關資料均會自動同步至 Nexus 7。

若您擁有一個以上的 Google 帳戶，您可以稍後再新增其他帳戶至 

Nexus 7 中。

連接電源充電器

包裝盒內容物的快速使用指南已說明 Nexus 7 的基本設定。

當您第一次使用產品包裝盒中的 Nexus 7 時，裝置的電池可能僅

剩餘部份電力，建議您先依照下圖所示為電池進行充電。

如下圖所示，請將 Micro USB 訊號線分別連接 Nexus 7 與 USB 電

源充電器後，再將電源插頭連接至插座。

a

重要！請使用包裝盒內容物中的電源充電器為 Nexus 7 充

電，使用其他電源充電器可能造成 Nexus 7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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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使用 Google 帳戶？

所有儲存於 Google 帳戶中的資料，您都可以透過 Google 帳戶於

不同的電腦與行動裝置同步存取：

• 使用 Play 商店：您可以利用您的 Google 帳號在 Play 商店下載種

類豐富的應用程式。 

• 同步並備分個人資料：不論是電子郵件的草稿、聯絡人、日曆上

的新活動或照片，所有利用 Google 帳戶儲存的檔案資料 Google 

均會即時更新與備分，並且自動同步至使用相同 Google 帳戶的

所有裝置。

• 隨時隨地方便存取：不論您使用哪台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只要

有網路連線，您就可以檢視日曆活動、收發電子郵件或是瀏覽社

群網站。

• 完整保護個人資料：Google 可以為您的個人資料提供完整安全的

保護，免於受到未經授權的存取，同時也確保您可依需求隨時隨

地存取個人資料。

• 自動儲存聯絡人資訊：當您在 Nexus 7 上登入 Google 帳戶後，

所有該帳戶的聯絡人即會自動同步至 使用者 的應用程式中。只

要登入 Google 帳戶，您也可以在其他電腦或行動裝置上檢視聯

絡人資訊。

• 盡享 Google 服務：您可以透過 Google 帳戶享受所有 Google 提

供的服務與應用程式，例如 Gmail、Google 地圖與導航、Google 

Play、YouTube、Goog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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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Jelly Bean

不論您是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新舊用戶，都請先來認識 Android 

4.1（Jelly Bean）的新功能與特色。

桌面

Google Play 

小工具

桌面上的小工具會顯示您最近使用的應

用程式；其他小工具可提供瀏覽 Google 

Play 的建議

點選 小工具即可存

取  Google Play 的

內容。

點選 & 長按 小工具

可調整小工具的大

小或將小工具移除

重 新 整 理 桌

面

長按並拖曳圖示和小工具，可變更擺放

的位置，讓您方便調整桌面的版面配置

點選 & 長按 圖示，

再拖曳至想要擺放

的位置

快速拖曳  可將圖示

放進資料夾

Google ����

Google 即時

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可在適當時機提供您正

確資訊。例如在展開一天生活前提供您

本日天氣預報、出發工作前提供您路況

資訊，甚至還能提供您最愛球隊的即時

比數

由任何畫面的底部 

向上滑動 畫面

於 畫 面 上 方  點 選 
Google 搜尋欄位

說「Google」 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時，只要說

「Google」即可啟動語音搜尋

於 畫 面 上 方  點 選 
Google 搜尋欄位
由任何畫面的底部 

向上滑動 畫面，說

「Google」及搜尋

關鍵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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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通知面板 可展開式的通知面板能夠讓

您直接透過通知執行各項動

作

由任何畫面頂端 滑動一根手指 
以開啟通知面板

拉近/拉遠手指進行縮放 以收合

/展開通知面板

於通知面板中 點選圖示 以直接

處理工作

滑動 可關閉通知

傳 送 電 子 郵

件 給 日 曆 活

動的參加者

您可以透過日曆應用程式傳

送電子郵件給參加者，或是

直接利用活動通知傳送訊息

由日曆活動或通知中點選 傳送

電子郵件給邀請對象，於通知中

您可以選擇使用罐頭訊息或自訂

訊息

通知音量 您可以個別設定不同於平板

電腦主音量的通知音量

按下平板電腦機身旁的音量調整

按鍵，接著點選 設定，拖曳滑

桿以調整通知音量

螢 幕 旋 轉 鎖

定

鎖定以維持直向畫面 由任何畫面頂端 滑動一根手指 
以開啟通知面板，接著點選旋轉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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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善功能

Chrome Chrome 提供無限的分頁與無痕式分

頁，同時您可以登入 Google 帳戶以

同步處理各個不同裝置的書籤

於畫面上方左右滑動以

瀏覽各個分頁，點選、

長按可拖曳分頁至其他

位置

點選分頁切換圖示，可

在無痕模式與一般模式

間切換

協助工具 手勢模式方便您使用輕觸及滑動手勢

結合語音輸出進行瀏覽

支援透過 U S B  和藍牙外接點字

（Braille）輸入及輸出裝置

若要在 TalkBack 中使

用捷徑手勢，請 滑動 

手指：

由上而右滑動畫面：開

啟通知面板

由上而左滑動畫面：等

同於「桌面」按鈕

由下而右滑動畫面：等

同於「最近使用過的應

用程式」按鈕

由下而左滑動畫面：等

同於「返回」按鈕

眨 眼 臉 部 解

鎖

為提升安全性，使用臉部解鎖功能時

可設定為眨眼以解鎖平板電腦

設定 > 安全性 > 螢幕

鎖定

新增帳戶 您可以由設定主畫面輕鬆新增電子郵

件帳戶

設定 > 帳戶 > 新增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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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 搜尋

向上滑動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可在適當時機提供您正確資訊。

在展開一天生活前，Google 即時資訊提供您本日天氣預報；出發

工作前，Google 即時資訊提供您路況資訊；Google 即時資訊甚至還

能提供您最愛球隊的即時比數。

無需任何動作，這些您需要的資訊即會自動顯示。聰明過人的 

Google 即時資訊會在您需要的時候，主動提供您想要的資訊，讓您

不必費力尋找。

例如，以下是一張會在您準備出門上班時顯示的 Google 即時資訊

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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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試試 Google 即時資訊吧！請由任何畫面的底部向上滑動畫

面，或是點選畫面上方的 Google 搜尋欄位即可檢視卡片。

當您想檢視更多卡片時，請點選畫面下方的 顯示更多卡片…；當

您不需要某張卡片時，請以手指將卡片滑開即可。

一切盡在掌握中

當您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時，將同時開啟位置回報和定位記

錄功能。若您已開啟 Google 定位服務和 GPS 功能時，Google 即時

資訊也會使用此兩項服務所提供的位置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還會使用您儲存在其他 Google 產品中的資訊。例

如，當您的網頁記錄中儲存有某些搜尋資訊時，Google 即時資訊就

會顯示相關卡片，如賽事比數、航班狀態等。

在您授予 Google 存取權限的情況下，Google 即時資訊亦可使用儲

存在第三方產品的資料。例如，平板電腦的同步日曆中可能含有來自

非 Google 日曆產品的項目。假如您的同步日曆中有個項目為牙醫預

約時段，同時項目中包含牙醫地址，則 Google 即時資訊將會自動確

認路況並提供建議的出發時間。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您可以明確選擇需要的卡片，並自行調整

顯示內容和隱私設定。

關於 Google 即時資訊與定位服務的相關說明，請參考第 24 頁 第 

4 章 將��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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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滑動檢視通知

當有新訊息、日曆活動、鬧鐘或是其他進行中的工作進度，例如影

片下載完成等，Nexus 7 的畫面上方都會出現通知提醒您。

當 Nexus 7 接收通知時，畫面上方將會出現圖示。新通知的圖示

出現於畫面左上方，右上方則是系統狀態的圖示，例如 Wi-Fi 訊號、

電力情況等。

藍牙、Wi-Fi 與電力情況最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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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螢幕自動旋轉 忽略所有通知開啟設定選單

點選以回覆
給其他活動
成員

將手指拉近
/拉遠，以收
合/展開通知

請使用手指由畫面上方向下滑動，以開啟所有的通知：

有些通知可藉由展開顯示相關資訊，例如新進電子郵件的主旨與內

容、日曆活動等。若通知可以展開時，即會保持在展開狀態。請利用

二隻手指以斜角移動的方式將手指拉近/拉遠，以收合/展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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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開啟相關的應用程式時，請點選通知左側的圖示。有些通知提

供您圖示點選以執行特定功能，例如來自日曆的通知，閱讀通知時您

可以直接選擇延遲或是發送電子郵件給其他活動成員。

反方向由下往上滑動畫面即可關閉通知面板。點選通知面板右上角

的 ，即可忽略所有通知。

開始使用

桌面下方的一排圖示為 我的最愛，方便您快速檢視或執行 Play 商

店、音樂與其他應用程式。

Nexus 7 的螢幕下方有三個常駐功能圖示，請參考以下的說明：

開啟資料夾檢視
應用程式

檢視所有應
用程式

於 Play 商店
下載應用程式

返回

回到上一個畫面。不過當您已經回到桌面後，此功能圖示就無法再

回到先前的畫面。

桌面

開啟桌面。當您在檢視左側或右側桌面時，按下此功能圖示會回

到主桌面。向上滑動可執行 Google 即時資訊，方便您檢視最新資

訊。

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顯示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清單。由清單中點選應用程式畫面可開

啟該應用程式，長按並左右滑動可將該應用程式由清單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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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陣子未使用時，這三個功能圖示可能會轉變為圓點形狀或是顏

色黯淡，實際情形會依您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而異，要再次顯示功能

圖示時，請於螢幕上點選它們原本的所在位置即可。

設定

由我的最愛圖示中可快速開啟所有應用程式清單，請

留意所有應用程式清單中的 設定，由設定選單中您可

以進行 Nexus 7 的系統設定，例如網路連線、音效、

新增帳戶等。

秘訣：不論 Nexus 7 正在開啟的畫面為何，以手指由螢幕上方

向下滑動開啟通知面板後，點選  可立即開啟設定選單。

在 Nexus 7 的畫面上方有 Google 搜尋的圖示，可於網際網路或 

Nexus 7 中搜尋您輸入的關鍵字，請點選 Google 以使用 Google 搜

尋，或是點選  使用語音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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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功能 & 輸入

請利用您的手指以操作應用程式、按鈕、功能圖示、選單、虛擬鍵

盤，以及其他出現於畫面上的項目。您也可以視使用需求，直向或橫

向旋轉畫面。

點選以 選擇或執行物件。

需要 輸入文字 時，例如帳號、密碼、搜尋關鍵字或其他您想要輸

入的文字時，虛擬鍵盤將自動出現、方便您輸入文字。

您還可以使用以下常用的觸控功能：

• 點選並長按：請點選並長按物件，以執行下一步動作。

• 拖曳：點選並長按物件後，於螢幕上使用手指拖曳物件，直到到

達目標位置後再放開手指。例如，您可以拖曳的方式於桌面上移

動應用程式的位置。

• 滑動：使用手指於螢幕上進行滑動。例如，於桌面上左右滑動以

檢視左側或右側的桌面。

• 雙按：於瀏覽器、地圖或其他畫面中，使用手指快速點選螢幕兩

下可將畫面放大或縮小。例如，在 Chrome 中的圖片上雙按以放

大檢視圖片，再次於圖片上雙按可將圖片縮小。

• 放大/縮小：於某些應用程式（例如地圖、Chrome 和圖片庫）

中，使用二隻手指以斜角移動的方式將手指拉近/拉遠，可以將畫

面縮小/放大。

• 旋轉螢幕：當您改變 Nexus 7 的機身方向時，大部分畫面也會跟

著進行旋轉（桌面除外）。請點選通知面板中的旋轉圖示可開啟

/關閉螢幕自動旋轉功能。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音效 開啟音效設定選單、
變更通知鈴聲與音量等。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顯示 變更 Nexus 7 的螢幕
亮度、字型大小等。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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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臉解鎖

依據您的使用需求，您可以於 Nexus 7 設定自動螢幕鎖定以防止

被他人擅自使用。當設定螢幕鎖定後，Nexus 7 進入休眠模式時即會

自動鎖定螢幕。

當您按下電源按鈕要將 Nexus 7 由休眠模式中喚起時，您需要執

行解鎖的動作才可繼續使用 Nexus 7，依照您的設定，解鎖動作可能

是滑動螢幕或輸入密碼等。

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螢幕鎖定 開啟設定選單，選擇
想要使用的鎖定方式，每種鎖定方式的安全性強弱各有不同，請依個

人需求選擇。 

人臉解鎖為 Nexus 7 可使用的螢幕鎖定方式之一，在您設定人臉

解鎖後，您可以利用注視的方式為 Nexus 7 解除螢幕鎖定。雖然人

臉解鎖僅為最低限度的安全防護，但卻是一項既有趣又方便的方式。

請參考以上說明，由設定選單中開啟人臉解鎖，並依照畫面上的指

示完成設定。

秘訣：人臉解鎖藉由使用者注視螢幕以解除螢幕鎖定。當您

設定人臉解鎖後，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利用 加強
臉部辨識精準度 及 生動度檢查 以提升人臉解鎖的防護力與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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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

使用 Play 商店

您可以於 Play 商店上下載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並安裝於 Nexus 

7 方便隨時使用。

使用 Google Play 小工具

您可以於桌面上使用以下的 Google Play 小工具：

• 我的收藏：顯示您最近使用的內容，點選可檢視詳細資料。

• Play 推薦項目：針對您的裝置提供您可能會感興趣的精選推薦，

點選圖片可檢視詳細資料。

• Play 商店：推薦您下載的應用程式，點選圖片可檢視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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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推薦項目小工具如下圖：

點選以檢視其他建議

點選以��顯以��顯
示建議

點選以了解更多

想要調整小工具的大小時，請點選並長按小工具，手指放開後再拖

曳藍點調整大小；想要移除小工具時，請點選並長按小工具，然後拖

曳至畫面上方的 X 移除 後再放開圖示。

想要新增其他 Google Play 小工具時，請點選  並選擇 小工
具，左右滑動找到需要的小工具後，請點選並長按小工具，接著於桌

面拖曳至想要擺放的位置即可。

於 Play 商店下載應用程式

Play 商店

請由桌面下方我的最愛圖示中，點選 Play 商店的圖

示以執行 Play 商店。

在 Play 商店中，您可以利用您的 Google 帳號下載

並安裝應用程式至 Nexu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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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原本是在其他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下載的應用程式，只要於 

Play 商店中登入相同的 Google 帳戶，系統即會自動列出您下載的應

用程式記錄。

Play 商店設定

請由右上角點選  以變更 Play 商店的相關設定、切換使用帳戶
或是取得相關說明。

Play 商店的設定選單可以讓您變更應用程式的更新通知設定、清

除搜尋記錄，並進行相關使用者設定等。例如，點選  > 設定 > 內

容篩選，可依心智成熟度過濾 Android 應用程式；點選  > 設定 > 
設定或變更 PIN，可防止他人變更使用者控制項目。

Play 商店支援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以獲得 Google Play 的相關

使用說明。

檢視下載內容

請開啟 Play 商店，由右上方點選下載圖示，即可檢視您下載的應

用程式記錄清單，點選應用程式可檢視詳細資訊。

您也可以於個人電腦上登入 play.google.com，檢視您下載的應用程

式記錄。

點選此圖示以檢視下
載的應用程式清單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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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下載項目

下載

請由應用程式選單點選下載圖示，以管理 Nexus 7 

的大部分下載項目。某些下載至 Nexus 7 儲存空間中

的項目可能不會顯示於 下載 中。

除了 Play 商店下載項目外，由 Gmail、電子郵件或

利用其他方式下載的檔案、應用程式、其他項目，均可由 下載 中進

行檢視、重新開啟或刪除。

於 下載 中您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 點選項目以開啟。

• 點選先前所下載項目的標題以檢視這些項目。

• 選擇想要分享的項目後，點選  並由清單中選擇分享方式。

• 選擇想要刪除的項目後，點選 。

• 由畫面下方選擇 依大小排序 或 依日期排序，以切換檢視類別。

於 下載 中出現的項目會儲存於 Download 目錄中，當 Nexus 7 連

接至個人電腦時即可看到此目錄。您可以由此進行檢視或複製檔案。

使用應用程式

請點選  以檢視所有應用程式。

所有應用程式主畫面將會開啟，在此您可以檢視所有由 Play 商店

下載並安裝的應用程式，同時您可以將應用程式的圖示移到任何一個

桌面上。

於所有應用程式主畫面中，您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 在畫面間移動：請向左或向右滑動。

• 啟動應用程式：請點選應用程式圖示以執行。

• 將應用程式圖示放到桌面上：點選並長按應用程式圖示，滑動手

指將圖示拖曳至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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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小工具：請點選上方的 小工具。

• 取得更多應用程式：請點選 Play 商店圖示。

想要移除桌面上應用程式的圖示時，請點選並長按該圖示，並拖曳

至畫面上方的 X 移除 後再放開圖示。

想要檢視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時，請點選並長按該圖示，並拖曳至

畫面上方的  後再放開圖示。

大部分應用程式會於上方或下方顯示 ，方便您進行設定。

管理桌面

請依照以下步驟於桌面新增小工具：

1. 滑動至想要新增小工具的桌面。

2. 點選 。

3. 點選 小工具。

4. 點選並長按要新增於桌面的小工具，直到桌面出現後再拖曳至想

要擺放的位置。

請依照以下步驟移動桌面上的應用程式或小工具：

1. 點選並長按應用程式或小工具的圖示。

2. 拖曳圖示以移動位置。

 要將圖示移動至其他桌面時，請朝桌面的邊緣方向拖曳圖示。

3. 放開手指後，圖示即會擺放於新位置。

於桌面上長按應用程式，並拖曳至其

他應用程式時，兩個應用程式相疊後將

合為一個未命名的新資料夾，點選資料

夾後可開啟資料夾，點選資料夾名稱可

進行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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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Gmail 在任何行動裝置或瀏覽器中閱讀

及撰寫電子郵件。請由桌面或所有應用程示選單點選 

Gmail，以開始使用 Gmail。

Gmail 所提供的並非僅電子郵件服務，您的 Gmail 

帳號及密碼可用於登入所有的 Google 應用程式及服務，包括記錄活

動行程的「Google 日曆」、用以整理通訊錄的「使用者」、使用文

件、試算表或繪圖的「Google 文件」等應用程式。

若您未在 Nexus 7 的初始化設定登入 Gmail 或建立新帳戶，首次

啟動 Gmail 時，您必須使用原有的帳號密碼進行登入，或是建立新

帳戶。Gmail 開啟後將載入「收件匣」，請點選郵件進行閱讀，未讀

取的郵件將顯示為粗體。

閱讀郵件時，您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 點選上方圖示對郵件進行封存、刪除、加標籤等動作。

• 左右滑動以閱讀前一封或下一封對話群組。

整理電子郵件時：請勾選郵件左側的方塊選取郵件，並由上方點選圖

示以管理選取的郵件。

變更設定：點選  以新增帳戶或是取得使用說明。

不論在任何 Gmail 畫面中，只要點選左上角的  即可回到收件
匣。

使用 Gmail

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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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應用程式方便您迅速尋找聯絡人，請由

桌面或所有應用程示選單點選 使用者，以開始使用。

當您首次使用 Nexus 7 並登入 Google 帳戶後，系統

即會將所有該帳戶的現有聯絡人與「使用者」應用程

式進行同步處理。之後不論您在 Nexus 7、其他裝置或任何瀏覽器上

做出變更，所有的聯絡人都會保持自動同步。

若使用 Exchange 時，您也可以利用「使用者」應用程式同步處理

聯絡人資訊。

不論是 Gmail、Google Talk 或其他應用程式，只要是用得到「使

用者」資訊之處，所有的「使用者」資訊均可任您使用。當您新增其

他來源的聯絡人時，系統亦會自動將這些資訊與您有需求的任何應用

程式同步處理。

首次啟動「使用者」時，請登入或建立新帳戶，接著聯絡人清單即

會於左側載入。請點選聯絡人以檢視詳細資訊，或是進行以下操作：

• 檢視全部聯絡人、我的最愛或群組：請由畫面左上角選擇。

• 閱讀詳細資料：點選聯絡人姓名或名稱可檢視聯絡人或群組的詳

細資料。

• 檢視最近活動：檢視聯絡人時，請向右滑動以檢視最新動態。

• 編輯詳細資料：檢視聯絡人時，請點選  以搜尋聯絡人、新增
聯絡人、編輯或分享聯絡人、刪除聯絡人等。點選聯絡人名稱右

側的星號可將聯絡人新增至「我的最愛」。

• 變更設定：於主畫面下點選  以匯入或匯出聯絡人、選擇 群組 
和 全部 顯示標籤、新增或編輯帳戶等。

不論在任何「使用者」的畫面中，只要點選左上角的  即可回
到主畫面。

尋找使用者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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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日曆

Google 日曆

Google 日曆方便您檢視並編輯個人行程。請由桌面

或所有應用程示選單點選 Google 日曆，以開始使用。

Nexus 7 進行初始化設定時，您必須登入 Google 帳

戶，或是建立新帳戶。首次啟動 Google 日曆時，系統

即會自動同步該帳戶的活動至 Google 日曆應用程式。

當您於任何行動裝置或瀏覽器編輯活動時，系統即會自動將這些資

訊與相關應用程式進行同步處理。

由畫面左上方點選 天、週、月 或 待辦事項 可變更檢視類別。滑

動可進行垂直或水平捲動。在 天 或 週 的檢視中，將兩指指頭拉近

/拉遠可將畫面縮小/放大。

於任何檢視類別中，您可以進行以下操作：

• 閱讀或編輯活動詳細資料：點選活動以檢視詳細資料。

• 管理活動和日曆：點選畫面上方的圖示或是  以搜尋、建立活
動、返回今天或調整設定。

想要利用電子郵件通知活動參加者時，您可以使用以下兩個方式：

• 由 Google 日曆中開啟活動並點選 傳送電子郵件給邀請對象。

• 當工具列出現活動開始前的提醒通知時，請向下滑動工具列，並     

由活動選擇 傳送電子郵件給邀請對象。

變更音效設定

當接收新郵件、訊息或通知時，Nexus 7 會透過鈴聲、通知、鬧鐘

等音效和震動提醒您。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音效 開啟音效設定選單。



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 NEXUS 7 使用手冊 ��

• 音量：您可以自行調整音樂、通知或鬧鐘的音量。當 Nexus 7 正

在播放某項音效時，您也可以按下機身上的音量調整按鍵以提高

/降低音量。

• 預設通知：當接收新通知時將以設定的音效提醒您，若您有設定

個別音效的應用程式除外。

• 觸控音效：當您於觸控螢幕上點選虛擬按鈕時，Nexus 7 會發出

觸控音效。

• 螢幕鎖定音效：當您將螢幕解除鎖定時會發出音效。

變更桌布

您可以使用圖片庫中的圖片、系統隨附的靜態與動態圖片或動畫作

為桌布。這些圖片會顯示在主螢幕預設背景的位置上。

請依照以下步驟變更桌布：

1. 於主螢幕上的任何空白位置長按，系統即會出現桌布設定選單。

2. 選擇桌布來源：

 桌布：由預設圖片中選擇，點選圖片可進行預覽。

 動態桌布：由動態桌布清單中選擇。

 圖片庫：選擇已同步處理至 Nexus 7 的圖片。

3. 選擇完成後請點選 設定桌布，或是選擇圖片庫圖片後點選 確

定。

設定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顯示 > 桌布 開啟設定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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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搜尋個人化

關於 Google 即時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可在適當時機提供您正確資訊。只要由任何畫面

底部向上滑動畫面，您就能在工作前獲得路況資訊、得知附近的熱門

地點、喜愛隊伍的目前比數等等。

您可以隨時開啟或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只要由任何畫面的底部

向上滑動畫面，接著點選  > 設定 > Google 即時資訊。當鍵盤重
疊於選單上方時，請點選  將鍵盤收合。

當您決定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後，並不需要進行任何操作。

您可視需求調整部分設定，但除此之外 Google 即時資訊並不需其他

複雜設定，您所需要的資訊隨時都在彈指之間。

為了提供您正確的即時資訊，Google 即時資訊會使用您在 Nexus 7 

和其他 Google 產品中的相關資料，以及您允許 Google 即時資訊從

第三方產品存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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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天早上當您醒來，Google 即時資訊就會根據當天時間、

您的目前位置和定位紀錄，顯示您的通勤路線交通狀況。此外，

Google 即時資訊也會從各種 Google 服務收集資訊，例如根據您的網

頁紀錄更新體育活動或航班資訊；從已同步處理的日曆活動對您發出

約會提醒。

關於 Google 即時資訊卡

Google 即時資訊卡上會顯示精簡實用的資訊，在您最可能需要的

時候滑入您的視線內。

例如，以下是一張會在您準備出門上班時顯示的 Google 即時資訊

卡：

若要檢視其他範例卡，請由 Google 即時資訊主畫面點選  > 設
定 > 範例卡，接著請點選想要檢視的範例卡。由畫面下方點選 隱藏

範例卡 可返回 Google 即時資訊主畫面。

關於位置回報、定位紀錄 & 定位服務

位置回報 是指 Nexus 7 回報您目前位置的功能，目的是記下您的

定位紀錄。

定位紀錄 是指 Nexus 7 儲存您過去所在位置（包括住家和工作地

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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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服務 可讓 Nexus 7 取得您的目前位置。位置回報與定位紀錄

所用的位置資訊，皆由定位服務提供。

重要：關閉位置回報功能並不會關閉定位服務或刪除任何 

Google 已儲存的定位紀錄。

當您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後，系統就會開始回報您的位置，

並開啟定位紀錄。Google 不會在未經您允許的情況下將這些資訊提

供給其他使用者或行銷人員。

若您先前已啟用定位紀錄，Google 即時資訊會同時根據先前記錄

的位置資訊及日後的位置資訊為您提供建議；關閉定位紀錄會使系統

暫停收集位置資訊，但不會刪除您的紀錄。如要管理或刪除詳細位置

資訊，請造訪 http://google.com/locationhistory。

除了定位紀錄外，Google 即時資訊也會使用 Google 的定位服務和 

GPS。您必須啟用 Google 的定位服務，Google 即時資訊才能順利執

行。若要管理相關設定，請由 Google 即時資訊主畫面點選  > 設
定 > 隱私權與帳戶 > 定位服務。

相關詳細資訊，請參考第 29 頁 控制位置回報、定位紀錄 & 定位

服務 的說明。

關於網頁紀錄 & 其他資料

Google 即時資訊會從多種來源收集資料以預測您的需求。例如，

當您已同步處理和牙醫預約的日曆活動，Google 即時資訊就會查詢

路況並向您建議出發時間；若您的網頁紀錄中儲存了相關搜尋，比如

您所喜愛的隊伍或即將搭乘的航班，Google 即時資訊就會顯示賽事

比數、航班狀態等資訊的卡片。

http://google.com/loc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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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造訪 google.com/history/ 管理您的網頁紀錄。即使刪除或暫停使

用網頁紀錄，您仍可以繼續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但是特定類別的

資訊（例如航班細節）將不再顯示。

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

請由任何畫面的底部向上滑動畫面，或是點選畫面上方的 Google 

搜尋欄位即可檢視 Google 即時資訊的卡片。

Google 即時資訊會根據目前時間和您的所在位置，顯示最有可能

派上用場的卡片。若要增加搜尋範圍並取得更多卡片，請在 Google 

即時資訊主畫面下方點選 顯示更多卡片…。

閱讀卡片後，只要使用手指將卡片滑開，即可在 Google 即時資訊

畫面中將其關閉，當系統取得更新資訊時，就會再次顯示這張卡片。

編輯卡片設定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變更個別 Google 即時資訊卡片的設定：

• 在卡片中點選  > 設定。

或是

• 由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的右下角點選  > 設定 > Google 即時
資訊。

進入 Google 即時資訊設定畫面後，請點選卡片類別並選擇 開啟 

或 關閉，同時也可以變更特定卡片的顯示狀態或調整相關設定。

當您將卡片關閉後，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時就不會再顯示這張卡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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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卡片

若要在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關閉某張卡片，請將要關閉的卡片滑

開。當日後下次系統判別您可能會用到卡片時（可能是幾個小時或幾

天後），卡片才會再次出現。

調整通知

當系統更新卡片，畫面上方將會顯示通知，請向下滑開通知面板以

開啟卡片，或關閉通知。

Google 即時資訊卡片的通知大部分都可以關閉，或設定為低優先

權或標準優先權。低優先權通知會顯示於通知面板底部，且不會發出

任何其他訊號。標準通知的顯示方式與其他通知相同，會依照時間順

序排列，並可設定震動或鈴聲。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將個別卡片的通知設定為低優先權或標準優

先權：

• 在卡片中點選  > 設定。

或是

• 由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的右下角點選  > 設定 > Google 即時
資訊 > 卡片名稱 > 通知。

如要變更所有標準通知的鈴聲和震動設定，請由 Google 即時資訊

畫面的右下角點選  > 設定 > Google 即時資訊，接著由 標準通知  
下方調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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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

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後，系統會停止顯示卡片，Google 即時資訊

的設定也會恢復成預設值。

請依照以下步驟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

1. 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

 請由任何畫面的底部向上滑動畫面，或是點選畫面上方的 Google 

搜尋欄位即可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

2. 請點選  > 設定 > Google 即時資訊，然後將右上方的開關滑動
至 關閉。

3. 在 關閉即時資訊卡 的對話框中，決定是否一併關閉 定位紀錄。

若要關閉，請點選 同時關閉定位紀錄。

 關閉定位紀錄可能會影響其他 Google 產品的運作方式。

4. 請點選 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與定位紀錄關閉後，系統並不會刪除現有紀錄或

關閉位置回報功能。請參考 控制位置回報、定位紀錄 & 定位服務 的

說明。

控制位置回報、定位紀錄 & 定位服務

此部分將說明如何設定住家與公司地址，以及如何管理 Google 即

時資訊所使用的其他定位相關功能。

定義住家 & 公司

當您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後，系統可能會要求您確認住家或

公司地址，以便提供通勤路況資訊、旅遊協助等。您可透過以下幾種

方式變更這些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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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住家或公司交通卡時，點選  > 編輯。

• 開啟定位應用程式找出您的位置，在地圖上點選您的名稱，然後

選擇 定位紀錄 > 變更住家位置/變更公司位置。

• 請於瀏覽器上造訪 maps.google.com，然後開啟 我的地點。

• 請於瀏覽器上造訪定位紀錄資訊主頁 https://www.google.com/

latitude/b/0/history/dashboard，選擇 上班時間 或 在家時間 旁邊

的 變更 即可編輯地址，完成後請點選 儲存。

即使關閉或刪除定位紀錄，您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Google 即時資

訊，但是特定類別所顯示的資訊（例如通勤路況）可能有限，甚至完

全不再顯示。

關閉位置回報 & 定位紀錄

請參考以下方式在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關閉位置回報與定位紀

錄：

1. 請點選  > 設定 > 隱私權與帳戶 > 管理定位設定。

 接著 Google 地圖的設定畫面將會開啟，若您尚未登入 Google 地

圖，請立即登入。

2. 請點選 位置設定。

3. 若要關閉位置回報，請點選 位置回報 > �要更新您的位置。

4. 若要關閉定位紀錄，請取消勾選 啟用定位紀錄。

刪除定位紀錄詳細資料

即使您已關閉位置回報和定位紀錄，先前儲存的紀錄仍會保留供 

Google 服務使用（例如 Google 即時資訊）。

若要刪除定位紀錄詳細資料，請利用桌上型電腦依下列步驟設定：

1. 開啟網路瀏覽器，登入要管理的定位紀錄所在帳戶。

2. 請造訪定位紀錄網頁 http://google.com/locationhistory。

 您可從網頁檢視任何日期的定位紀錄。

https://www.google.com/latitude/b/0/history/dashboard
https://www.google.com/latitude/b/0/history/dashboard
http://google.com/loc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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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刪除所有現存的定位紀錄，請點選 刪除所有紀錄。

 此外在這個畫面上，您也可以從日曆中選擇日期開始刪除一部分

定位紀錄。

4. 請點選 確定。

關閉 Google 定位服務 & GPS

即使位置回報與定位紀錄都已關閉，Google 仍會利用 Wi-Fi、行動

網路和 GPS 等來源判定您在特定時間的大略位置，並定期回報資料

供各種應用程式使用。

若要在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關閉上述服務，請點選  > 設定 > 
隱私權與帳戶 > 定位服務，接著取消勾選 Google 的定位服務 及 

GPS 衛星定位。如此一來，Google 即時資訊和 Nexus 7 的其他相關

功能均會停用。 

關於搜尋 & 語音操作

想要使用 Google 搜尋時，請由任一桌面上點選搜尋欄位，或是使

用手指由下而上滑動畫面。

您可以對著 Nexus 7 說話進行語音操作，例如取得路線指引、傳

送電子郵件、執行其他多項常用工作。

語音�� & 語音操作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執行語音��或語音操作：

• 於 Google Chrome 網址列中點選 。

• 於桌面或 Google 即時資訊點選 。

• 於桌面上點選搜尋欄位並說出「Google」。

• 當您在檢視 Goo g l e 即時資訊時，不需點選任何項目，說出

「Google」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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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為了在您說出「Google」時可以偵測、辨識並啟動語

音搜尋或語音操作指令，Google 利用 Nexus 7 麥克風錄製音

訊進行分析，此段錄音在分析完成後會立即刪除，並不會儲

存於 Nexus 7 中或是傳送給 Google。

接著，請對著 Nexus 7 說出想要搜尋的字詞或語音操作指令。請

參考第 34 頁 使用語音操作 的說明。

使用文字��

請於桌面、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或是 Google Chrome 網址列的搜

尋欄位輸入搜尋關鍵字。

您在進行輸入的同時，建議的搜尋字詞會出現於搜尋欄位的下方。

前幾項建議字詞會預測並自行完成您正在輸入的字詞，您可以：

• 點選某項建議字詞立即進行搜尋。

• 點選搜尋欄位右側的搜尋圖示，對輸入的字詞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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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提示 & 秘訣

想要��的資訊 請輸入或說出 範例

體育資訊 [球隊名稱] San Francisco Giants（舊

金山巨人隊）

圖片 Pictures of [主題]（指定主題

的照片）

images of [主題]（指定主題

的影像）

Pictures of San Francisco

（舊金山的照片）

Images of cats（貓的照

片）

轉換測量單位 [原測量單位] in [新測量單位]

（換算不同單位）

30 degrees Celsius in 

Fahrenheit（攝氏 30 度

換算成華氏）

電影場次 Movie（電影）

Movie [地點]（某處放映的電

影）

[movie name]（電影名稱）

Movie（電影）

Movie Chicago（芝加哥

電影）

Harry Potter（哈利波特）

單字定義 Def ine [單字]（某個字的定

義）

Define campanile（定義

鐘樓）

天氣預報 Weather（氣象）

Wea t h e r [地點]（某處的天

氣）

氣象

台北天氣

指出區域 Area code [###]（某處的區

碼）

Are a c o d e 215（區碼 

215）

辨識郵遞區號 Zip code [#####]（某處的郵

遞區號）

Zip code 46202（郵遞區

號 46202）

時間 Time（時間）

Time [地點]（某處的時間）

Time（時間）

Time in Taipei（台北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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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音操作

利用 Google 搜尋功能，您可以對著 Nexus 7 說話進行語音操作，

例如取得路線指引、傳送電子郵件、執行其他多項常用工作。

使用語音操作的方式與語音搜尋方式相同，請於搜尋欄位或 

Chrome 點選 ，或是於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中說出「Google」。
請參考第 31 頁 關於�� & 語音操作 的說明。

接著請對著 Nexus 7 說出想要執行的指令，例如：

• “Set alarm for 8:30 a.m.”（設定 8：30 的鬧鐘）

• “Send email to Marcus Foster. Subject: Coming tonight? Message: 

Hope to see you later.”（傳送電子郵件給 Marcus Foster。主旨：

今晚是否參加活動？訊息：希望晚上可以見到你。 ）

• “Navigate to Taipei 101.”（導航至台北 101）

當您說話時，語音搜尋功能會對您的聲音進行辨識，並執行相對應

的功能。

航班資訊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390（美國航空公司航班 

390）

翻譯 Translate to [語言] [句子]（把

某句話翻譯為某個語言）

Transla te to Spanish, 

Whe r e i s t h e P a l a c e 

Ho t e l?（翻譯為西班牙

文，Palace Hotel 在哪

裡？）

計算機 [數學用語] 75 divided by 6（75 除 

6）

食物 [美食類型]

[美食類型] in [地點]（某處的

美食）

Taiwanese food（台菜）

Taiwanese food in Los 

Angles, California（加州

洛杉磯的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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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語音搜尋功能無法辨識您的指令時，就會列出一組可能符合您需

求的指令，請由中點選您需要的指令。

某些語音操作指令會開啟操作面板，例如「傳送電子郵件」和「提

醒自己」， 您需要透過鍵盤或語音輸入更多資訊才可完成操作。

• 點選操作面板中的已輸入文字，利用鍵盤新增或編輯文字。

 若要使用語音輸入文字時，請點選鍵盤上的 。

• 點選底線文字或句子，或是於多個文字上拖曳，即可檢視其他可

能轉譯的文字清單，或是透過語音和鍵盤進行編輯。

 確認轉譯文字正確無誤後，語音搜尋即會以一般文字來顯示經過

轉譯的文字，系統會以底線標示具有其他轉譯內容的文字或句

子。

• 點選視窗下方以新增選擇性欄位，您也可在原本的語音操作中說

出任何欄位名稱和內容。

• 完成後點選適當選項完成操作，例如 傳送。

語音操作指令

您可以使用語音操作指令來搜尋並操作 Nexus 7，請參考第 34 頁 

使用語音操作 的說明。

請說 接著說 範例

想要搜尋的字詞 “bike shoes”（單車

鞋）

“Map of”（地圖） 地 址 、 名 稱 、 商 家 名

稱、商家類型或其他地

點

“Map of Golden Gate 

Park, San Francisco.”

（地圖，舊金山金門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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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ions to” or 

“Navigate to”（路線

指引或導航至）

地 址 、 名 稱 、 商 家 名

稱、商家類型或其他地

點

“Direct ions to 1299 

Colusa Avenue, Berkeley, 

California”（路線指引

至 1299 Colusa Avenue, 

Berkeley, California）

或

“Nav iga te to Un ion 

Square, San Francisco.”

（導航至舊金山聯合廣

場）

聯絡人姓名 “Mike LeBeau”（開啟

Mike 的聯絡人卡片）

“Go to”（前往） 搜尋字串或網址 “Go to Google.com”

（前往 Google.com）

“Send email”（傳送 

電子郵件）

可包含下列內容：

To（收件者）後接聯絡

人姓名

Cc（副本）後接聯絡人

姓名

Bcc（密件副本）後接聯

絡人姓名

Subject（主旨）後接主

旨文字

Message（訊息）後接訊

息文字（標點符號也必

須唸出）

“Send email to Hugh 

Briss, subject, new shoes, 

message, I can’t wait to 

show you my new shoes, 

per iod.”（傳送電子郵

件給 Hugh B r i s s，主

旨：新鞋，訊息：快來

看看我的新鞋，句號）

“Note to self”（提醒

自己）

訊息文字 “Note to self: remember 

the milk”（提醒自己：

記得買牛奶）

“Set alarm”（設定鬧

鐘）

「Tim e」或「fo r」，

以 及 鬧 鐘 時 間 。 例 如

「10：45 a.m.」或「由

現在起 20  分鐘」；

「標籤」和鬧鐘名稱

“Set a l a rm fo r 7:45 

p.m., label, switch the 

laundry”（設定下午 7 

：45 的鬧鐘，標籤：開

洗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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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設定

請由 Google 即時資訊的畫面下方點選  > 設定，以檢視包含 
Google 即時資訊等 Google 搜尋的設定。

三項主要的搜尋設定說明如下，並請參考後續 ��隱私權與帳戶 

的說明。

Google 即時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設定可讓您開啟/關閉 Google 即時資訊功能。當

您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時，您將會看到關於 Google 即時資訊的使

用說明並可進行體驗操作。

當 Google 即時資訊開啟時，您可以由 Google 即時資訊設定選單

為 Google 即時資訊卡片及相關通知進行個人偏好設定。

設定值將依卡片類型而異，大多數的卡片您都可以針對通知功能進

行設定。決定卡片變更時的通知型式，通常會有關閉、低優先權和標

準通知的選項。

當設定為 低優先權 時，新通知會出現於通知面板，而不會有任何

音效提醒；當設定為 標準通知 時，新通知將依時間先後排序，同時

您可以設定震動或鈴聲提示。

請由  > 設定 > Google 即時資訊 的清單下方，針對標準通知設
定震動或鈴聲提示。

“Listen to”（聆聽） YouTube 搜尋字詞，例

如歌曲、演出者或專輯

名稱

“L i s t e n t o: Sm e l l s 

Like Teen Spirit”（聆

聽：Smells Like Tee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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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設定

語音設定方便您針對使用語音或語音操作指令的輸入/輸出進行以

下設定。

• 語言：選擇語音搜尋功能支援的語言，可與 Nexus 7 使用的系統

語言不同。

• 語音輸出：當您將 Nexus 7 連接耳機使用時請開啟此功能，並選

擇 限免持狀態下啟用。

• 封鎖粗俗字眼：確保搜尋結果中不會出現令人感到反感的字詞。

• 下載離線語音辨識資料：點選一個或多個語言以使用離線語音辨

識功能，當 Nexus 7 未連接網路時您仍可使用該語言進行語音輸

入。

重要：為了在您說出「Google」時可以偵測、辨識並啟動語

音搜尋或語音操作指令，Google 利用 Nexus 7 麥克風錄製音

訊進行分析，此段錄音在分析完成後會立即刪除，並不會儲

存於 Nexus 7 中或是傳送給 Google。

平板電腦��

由此您可以自行設定哪些 Nexus 7 中的應用程式要納入 Google 搜

尋的範圍。

搜尋隱私權與帳戶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檢視使用 Google 搜尋服務的帳戶及相關隱私

權設定選項：

• 於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點選  > 設定 > 隱私權與帳戶。

• 由 Nexus 7 的設定畫面中點選  設定 > 帳戶 > Google > 隱私
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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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針對以下選項進行設定：

• Google 帳戶：使用 Google 搜尋及 Google 即時資訊的帳戶。

• 管理定位設定：開啟地圖設定，您可以關閉將位置連結至地圖的

設定。

• 定位服務：請由設定選單中進行設定，包括 Google 位置服務和 

GPS 等。

• 顯示最近的��查詢：決定您是否要依最近的搜尋記錄自動產生

搜尋時的建議項目。

• 管理網頁記錄：於瀏覽器中開啟網頁歷史記錄的設定，您可能需

要登入帳戶才可使用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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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最佳化

電池效力最佳化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電池 以檢視電力情形。

建議您關閉不需要的功能以延長電池效力，您也可以觀察應用程式

及系統資源消耗電池電量的狀況。

延長電池效力

• 未使用 Wi-Fi、藍牙或 GPS 時，請由設定選單中關閉這些功能。

GPS 設定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定位服務 關閉。

• 使用地圖或導航相關的應用程式後，請勿保持開啟狀態。這類應

用程式執行時，會使用 GPS 功能，將增加耗電量。

• 由  設定 > 裝置 > 顯示 降低螢幕顯示亮度及螢幕進入休眠的
時間。

• 由  設定 > 帳戶 > Google 關閉所有應用程式的自動同步功
能。進行此項設定後，您必須手動接收訊息、電子郵件和其他通

知，收到動態更新時亦不會獲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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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確定自己有段時間不會使用 Wi-Fi 或行動網路時，建議切換

為飛航模式。請長按電源鍵並選擇飛航模式，或是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更多內容… > 飛航模式 進行切換。

檢視電池電力與詳細使用狀況

請開啟  設定 > 裝置 > 電池。

畫面上將出現清單，詳細列出個別應用程式和服務的電池使用量，

點選圖示可檢視更多詳細資料。部分應用程式的詳細資料中含有設定

選項，可讓您調整影響電池使用量的設定，或完全停止執行該應用程

式。

警告：若停止部分應用程式或服務，Nexus 7 可能無法正常運

作。

電池狀態（正在充電、正在放電）與電量（相對於完全充飽的百分

比）將顯示於畫面上方。

放電圖形代表自從上次充電後，至目前為止剩餘的電池電量，以及 

Nexus 7 已依靠電池電力運作的時間。

資料用量最佳化

「資料用量」為 Nexus 7 於一定時間內上傳或下載的資料量。請

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資料用量 檢視資料用量詳細資料或進行
調整設定。

資料用量設定可以讓您：

• 依應用程式檢視或設定資料用量。

• 確認行動熱點與受限制的背景下載工作是否會超出資料用量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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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由右上角點選  > 行動熱點 檢視行動熱點設定。

畫面上方將顯示資料用量週期，點選該欄位可選擇其他不同的週

期。底下的圖表將呈現所選擇週期的資料用量。

圖表中的垂直白線顯示資料用量週期內的一段時間，此範圍決定圖

表正下方顯示的用量，請拖曳線條以變更期間。

依應用程式檢視資料用量

有些應用程式會在背景中傳輸資料，即當您未實際使用此應用程式

時，該應用程式仍可能進行資料下載工作供日後參考。有些應用程式

提供限制在背景中傳輸資料的個別設定，請點選圖表下方的應用程式

圖示以檢視詳細資料並進行設定。

設定自動同步

設定手動同步應用程式可控制資料用量，但您必須自行手動進行

應用程式的同步工作。請由右上角點選  > 自動同步處理資料 開啟
/關閉自動同步。

記憶體用量最佳化

關於應用程式，一般來說您只要負責安裝、開啟和執行即可，但有

時候您也可能想進一步瞭解應用程式的背後運作狀況。

應用程式使用的記憶體包括兩種：內建儲存空間和 RAM。內建儲

存空間為應用程式本身及其使用的所有檔案、設定，以及其他資料

的專用儲存空間；RAM（專門使用於暫存空間和快速存取區的記憶

體）則是應用程式執行過程中所使用的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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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作業系統管理並嚴密保護內建儲存空間，因此區域儲存有

系統、應用程式，以及應用程式的大多數資料，也可能包含有您的個

人資料。當您利用 USB 訊號線將 Nexus 7 連接至個人電腦時，並無

法檢視此部分的內建儲存空間。內建儲存空間的其餘部分，即用以儲

存音樂、下載檔案及其他資料的區域則可於個人電腦上檢視，以方便

存取。

Android 作業系統亦會管理應用程式使用 RAM 的方式，系統可能

會將您最近使用的一些內容暫存起來，當您有需要時可快速存取，但

當系統需要 RAM 處理新活動時，即會清除快取空間中的暫存資料。

應用程式使用內建儲存空間的方式可能會受到使用者直接或間接影

響，例如：

• 安裝或解除安裝應用程式。

• 在 Chrome、Gamil 或其他應用程式中下載檔案。

• 建立檔案，如拍照。

• 刪除下載檔案或使用者建立的檔案。

• 利用 USB 或藍牙連線於 Nexus 7 和個人電腦間雙向複製檔案。

一般來說您不需管理應用程式使用 RAM 的方式，但您可以利用監

控程式了解應用程式使用 RAM 的狀況，並在應用程式不正常運作時

停止這些應用程式。

使用應用程式畫面

設定

應用程式畫面可讓您調整 Nexus 7 使用記憶體的設

定，請由  設定 > 裝置 > 應用程式 開啟設定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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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上方將出現三個標籤，每個標籤中均會顯示應用程式或其元件

的清單：

• 已下載：顯示由 Play 商店或其他來源下載的應用程式。

• 執行中：顯示目前正在執行，或是具有快取處理程序的應用程

式、處理程序和服務，以及這些項目所使用的 RAM 容量。

 「執行中」標籤裡，畫面下方將顯示使用中的 RAM 總量和可用

的容量，點選右上方的 顯示快取處理程序 或 顯示執行中的服務 

可切換顯示內容。

• 全部：顯示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所有應用程式，以及由 Play 商店

或其他來源下載的應用程式。

想要改變「已下載」或「全部」標籤中顯示清單的排列順序時，請

點選  > 依大小排序 或 按名稱排序。

若要檢視任一標籤所列應用程式或其他項目的詳細資料時，請點選

應用程式名稱。應用程式提供的資訊和控制功能依類型而異，通常會

包括以下選項：

• 強制停止：停止未正常運作的應用程式。停止應用程式、處理程

序或服務可能會造成 Nexus 7 無法正常運作。在執行此動作後，

您可能必須重新啟動 Nexus 7。

• 解除安裝：刪除應用程式及其所有資料與設定。

• 停用：停止執行應用程式。此選項適用於部分無法解除安裝的應

用程式和服務。

• 清除資料：清除應用程式的設定與資料，但不移除應用程式。

• 清除快取：若應用程式將資料儲存於 Nexus 7 記憶體的暫存區，

此項目會列出儲存的資料量，並提供可清除暫存區資料的選項。

• 預設為啟動：若您曾預設使用某個應用程式來啟動特定類型的檔

案時，可於此處清除該設定。

• 權限：列出 Nexus 7 相關資訊的種類，及應用程式可以存取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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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虛擬鍵盤

您可以使用虛擬鍵盤於 Nexus 7 上輸入文字，有些應用程式會自

動開啟虛擬鍵盤，或是當您需要輸入文字時虛擬鍵盤也會自動出現。

想要關閉虛擬鍵盤時，請按下左下方的 。

6 

輸入 & 編輯

點選以輸入
建議的字詞

點選以清除前
一個字元

點選以切換
輸入游標至
下一欄位

點選並長按以檢
視輸入與鍵盤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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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編輯功能

• 移動輸入游標：請點選想要輸入文字的位置，即可將游標移至新

位置，同時游標下方會出現藍色箭頭符號，拖曳此符號可變更游

標位置。

• 選取文字：請點選並長按，或是雙按文字以選取，文字上即會出

現藍色的選取範圍，可拖曳左右游標變更選取範圍。

 若過一段時間藍色游標消失時，請再次點選文字即可再次顯示藍

色游標。

• 刪除文字：請由虛擬鍵盤點選  以刪除選取文字或游標前的文
字。

• 輸入大寫字母：請點選  以輸入一個大寫字母。

 在打字時長按  即可使輸入的字母呈現大寫。

• 開啟大寫字母鎖定：長按或雙按  時，該圖示會轉變為 ，即

可鎖定大寫字母輸入。再次點選  可恢復為小寫字母。

• 剪下、複製、貼上：選取文字後，可由右上角點選  以剪下、

 以複製、  以貼上。

設定

您可以由  設定 > 個人 > 語言與輸入設定 變更鍵
盤與輸入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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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輸入

Google 語音輸入功能透過聲音辨識技術，可將您所說的話轉換為

文字。當您使用此功能時，請先確認 Nexus 7 已建立網路連線。

您所說的話透過 Google 語音輸入功能轉換為文字時，句子的下方

會出現底線，您可以繼續說話以保留文字或是選擇刪除文字。

通常您可以使用虛擬鍵盤輸入時，亦可使用語音輸入。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語音輸入：

1. 請點選想要輸入文字的欄位，或是將游標插入已經輸入的文字段

落中。

2. 請由虛擬鍵盤上點選 。

3. 當畫面上出現麥克風視窗時，請說出您想要輸入的文字。

請說出「逗號」、「句號」、「問號」或「驚嘆號」以輸入標點符

號。

當您停止說話時，Google 語音輸入功能即會利用聲音辨識技術將

您所說的話轉換為文字，同時文字的下方會出現底線，點選虛擬鍵盤

的  可刪除有底線的句子。當您繼續使用語音輸入，或改採鍵盤
輸入時，文字下方的底線即會消失。

為增進語音輸入處理作業的品質，Google 可能會錄製周圍環境的

聲音並儲存於暫存記憶體。此段錄音僅會暫時儲存於 Nexus 7 中，

並不會傳送給 Google。

設定

由  設定 > 個人 > 語言與輸入設定 可變更語音輸
入的相關設定。



NEXUS 7 使用手冊             建立網路連線��

7 

建立網路連線

連接至 Wi-Fi 無線網路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Wi-Fi 開啟無線網路的相關設定。

Wi-Fi 屬無線網路技術，依路由器及使用環境的情況而異，可提供

連線裝置於距離內的網路連線。

要使用 Wi-Fi 時，Nexus 7 需連線至無線網路基地台（Access 

Point）或是熱點（Hotspot）。開放式的熱點可以直接連線，非開放

式的熱點則需要輸入密碼，或是利用其他方式獲得認證後，才可與裝

置建立連線。

為了延長 Nexus 7 的電池電力，建議您未使用 Nexus 7 時關閉 Wi-

Fi，或是您也可以將 Nexus 7 設定為休眠模式時自動暫停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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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Wi-Fi & 建立 Wi-Fi 網路連線

若是您在 Nexus 7 初始化設定時已新增 Wi-Fi 網路連線，Wi-Fi 即

會自動進行連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建立 Wi-Fi 網路連線：

1. 點選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Wi-Fi。

2. 滑動標籤至 開啟。

 Nexus 7 將會進行搜尋並顯示可連線的網路清單，安全性的無線

網路會出現上鎖圖示。當 Nexus 7 搜尋到先前曾建立連線的無線

網路時，即會自動進行連線。

3. 點選無線網路的名稱可檢視詳細資訊並進行連線，安全性的無線

網路則需要輸入密碼才可進行連線。

 若是您的路由器支援 WPS（Wi-Fi Protected Setup），請由 Nexus 

7 點選 ，並於路由器上按下相同的圖示。

新增 Wi-Fi 網路連線

您可以於 Nexus 7 中新增 Wi-Fi 網路連線，Nexus 7 將會自動記憶

名稱及密碼，當搜尋到該無線網路時即會自動進行連線。您也可以新

增隱藏服務設定識別碼（SSID）或是不在清單中的無線網路。

要新增安全性網路時，您必須先向該安全性網路的管理者詢問相關

驗證資訊。

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 Wi-Fi 網路連線：

1. 請開啟 Wi-Fi。

2. 由畫面上方點選 。

3. 輸入網路 SSID，必要時請輸入密碼及相關驗證資訊。

4. 點選 儲存。

您輸入的無線網路資訊將被儲存，日後當 Nexus 7 再次搜尋到該

無線網路時即會自動進行連線。



NEXUS 7 使用手冊             建立網路連線�0

清除 Wi-Fi 網路連線

當您不想要 Nexus 7 自動連線至已儲存的 Wi-Fi 網路，或不再需要

使用其中某個 Wi-Fi 網路時，您可以清除這些先前加入的網路詳細資

料。

請依照以下步驟清除 Wi-Fi 網路連線：

1. 請開啟 Wi-Fi。

2. 請於 Wi-Fi 設定畫面點選要清除的無線網路名稱。

3. 點選 清除。

設定 Wi-Fi 網路連線的代理伺服器（proxy）

有些 Wi-Fi 網路連線會要求您經由代理伺服器連線至內部或外部網

路資源。Wi-Fi 網路連線的預設值並不會使用代理伺服器設定，但您

可以針對已新增的 Wi-Fi 網路連線個別進行代理伺服器的設定。

代理伺服器的設定適用於瀏覽器，可能無法應用於其他應用程式。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代理伺服器：

1. 點選您已經建立連線的無線網路名稱並長按。

2. 點選 修改網路。

3. 點選 顯示進階選項。

4. 若該無線網路無代理伺服器設定，請由 Proxy 設定 點選 無，接

著於開啟的選單中點選 手動。

5. 請輸入網路管理者提供的代理伺服器設定相關資訊。

6. 點選 儲存。

代理伺服器的設定僅會套用於您選擇的無線網路，若要變更其他無

線網路的代理伺服器設定，請依上述步驟個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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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Wi-Fi 通知與斷線 & 其他進階選項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 Wi-Fi 進階設定：

1. 請開啟 Wi-Fi。

2. 於  Wi-Fi 設定畫面中，點選  > 進階。

進階設定中您可以針對以下選項進行設定：

• 網路通知：預設值為當 Wi-Fi 功能開啟後，系統偵測到可連線的

無線網路時，會於工具列右上角出現通知。當此功能關閉時，系

統即不會顯示任何通知。

• 休眠狀態仍保持 Wi-Fi 連線：為維持資料傳輸與更新，Nexus 7 

於休眠狀態時仍會保持 Wi-Fi 連線，並以此為預設值。要變更預

設值時請點選此項目並選擇 只在充電時連線 或 永�採用。

• MAC 位址：MAC 位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代表連

線至 Wi-Fi 的裝置識別碼。

• IP 位址：IP 位址（Internet Protocol）為連線至 Wi-Fi 的識別位

址。（使用固定 IP 連線時例外）

設定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Wi-Fi 開啟/關閉無線
網路。

點選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資料用量 可檢視資料
用量及行動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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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至虛擬私人網路

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為 VPN，可以讓 

Nexus 7 透過公用網路架構連線至私人網路。VPN 的應用常見於企

業、學校或其他團體，使位於別處的 Nexus 7 仍可透過無線網路連

線取得私人網路中的資源。

要設定虛擬私人網路連線時，您必須先向您的網路管理員詢問相

關資訊。依據您使用的網路連線類型，您可能要利用網路管理員或 

Play 商店提供的應用程式進行 VPN 連線設定。

設定

於 VPN 的設定畫面中，您可以新增 VPN 並進行設

定。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更多內容… > 
VPN 開啟 VPN 的設定畫面。

新增 VPN

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 VPN：

1. 由 VPN 設定畫面中點選 新增 VPN 設定檔。

2. 請填寫由網路管理員取得的相關資訊。

3. 請點選 儲存。

輸入的 VPN 即可新增至清單中。

連線至 VPN

請依照以下步驟連線至 VPN：

1. 由 VPN 設定畫面中點選要建立連線的 VPN 名稱。

2. 請於對話框中輸入驗證資訊。

3. 請點選 連線。

當 Nexus 7 連線至 VPN 時，工作列右上角會出現狀態及通知圖

示，點選該圖示即可中斷 VPN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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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VPN

請依照以下步驟編輯 VPN：

1. 由 VPN 設定畫面中，點選並長按想要編輯的 VPN 名稱。

2. 請於對話框中選擇 編輯設定檔。

3. 編輯 VPN 設定。

4. 請點選 儲存。

刪除 VPN

請依照以下步驟刪除 VPN：

1. 由 VPN 設定畫面中，點選並長按想要刪除的 VPN 名稱。

2. 請於對話框中選擇 刪除設定檔。

飛航模式 & 其他網路設定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更多內容… 開啟設定畫面，您可以針對

以下的功能進行設定： 

• 飛航模式：飛航模式開啟時將關閉所有通訊與資料傳輸。

• VPN：點選此項目以設定 VPN，使 Nexus 7 透過公用網路架構連

線至私人網路。請參考第 52 頁 連線至虛擬私人網路 的說明。

• NFC：點選此項目以開啟/關閉近距離無線通訊（NFC，Buil t-in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功能。

• Android Beam：點選此項目以開啟/關閉 Android Beam。當 NFC 

及 Android Beam 開啟時，Nexus 7 可與其他裝置利用接觸以分享

網頁、聯絡人資訊及其他檔案資料等。請參考第 54 頁 傳送畫面

內容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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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裝置連線

傳送畫面內容

將兩台裝置放在一起時（通常是背面對背面），您可以將 Nexus 7 

螢幕上的網頁、影片或是其他內容傳送至另一台裝置。

開始傳送前：請確認兩台裝置均已解鎖，並支援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Built-in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功能，同時 NFC 及 

Android Beam 功能均已開啟。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傳送功能：

1. 請開啟顯示有想要傳送資料的裝置螢幕，例如網頁、YouTube 影

片、地圖中的地方資訊等。

2. 請將裝置的背面朝向另一台裝置的背面。

 當兩台裝置成功建立連線時，您會聽見提醒音效、螢幕的畫面會

調整大小，接著畫面上將出現 輕觸即可傳輸 的對話框。

3. 請點選螢幕任一處。

 另一台裝置的螢幕上將出現傳送內容，當必須的應用程式未安裝

時，Play 商店將會出現應用程式的下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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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當另一台裝置要與 Nexus 7 傳送資料時，請盡量靠近

背板上「nexus」字樣的「u」，以確保資料能傳送成功。

設定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更多內容… > NFC 開
啟/關閉 NFC 功能。

點選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 更多內容… > Android 
Beam 開啟/關閉 Android Beam 功能。

建立藍牙連線

藍牙（Bluetooth™）功能是一種短距離的無線連線技術，可讓相容

於藍牙技術的裝置（如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耳機

等），在短距離內進行實體的連線與資料的交換。可接聽、撥打電話

或聽音樂的藍牙耳機、車用免持聽筒等均為常見的藍牙裝置。

要與其他裝置建立藍牙連線時，請先開啟 Nexus 7 的藍牙功能。

當您透過藍牙技術首次連接其他裝置時，您必須先為裝置進行「配

對」，之後當 Nexus 7 的藍牙功能開啟，即會自動建立連線。

當您未使用 Nexus 7 的藍牙功能時，建議您關閉藍牙功能以節省

電池電力。當您到某些地方時也可能需要關閉藍牙功能，當 Nexus 7 

切換為飛航模式時藍牙功能會自動關閉。

上方工具列將會顯示藍牙功能為開啟或關閉。

開啟/關閉藍牙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關閉藍牙：

1. 點選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2. 滑動藍牙標籤至 開啟 或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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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裝置的藍牙顯示名稱

Nexus 7 的藍牙顯示名稱為預設值，在建立藍牙連線時其他裝置可

透過此名稱來辨別是否為您的裝置。您可以自行變更裝置的藍牙顯示

名稱，以提高裝置的識別度。

請依照以下步驟變更裝置的藍牙顯示名稱：

1.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確認藍牙功能已開啟。

2. 請點選 藍牙。

3. 於藍牙設定畫面中，點選  > 重新命名平板電腦。

4. 請輸入想要使用的名稱並點選 重新命名。

與藍牙裝置進行配對

首次連線其他裝置前，您必須先為裝置進行配對。當 Nexus 7 與

其他裝置建立連線後，就會保持配對狀態直到中斷連線。

若是想要連線的藍牙裝置未出現於列表中時，請確認該裝置的藍牙

功能已開啟，並設定為可偵測，詳細說明請參考該裝置的使用手冊或

說明文件。

請依照以下步驟與藍牙裝置進行配對：

1.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確認藍牙功能已開啟。

2.  請點選 藍牙 以檢視可連線的藍牙裝置。

3.  若是您的藍牙裝置尚未準備妥當而 Nexus 7 已完成掃描時，請點

選 ��裝置 再次進行搜尋。

4.  請由搜尋到的清單中選擇想要配對的裝置，並依照畫面的指示完

成配對工作。若是出現要求輸入密碼的對話框時，請嘗試輸入最

普遍的密碼 0000 或 1234，或是參考該裝置的使用手冊或說明文

件。

當配對成功時，Nexus 7 即可連線至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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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藍牙裝置進行連線

當 Nexus 7 與藍牙裝置配對成功時，即可隨時手動連線至該裝置。

例如，切換裝置或是稍後再進行連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與藍牙裝置進行連線：

1.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確認藍牙功能已開啟。

2.  請由 配對裝置 清單中選擇要連線的藍牙裝置。當建立連線後，

裝置在清單中會顯示為已連線。

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裝置

有些藍牙裝置可能擁有多重設定檔，可以傳送對話記錄、播放音

樂、傳送檔案或其他資料等。您可以自行選擇要使用於裝置上的設定

檔。您也可以變更配對的藍牙裝置於 Nexus 7 上的顯示名稱。

請依照以下步驟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裝置：

1. 請由  設定 > 無線與網路 確認藍牙功能已開啟。

2. 請點選 藍牙 以顯示藍牙設定選單。於想要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

裝置旁點選  圖示。

 由設定選單中點選 重新命名 以重新命名藍牙裝置，或是選擇 解

除配對。設定完成後請點選左下角的返回圖示離開設定選單。

連接鍵盤、滑鼠 & 其他裝置

利用 Micro USB 連接埠或藍牙，您可以將鍵盤、滑鼠、控制桿或

其他輸入裝置連接 Nexus 7，獲得與個人電腦相同的使用體驗。

Nexus 7 需利用轉接器才可連接鍵盤等輸入裝置。當您要將 Nexus 

7 同時連接一個以上的 USB 裝置時，建議使用可獨立供電的 USB 集

線器，以減少消耗 Nexus 7 的電池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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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 7 配對並連線至藍牙外接裝置的方法，與 Nexus 7 配對並連

線至藍牙裝置的方法相同，請參考第 55 頁 建立藍牙連線 的說明。

鍵盤

當 Nexus 7 連接藍牙鍵盤時，除了可用以輸入文字外，您也可以

利用鍵盤進行以下操作：

• 使用方向鍵以選擇物件。

• 選擇物件時按下 Return 等同於點選該物件。

• 按下 Esc 等同於點選返回。

• 進行文字輸入時，按下 Tab 或 Shift-Tab 可切換輸入游標至下一

格。

滑鼠

當 Nexus 7 連接滑鼠時，螢幕上將出現箭頭形狀的游標，請將它

視為電腦上的滑鼠般使用。

• 使用滑鼠移動游標。

• 如同使用手指操控般，以滑鼠左鍵進行點選、長按或拖曳。

• 僅支援一個滑鼠按鈕。

• 若滑鼠具備軌跡球或滾輪時，可垂直或水平捲動畫面。

重要！使用鍵盤等外接裝置時，會大量減少消耗 Nexus 7 的

電池電力，包含長時間使用藍牙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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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輸入裝置

您可以將控制桿、遊戲控制器或其他輸入裝置連接至 Nexus 7。若

這些輸入裝置不需特別的驅動程式或轉接器即可於個人電腦使用時，

通常也可以連接 Nexus 7 使用。不過，輸入裝置的特別功能，如專

用遊戲快捷鍵或其他功能，其支援度會依各個遊戲及應用程式的設計

而異。

經由 USB 連接至 Windows 電腦

您可以利用 Micro USB 訊號線將 Nexus 7 連接至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以雙向傳輸音樂、圖片或其他類型的檔

案。Nexus 7 與個人電腦間的連線使用 MTP 媒體傳輸協定（Media 

Transfer Protocol），絕大多數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均

可支援。

當 Nexus 7 經由 Micro USB 訊號線連接至搭載 Windows 作業系統

的個人電腦時，Nexus 7 的儲存空間將被視為 USB 儲存裝置，您可

以在電腦上進行檢視。此時請如同一般使用 USB 儲存裝置的方式使

用即可。

當 Nexus 7 與個人電腦的檔案傳輸工作完成後，在移除 Micro USB 

訊號線之前，請先移除 Nexus 7 與電腦的連接。

設定

請由  設定 > 裝置 > 儲存空間 >  > USB 電腦連
線 變更 Nexus 7 的 USB 連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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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USB 連接至 Mac 電腦

您可以利用 Micro USB 訊號線將 Nexus 7 連接至搭載 Mac OS X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以雙向傳輸音樂、圖片或其他類型的檔案。

Nexus 7 與 Mac 電腦間的連線仍需使用 MTP 媒體傳輸協定

（Media Transfer Protocol），但 Mac 電腦本身並不支援此連線方

式。因此，請由 www.android.com/filetransfer 下載 Android File 

Transfer 的應用程式安裝檔案，並安裝於您的 Mac 電腦上，請參考

以下步驟的說明。

當您安裝 Android File Transfer 後，請依照以下步驟執行：

1. 若是首次安裝 Android File Transfer 時，請雙按圖示以開啟應用

程式。

 若先前已曾執行過 Android File Transfer，每次 Nexus 7 連接至 

Mac 電腦時，Android File Transfer 即會自動開啟。

2. 將 Nexus 7 以 Micro USB 訊號線連接至 Mac 電腦。

Android File Transfer 執行後，即會於視窗中顯示儲存於 Nexus 7 

中的檔案資料，並於視窗下方顯示儲存空間的詳細資料。

請於此 Finder 視窗中進行檔案傳輸、開始/關閉資料夾、建立新資

料夾等，當傳輸工作完成後，請移除 Nexus 7 的連接。

設定

請由  設定 > 裝置 > 儲存空間 >  > USB 電腦連
線 變更 Nexus 7 的 USB 連線選項。

http://www.android.com/file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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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帳戶

新增或移除帳戶

請由  設定 > 帳戶 開啟帳戶相關設定。

您可以於 Nexus 7 上使用多個 Google 帳戶及 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帳戶，您也可以透過其他應用程式新增其他類型的帳戶。

有些帳戶您可以直接於設定選單中的 帳戶 進行新增並設定，有些帳

戶需要透過應用程式來新增。例如，您可以在 電子郵件 中新增並管

理 IMAP 或 POP3 的電子郵件帳戶。

新增帳戶

要在 Nexus 7 上新增帳戶時，您必須先由帳戶連線之伺服器的系

統管理者獲得詳細資訊。例如，您可能需要知道帳戶的網域名稱或伺

服器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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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帳戶：

1. 點選  設定 > 帳戶 > 新增帳戶。

2. 點選您要新增的帳戶類型。

3. 依照畫面上的指示新增帳戶。

新增帳戶時的所需資訊依您要新增的帳戶類型而異，通常新增帳戶

時會需要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依據您新增的帳戶類型，您可能還需要設定同步的資料類型、命名

帳戶等其他詳細設定。

當您完成新增帳戶的工作後，您可利用以下兩個方式檢視帳戶：

• Google 帳戶請由  設定 > 帳戶 > Google 檢視。

• 其他類型的帳戶請由  設定 > 帳戶 檢視。

移除帳戶

當您移除 Nexus 7 上的帳戶時，所有與該帳戶相關的資料也會一

併移除，包括電子郵件、聯絡人、個人設定等。

當您要移除 Google 帳戶時，請由  設定 > 帳戶 > Google 找到

該帳戶，點選帳戶名稱後接著點選  > 移除帳戶。

當您要移除其他類型的帳戶時，請由  設定 > 帳戶 找到該帳

戶，點選帳戶名稱後接著點選  > 移除帳戶。

設定同步選項

請由  設定 > 帳戶 > Google 開啟 Google 帳戶的同步設定選
單。

您可以設定各個應用程式的同步選項，也可決定個別帳戶的同步資

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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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帳戶可進行雙向同步工作，您於 Nexus 7 上變更的任何帳戶資

料也會同步變更於連線的雲端資料，例如 Google 帳戶即是以此方式

進行同步；有此帳戶僅能使用單向同步，您可能只能於 Nexus 7 上

閱讀帳戶相關資料而無法進行修改。

有些應用程式，如 Gmail、Google 日曆等，可進行獨立的同步設

定，方便您依個人需求進行同步設定。例如，您可以由 Gmail 應用

程式中點選  > 管理標籤 選擇 同步處理訊息。

將所有應用程式設定為自動同步

針對可設定為自動同步的應用程式，請由  設定 > 資料用量 > 

 >  自動同步處理資料，以開啟或關閉自動同步。

當您關閉應用程式的自動同步功能時，您需要自行手動接收通知、

電子郵件或即時訊息與資訊等，同時也無法自動接收更新的相關通

知。例如，您於裝置上針對 使用者 應用程式所做的變更，可自動同

步至網頁版 Google 帳戶的聯絡人清單。

當自動同步功能關閉時，您可能可以使用應用程式工具手動進行資

料同步，您仍可以透過手動的方式接收通知、電子郵件或即時訊息與

資訊等。關閉自動同步功能有助於延長電池電力以增加待機時間，但

也可能造成通知或訊息延誤的問題。

設定 Google 帳戶的自動同步

請參考以下步驟，針對單一 Google 帳戶進行自動同步設定：

1. 請點選  設定 > 帳戶 > Google。

  此圖示表示部分或是整個帳戶已設定為自動同步。

  此圖示表示帳戶未設定為自動同步。

2. 選擇想要變更同步設定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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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畫面上將會顯示此帳戶可變更同步設定的項目清單。

4. 點選以開啟或關閉同步功能。

關閉同步功能的項目並不會由 Nexus 7 中移除，該項目的資料會

停止在關閉同步功能前的狀態。

手動同步 Google 帳戶

請依照以下步驟手動同步 Google 帳戶：

1. 請點選  設定 > 帳戶 > Google 。

2. 選擇想要手動同步的帳戶。

3. 點選  > 現在進行同步處理。

變更備份 & 重設選項

請由  設定 > 個人 > 備份與重設 開啟備份與重設的設定選單。

您可以備份 Nexus 7 設定值及一個或多個 Google 帳戶的相關資

料，當您重設 Nexus 7 或恢復原廠設定後，您可以利用設定進行備

分的帳戶將相關資料還原至 Nexus 7 上。

於設定選單中，您可以進行以下設定：

• 備份我的資料：當您勾選此選項時，所有個人資料將會被自動備

份，包括無線網路連線密碼、瀏覽器書籤、於 Play 商店下載並

安裝的應用程式清單、利用虛擬鍵盤新增至字典的單字、個人化

設定等。有些第三方應用程式亦支援此功能，重新安裝應用程式

時，即可利用此功能還原設定與資料。

• 備份帳戶：此選項將顯示用於備份資料的 Google 帳戶。當您要

在 Nexus 7 或其他裝置上取得相關備份資料時，您必須先登入此

選項顯示的帳戶。

 想要新增備份帳戶時，請點選 備份帳戶 > 新增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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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還原功能：當您勾選此選項時，重新安裝應用程式後可還原

備份的設定和資料。本功能僅於您利用 Google 帳戶作為備份帳

戶，且應用程式開啟備份功能時才可使用。

• 恢復原廠設定：點選此項目後選擇 重設平板電腦，所有儲存於 

Nexus 7 中的資料將會被清除，包括 Google 帳戶或其他帳戶資

料、系統及應用程式設定、已下載安裝的應用程式，以及所有音

樂、照片、影片和其他檔案資料等。

 將 Nexus 7 恢復原廠設定後，請重新進行初始化設定。若您使用 

Google 帳戶作為備份帳戶，則您可以於初始化設定中選擇進行資

料還原。

第三方應用程式亦支援備份功能，當您重新安裝應用程式時，即可

利用此功能還原設定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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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

設定螢幕鎖定

依據您的使用需求，您可以於 Nexus 7 設定自動螢幕鎖定以防止

被他人擅自使用。當設定螢幕鎖定後，Nexus 7 進入休眠模式時即會

自動鎖定螢幕。

當您利用 Nexus 7 播放音樂時，螢幕鎖定並不會影響播放工作，

您也可以在未解除螢幕鎖定的情況下直接暫停播放工作。

請依照以下步驟進行螢幕鎖定：

1. 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螢幕鎖定 開啟設定選單。

2. 選擇想要使用的螢幕鎖定方式，並依照畫面指示完成設定。

若您原先已設定圖形、PIN 或密碼作為螢幕鎖定方式時，您必須先

解除鎖定後才能變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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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 7 提供下列 5 種螢幕鎖定方式，依安全性的弱至強排列：

• 滑動：無法提供 Nexus 7 有效的安全防護，但方便您快速開啟桌

面，或是立即啟動相機拍照。

• 人臉解鎖：人臉解鎖可提供 Nexus 7 最低限度的安全防護。

• 圖形：圖形解鎖以使用者透過手指於螢幕上連結的點作為螢幕解

鎖圖形，圖形解鎖較人臉解鎖的安全性更高。

• PIN：需要至少 4 位數字，設定的數字越多、安全性越高。

• 密碼：需要至少 4 個字元以上的字母或數字。若設定的密碼強度

高，密碼解鎖將具有高安全度。

密碼設定秘訣：以安全性為考量時，密碼設定應符合以下原則。

• 至少 8 個字元以上。

• 由數字、字母及特殊符號組成。

• 不包含與個人相關連的資訊。

秘訣：人臉解鎖藉由使用者注視螢幕以解除螢幕鎖定。當您

設定人臉解鎖後，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利用 加強
臉部辨識精準度 及 生動度檢查 以提升人臉解鎖的防護力與

安全性。

設定

請由  設定 > 裝置 > 顯示 > 休眠 進行螢幕休眠設
定。

點選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顯示密碼 開啟/關閉
輸入時顯示密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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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保護 Nexus 7

您可以將帳戶、設定、已下載的應用程式資料、媒體和其他檔案內

容予以加密。Nexus 7 設定加密保護之後，每次開機都需輸入解密用

的數字 PIN 或密碼。解密的數字 PIN 或密碼同時也會作為解除螢幕

鎖定的 PIN 或密碼，兩者無法獨立設定。

警告：Nexus 7 一經加密後，僅可經由恢復原廠設定以解除加

密狀態，但這樣會清除 Nexus 7 中的所有資料。

加密保護設定可提供 Nexus 7 有效的安全防護，以避免 Nexus 7 

遺失時造成資料外流的情況。在設定加密保護前，建議您先與系統管

理者詢問相關資訊，您為加密保護設定的 PIN 或密碼可能受到系統

管理者之控管。

在進行加密保護設定前，請先確認以下準備工作：

1. 設定螢幕解鎖的 PIN 或密碼。

2. 為電池充電。

3. 將 Nexus 7 連接電源充電器。

4. 加密工作可能需要 1 小時以上的時間，請勿中斷加密工作以免造

成資料流失。

確認準備工作後，請依以下步驟進行加密設定：

1. 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加密保護平板電腦 開啟設定選
單。

2. 請詳細閱讀使用須知。

 若是電池電力不足或未連接電源充電器時，下方 加密保護平板電

腦 的選項將無法點選。若您要放棄進行加密設定，請點選返回鍵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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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請勿中斷加密工作以免造成資料流失。

3. 點選 加密保護平板電腦。

4. 輸入鎖定螢幕的 PIN 或密碼，並選擇 下一步。

5. 再次點選 加密保護平板電腦。

加密工作開始後將會於螢幕上顯示進度，加密工作可能需要 1 小

時以上的時間，並可能重新開機數次。

當加密工作完成時，螢幕上會出現要求您輸入 PIN 或密碼的訊

息。

之後每次開機時，您都必須輸入解密用的 PIN 或密碼，才可開始

使用 Nexus 7。

使用憑證

您可以使用電子憑證作為 Nexus 7 的識別方式，以滿足各種用途的

需求，例如 VPN、Wi-Fi 連線等，或是透過電子郵件、瀏覽器等應用

程式進行伺服器驗證。要使用電子憑證作為 Nexus 7 的識別方式時，

您必預由系統管理者取得電子憑證，並安裝於 Nexus 7 的憑證儲存

空間。

Android 作業系統支援 DER 編碼的 X.509 憑證，憑證副檔名應為 

.crt 或 .cer。若憑證副檔名為 .der 或其他副檔名時，您必須將其變更

為 .crt 或 .cer，否則無法安裝該憑證。

Android 作業系統也支援儲存在 PKCS#12 金鑰庫檔案中的 X.509 

憑證，副檔名應為 .p12 或 .pfx。如果您的金鑰庫使用其他副檔名

時，您必須將其變更為 .p12 或 .pfx，否則無法安裝該憑證。當您由  

PKCS#12 金鑰庫安裝憑證時，Android 作業系統也會一併安裝所有私

密金鑰或憑證授權單位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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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用戶端和 CA 憑證

請依照以下步驟由 Nexus 7 內建儲存空間安裝憑證：

1. 將憑證或金鑰庫由電腦複製到 Nexus 7 內建儲存空間的根目錄。

（即不在任何資料夾中）

2. 請由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憑證儲存空間 > 從儲存空間安
裝 開啟設定選單。

3. 此時您只會看到尚未安裝的憑證，請點選憑證或金鑰庫進行安

裝。

4. 請輸入金鑰庫密碼後選擇 確定。

5. 請輸入憑證名稱後選擇 確定。

通常此時會一併安裝用戶端憑證中的 CA 憑證，您也可以依照上述

步驟安裝獨立的 CA 憑證。

若 Nexus 7 未設定圖形、PIN 或密碼解除螢幕鎖定時，系統會要求

您進行設定，系統管理員可能會預先決定您可使用的鎖定方式。

安裝完成後，您即可以利用安裝的憑證連線至安全網路，或是用以

對電子郵件、瀏覽器和第三方應用程式進行用戶端驗證。憑證安裝成

功後，儲存空間中的憑證副本將會被刪除。

重要：支援憑證的應用程式，如電子郵件，可以讓您於應用

程式內直接安裝憑證。詳細說明請參考該應用程式的說明文

件。

使用 CA 憑證

當 CA 憑證遭到盜用，或是您所屬機構基於某些原因而不願意信任

該憑證，您可以選擇停用或移除該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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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以下步驟停用或移除憑證：

1. 點選  設定 > 個人 > 安全性 > 憑證儲存空間 > 信任的憑證，
可檢視以下兩類憑證：

 系統：於 Nexus 7 ROM 中永久安裝的 CA 憑證。

 使用者：使用者曾自行安裝的 CA 憑證，如安裝用戶端憑證時一

併安裝的 CA 憑證。

2. 點選 CA 憑證的名稱可檢視詳細資料，可上下捲動畫面檢視完整

資料。

3. 想要停用或移除該 CA 憑證時，請將捲軸捲至資料底部，選擇 停

用 系統憑證，或 移除 使用者憑證。

 當停用系統憑證時，資料底部的選項將變更為 啟用，日後您可以

再次重新啟用該憑證。若是移除使用者自行安裝的憑證時，該憑

證將永久刪除，您必須重新安裝該憑證才可使用。

4. 選擇 確定 以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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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工具

協助工具簡介

Nexus 7 具備下列協助工具，方便視障者可以輕鬆地使用 Nexus 7 

的各項功能。

TalkBack 是一款由 Google 提供的內建協助工具服務。此服務會以

語音回應功能描述動作結果（如啟動應用程式）和事件（如通知）。

輕觸探索 為與 TalkBack 搭配使用的系統功能，使用者只要觸碰 

螢幕時，Nexus 7 就會朗讀手指點選的內容，為視障使用者增加使用

上的便利性。

協助工具設定 可讓使用者修改 Nexus 7 的顯示和音效選項，如增

加文字大小、變更語音朗讀的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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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佳的使用者

若您的視力不佳，而且不打算使用輕觸探索功能，請造訪 support.

google.com/nexus 閱讀相關的使用說明。您可以由  設定 > 協助
工具 > 大字體 增加字體大小，以方便進行閱讀。

相關設定

• 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檢視協助工具設定。

• 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 並點選 設定，以設定震
動、聲音回應與其他 TalkBack 行為。

Android 4.1（Jelly Bean）協助工具觸控功能

當 TalkBack 及輕觸探索功能開啟時，您可以使用以下的觸控功能

操作 Nexus 7：

• 使用一隻手指拖曳：使用一隻手指於螢幕上拖曳可啟動語音回應

功能。

• 於螢幕上雙按：開啟或執行點選的物件。

• 使用兩隻手指由上/下滑動畫面：捲動清單。

• 使用兩隻手指向左/右滑動畫面：翻動頁面或畫面。

• 使用一隻手指向右或下滑動畫面：檢視下一個項目。

• 使用一隻手指向左或上滑動畫面：檢視前一個項目。

• 使用一隻手指由下而上滑動畫面：閱讀文章時進入下一個章節，

接著向右滑動以閱讀下頁、向左滑動以閱讀前頁。

• 使用一隻手指由上而下滑動畫面：閱讀文章時回到前一個章節，

接著向右滑動以閱讀下頁、向左滑動以閱讀前頁。

• 使用一隻手指由右而左滑動畫面：檢視下一頁。

• 使用一隻手指由左而右滑動畫面：檢視上一頁。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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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一隻手指於畫面上拖曳使用語音回應功能時，可同時使用

手指雙按以開啟或執行應用程式、小工具等。

重要：上述觸控功能僅支援 TalkBack 功能，其他協助工具中

相同的觸控方式可能啟動不同的功能。

TalkBack 功能的捷徑觸控功能

說明：下列觸控功能僅於輕觸探索功能開啟時才可使用。

TalkBack 的捷徑觸控功能方便您快速回到桌面、使用返回等功

能。請使用一隻手指操作下列功能：

• 由上而右滑動畫面：開啟通知面板。

• 由上而左滑動畫面：等同於「桌面」按鈕。

• 由下而右滑動畫面：等同於「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按鈕。

• 由下而左滑動畫面：等同於「返回」按鈕。

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 > 設定 > 管理捷徑手勢，以
變更觸控功能的捷徑設定。

設定 Nexus 7

Nexus 7 包括以下的硬體裝置：

• 電源按鈕/鎖定按鈕：位於右側機身的上方。

• 音量調整按鈕：位於電源按鈕/鎖定按鈕的下方。

• 前置相機鏡頭：位於觸控螢幕的上方正中央。

• Micro USB 連接埠：位於機身底部中央。

• 3.5mm 耳機插孔：位於機身底部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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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Nexus 7 首次開機時，您會看到歡迎畫面。

• 若要開啟 TalkBack 及輕觸探索功能，請將兩隻手指稍微分開並置

於畫面上，當系統辨識到您的手勢時，將會發出語音回應。接著

請使用手指長按畫面至少 2 秒，系統即會開始播放 TalkBack 及

輕觸探索的使用說明。當使用說明播放完畢後，系統將會再次回

到歡迎畫面。

• 若要選擇其他語言，請於選單中點選。

• 完成設定後，請向右滑動畫面並雙按畫面中央的 開始。

系統將會引導您進行設定。當登入畫面出現時，請使用 Google 帳

戶的電子郵件和密碼登入系統。使用 Google 帳戶登入後，該帳戶的

電子郵件、聯絡人、日曆活動等將自動同步至 Nexus 7。若您有一個

以上的 Google 帳號時，您可以在稍後再自行新增其他帳戶。

重疊說明

完成設定程序後，畫面上會出現多層重疊說明向您解釋如何使用 

Nexus 7 的各項功能。若要關閉說明時，請向右滑動並雙按 確定。

使用 TalkBack

TalkBack 會利用語音回應朗讀您所點選及啟動的項目，協助您使

用 Nexus 7 的各項功能。

說明：若未在初始化設定時開啟 TalkBack 功能，失明的使用者可請

他人協助開啟此功能。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關閉 TalkBack 功能：

1. 點選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

2. 滑動以開啟/關閉 TalkBack。

3. 點選 確定 以開啟 TalkBack。

4. 當畫面上出現是否要開啟輕觸探索的詢問時，請點選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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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TalkBack 功能開啟後，系統會立即開啟語音回應功能。當您使

用 Nexus 7 時，TalkBack 會朗讀您的動作，並在有訊息、通知等事

件時通知您。

若輕觸探索功能亦開啟時，只要輕觸畫面上任何項目，系統即會朗

讀該項目，此時雙按可執行最後朗讀的項目。多數功能需要使用兩隻

手指滑動才可執行，而非一般人慣用的一隻手指。

變更 TalkBack 設定

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 並由右上角點選 設定，以
開啟 TalkBack 的設定選單。

說話時間

• 語音音量：您可以將此項目設定為相當於媒體音量的百分比例。

• 使用音調變化：勾選此項目可使用較低的音調讀出鍵盤回應。

• 螢幕關閉時仍播放語音回應：勾選此選項即可在螢幕關閉時，開

啟語音回應功能。

回應設定

• 聲音回應：勾選此項目即可設定瀏覽音效。

• 音量：僅在聲音回應啟用時支援，您可以將此項目設定為相當於

媒體音量的百分比例。

輕觸探索

• 啟動「輕觸探索」教學課程

• 管理捷徑手勢：可讓您設定各個手勢觸發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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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文字轉語音的速度

若要控制 TalkBack 的朗讀速度，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 文
字轉語音輸出 > 語音速率 進行設定。

設定 TalkBack 音量

若要變更 TalkBack 的音量設定，請由  設定 > 音效 > 音量，
再使用滑桿變更音樂、影片、遊戲及其他媒體的音量。

此外，您也可以在聆聽語音回應時，使用平板電腦右側的音量控制

鈕控制音量。

增強網頁協助工具

若要取得 Gmail、Chrome 等產品的協助工具完整支援，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開啟 增強網頁協助工具，請點選並選擇 允許，以

讓應用程式安裝指令碼，讓網頁內容更容易存取。

使用輕觸探索搭配 TalkBack

開啟 TalkBack 後，您可以選擇使用輕觸探索功能。此功能可讓您

慢慢在螢幕上拖曳手指，系統會朗讀手指輕觸的每個項目。

您必須先開啟 T a l k b a c k 才能使用輕觸探索功能。初次開啟 

TalkBack 時，系統會提示您開啟輕觸探索功能。

重要：如果您在開啟 TalkBack 時選擇不要開啟輕觸探索，之後若要

再次叫出該提示，可先停用 TalkBack 再重新開啟。首先，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然後將 TalkBack 開關滑動至 關閉，接

著再重複此步驟開啟 TalkBack。開啟輕觸探索功能後，除非將平板電

腦恢復原廠設定，否則您將無法單獨關閉此功能同時保持 TalkBack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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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功能後，系統會透過語音回應朗讀手指在螢幕上執行的每個動

作；若您啟用音效時，系統也會一併發出。

使用輕觸探索功能瀏覽 Nexus 7 時可執行下列操作：

• 用一根手指探索螢幕，系統會朗讀螢幕上的圖示和可選取的按

鈕。

• 找到所需的圖示和按鈕後，在螢幕上任何位置 雙按 即可開啟應

用程式、選單等項目。

若要了解可透過 TalkBack 和輕觸探索功能使用的手勢，請參考第 

73 頁 Android 4.1（Jelly Bean）協助工具觸控功能 的說明。

推薦教學課程：若要進一步了解輕觸探索功能，請點選  設定 
> 協助工具 > TalkBack > 設定 > 啟動「輕觸探索」教學課程。

協助工具設定

請由  設定 > 協助工具 以修改 Nexus 7。

您可以針對以下選項進行設定：

• TalkBack：協助視障者控制語音回應功能。

• 大字體：勾選此項目即可放大平板電腦螢幕上的文字（適合視力

不佳使用者使用）。

 此項目會將文字大小放至最大。若要微調字型大小，請點選  
設定 > 顯示 > 字型大小。請注意，此設定不會套用到 Google 

Ch rome 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所使用的是本身的字型縮放機

制）。

• 自動旋轉螢幕：勾選後，您只要變更平板電腦的螢幕方向，螢幕

就會自動旋轉。

• 說出密碼：勾選後，Nexus 7 會在您輸入密碼時，透過語音回應

說出您所輸入的字元。

 若未勾選此項目時，您需要使用頭戴式耳機才能聽取自己輸入的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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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轉語音輸出：讓您指定文字轉語音引擎詳細資訊和語音速

度。

• 輕觸並按住的延遲時間：可調整 Nexus 7 辨識輕觸並按住項目所

需的延遲時間（例如將應用程式移至主螢幕）。

• 增強網頁協助工具：啟用此項目，ChromeVox 就會在您瀏覽及操

作網站和應用程式時，提供語音回應。

 為了確保 Nexus 7 能夠正常支援專用的協助工具應用程式，請務

必啟用這個選項。

開始使用
注意：下列操作說明適用於 Nexus 7 已開啟輕觸探索功能的情況。

畫面底部會出現三個常駐功能圖示，您隨時可透過這些按鈕執行相

關的操作。不論您使用 Nexus 7進行任何操作，皆可隨時返回桌面或

先前的畫面：

• 返回：開啟您之前使用的畫面，即使不是同一個應用程式也一樣

可以，不過當您已經回到桌面後，就無法再回到先前的畫面。

• 桌面：開啟桌面。當您在檢視左側或右側桌面時，按下此功能圖

示會回到主桌面。

• 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顯示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清單。由清

單中點選應用程式畫面可開啟該應用程式，長按並左右滑動可將

該應用程式由清單中移除。

當一陣子未使用時，這三個功能圖示可能會轉變為圖點形狀或是顏

色黯淡，實際情形會依您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而異，要再次顯示功能

圖示時，請於螢幕上點選它們原本的所在位置即可。

您可以使用簡易的手勢操作功能圖示及查看通知，請參考以下說

明：

• 由上而右滑動畫面：開啟通知面板。

• 由上而左滑動畫面：等同於「桌面」按鈕。

• 由下而右滑動畫面：等同於「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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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而左滑動畫面：等同於「返回」按鈕。

桌面下方的一排圖示為 我的最愛，方便您快速檢視或執行 Play 商

店、音樂與其他應用程式。

我的最愛中間的應用程式圖示會一直顯示，雙按該圖示即可顯示所

有應用程式和小工具。

 桌面可收納應用程式和小工具的圖示，也可以放置資料夾。

• 於圖示上雙按可執行某個應用程式、資料夾或小工具。

• 向左或向右滑動螢幕可檢視其他桌面。

畫面頂端將顯示狀態列：

• 左邊的狀態圖示將顯示哪些應用程式發出通知，例如收到新訊息

或開會時間到了。若 TalkBack 或其他協助工具服務已啟用時，此

圖示會在初次顯示時發出通知。

• 若要檢視通知，請使用兩指由上而下或由上而右滑動螢幕以展開

通知面板。

• 右邊的系統圖示將顯示目前無線網路和網路連線訊號強度、電池

電量、時間等資訊。

在 Nexus 7 的畫面上方有 Google 搜尋的圖示，可於網際網路或 

Nexus 7 中搜尋您輸入的關鍵字，請點選 Google 以使用 Google 搜

尋，或是點選  使用語音搜尋。

使用 Play 商店
注意：下列操作說明適用於 Nexus 7 已開啟 TalkBack 及輕觸探索功及輕觸探索功輕觸探索功

能的情況。

您可以於 Play 商店上下載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並安裝於 Nexus 

7 方便隨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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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oogle Play 小工具

您可以於桌面上使用以下的 Google Play 小工具：

• Play 推薦項目：針對您的裝置提供您可能會感興趣的精選推薦，

點選圖片可檢視詳細資料。

• Play 商店：推薦您安裝的應用程式，點選圖片可檢視詳細資料。

想要移除小工具時，請點選並長按小工具，然後拖曳至畫面上方的 

X 移除 後再放開圖示。

想要新增其他 Google Play 小工具時，請點選  並選擇 小工
具，左右滑動找到需要的小工具後，請點選並長按小工具，接著於桌

面拖曳至想要擺放的位置即可。

於 Play 商店下載應用程式

請由桌面下方我的最愛圖示中，點選 Play 商店的圖示以執行 Play 

商店。

在 Play 商店中，您可以利用您的 Google 帳號下載並安裝應用程

式至 Nexus 7。

檢視下載內容

請開啟 Play 商店，由右上方點選下載圖示，即可檢視您下載的應

用程式記錄清單，點選應用程式可檢視詳細資訊。

您也可以於個人電腦上登入 play.google.com，檢視您下載的應用程

式記錄。

即使原本是在其他手機或平板電腦上下載的應用程式，只要於 

Play 商店中登入相同的 Google 帳戶，系統即會自動列出您下載的應

用程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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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商店設定

請由右上角點選  以變更 Play 商店的相關設定、切換使用帳戶
或是取得相關說明。

Play 商店的設定選單可以讓您變更應用程式的更新通知設定、清

除搜尋記錄，並進行相關使用者設定等。例如，點選  > 設定 > 內

容篩選，可依心智成熟度過濾 Android 應用程式；點選  > 設定 > 
設定或變更 PIN，可防止他人變更使用者控制項目。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以獲得 Google Play 的相關

使用說明。

使用 Gmail
注意：下列操作說明適用於 Nexus 7 已開啟 TalkBack、輕觸探索功、輕觸探索功輕觸探索功

能及增強網頁協助工具的情況。及增強網頁協助工具的情況。增強網頁協助工具的情況。

閱讀郵件

• 請由桌面或所有應用程示選單點選 Gmail，以開始使用 Gmail。

若要聆聽會話群組的主旨，請往右或往下滑動，找出您要聆聽的會

話群組：

• 雙按開啟會話群組。若您已選擇允許增強網頁協助工具，只要輕

觸一下即可收聽會話群組內容。

• 若要返回收件匣繼續瀏覽，只要點選左上角的  即可回到收件
匣。

或是

 使用畫面底部的常駐功能圖示，點選返回按鈕，或由下而左滑動

畫面。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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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並傳送郵件

1. 請於會話群組清單畫面上方點選 。

2. 若要利用鍵盤填寫收件者、主旨和撰寫電子郵件欄位，請在鍵盤

上滑動手指，找到需要的按鍵後放開手指，以輸入文字。

3. 若要傳送郵件，請點選 傳送。

��收件匣

1. 請於會話群組清單畫面上方點選 。

2. 若要利用鍵盤編輯搜尋郵件欄位，請在鍵盤上滑動手指，找到需

要的按鍵後放開手指，以輸入文字。

3. 輸入查詢字詞時，建議的搜尋字詞會出現在搜尋欄位下方，找到

建議字詞後點選，即可立即搜尋該字詞。

4. 請由鍵盤點選搜尋鍵進行搜尋。

Gmail 設定

您可以在任何 Gmail 畫面上變更 Gmail 的多項設定。

• 請由畫面右上角點選  > 設定。

一般設定適用於所有的 Gmail 帳戶，其他設定則僅適用於特定帳

戶。

更多 Gmail 說明

當您在閱讀對話群組、撰寫郵件或進行任何操作時，若需要相關詳

細說明，請點選  > 說明。請注意，此處內容會說明 Gmail 的一般
使用方法，但不會說明 TalkBack 和輕觸探索等協助工具功能。

相關設定

若要修改 Gmail 郵件的字型大小，請由  > 設定 > 一般設定 > 郵
件文字大小 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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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hrome 瀏覽器
注意：下列操作說明適用於 Nexus 7 已開啟 TalkBack、輕觸探索功

能及增強網頁協助工具的情況。

• 請由桌面或應用程式選單中點選 Chrome，以執行  Chrome 瀏覽

器。

Chrome 會在開啟後顯示首頁，或您最近瀏覽的網頁。

目前網頁的網址會顯示在畫面上方的網址欄位（又稱網址列）中。

請參考以下方式編輯或輸入網址：

1. 請點選網址列以進行編輯。

2. 於虛擬鍵盤上滑動手指，找到某個按鍵後放開即可輸入文字。

3. 在您輸入的同時，畫面上會顯示相符的建議字詞清單。您可以選

擇繼續輸入，或點選建議字詞以開啟網頁。

4. 若要搜尋網址列的內容或開啟其中的特定網址，請由虛擬鍵盤點

選 執行。

請參考以下方式瀏覽網頁：

• 瀏覽上/下一頁：由左往右滑動即可瀏覽下一頁，由右往左滑動則

可瀏覽上一頁。

• 捲動：在螢幕上任意滑動兩指。

• 聆聽語音回應：點選畫面上任一處，即可聽取網頁內容。

• 變更朗讀層級：朗讀文字段落時由下往上滑動，即可轉換至下一

個朗讀層級，由上往下滑動則可返回上一個朗讀層級。

• 縮放：使用二隻手指以斜角移動的方式將手指拉近/拉遠，可以將

畫面縮小/放大。進行縮放時，系統會發出提高聲調或降低聲調的

語音警示。

若要自訂網頁縮放功能，請點選  > 設定 > 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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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無痕模式進行瀏覽。如要開啟無痕式分頁，請點選 

 > 新無痕式分頁。若要切換一般分頁和無痕式分頁，請由右上角

點選  以切換無痕式分頁和非無痕式分頁。

調整網頁文字大小（視力�佳使用者）

請依照以下方式調整網頁文字大小：

1. 請點選  > 設定 > 協助工具。

2. 請拖曳下方滑桿以調整字型大小。您可在 預覽 方塊中檢視文字

在網頁上的顯示效果。

強制啟用縮放功能

部分針對行動裝置設計的網站不支援縮放功能，因此您可選擇 強

制啟用縮放功能 以便在瀏覽這類網站時進行縮放。

更多 Chrome 說明

若您在瀏覽網頁、使用標籤或進行任何操作時，想要了解相關的詳

細說明，請造訪 Chrome 說明中心 support.google.com/chrome。請注

意，此處內容不會說明 TalkBack 和輕觸探索等協助工具功能。

使用鎖定螢幕

關於鎖定螢幕

Nexus 7 在下列情況時會鎖定螢幕：

• Nexus 7 進入休眠狀態（畫面會自動鎖定）。

• 系統會根據您的螢幕顯示設定，在超過指定的逾時時間後，自動

關閉螢幕畫面。

• 按一下電源按鈕，即可強制關閉畫面並鎖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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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螢幕鎖定

請依照以下方式解除螢幕鎖定：

1. 握住 Nexus 7 保持螢幕處於垂直模式，按一下機身右側的電源按

鈕開啟畫面。

2. 點選輕觸螢幕中央下方。

3. 於螢幕上由左向右滑動手指，當操作成功時，語音回應會告知您

平板電腦已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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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硬體介紹

包裝盒內容物

Warranty

Nexus 7

Micro USB 訊號線

USB 電源充電器

使用手冊 產品保固卡

電源插頭的款式將依區域而異。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nexus 以獲得更詳細的相關訊息與更新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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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

前置相機鏡頭

3.5mm 

耳機插孔
Micro USB 
連接埠

音效喇叭
麥克風

麥克風

NFC

4-pin 連接埠

電源按鈕/鎖
定按鈕

右視圖 左視圖背視圖

前視圖

底視圖

認識 Nexus 7

音量調整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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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充電器

如下圖所示，請將 Micro USB 訊號線分別連接 Nexus 7 與 USB 電

源充電器後，再將電源插頭連接至插座。

a

重要！請使用包裝盒內容物中的電源充電器為 Nexus 7 充

電，使用其他電源充電器可能造成 Nexus 7 故障。

• 電源插頭的款式將依區域而異。

•  請使用包裝盒內容物中的電源充電器為 Nexus 7 充電，使用其他

電源充電器可能造成 Nexus 7 故障。

•  在為 Nexus 7 充電前，請先撕去電源插頭、USB 電源充電器和 

Micro USB 訊號線上的膠膜，以免造成危險。

•  本產品適用的電源輸入電壓範圍為 AC 100V–240V，輸出電壓為 

DC 5V, 2A。

•  當 Nexus 7 透過 USB 連接埠連接至電腦，並且為休眠模式（螢幕

關閉）或是關機時，會為 Nexus 7 進行充電。Nexus 7 透過 USB 

連接埠連接至電腦充電時，充電速度會較緩慢。



NEXUS 7 使用手冊             附錄�0

  請勿將內含汞的電池當作一般垃圾丟棄。
這個打叉的垃圾桶標誌表示電池不應視為

一般垃圾丟棄。

  請勿將本產品當作一般垃圾丟棄。本產品

零組件設計為可回收利用。這個打叉的垃

圾桶標誌表示本產品（電器與電子設備）

不應視為一般垃圾丟棄，請依照您所在地

區有關廢棄電子產品的處理方式處理。



附錄 NEXUS 7 使用手冊 ��

螢幕 7” 1280x800 高畫質顯示螢幕（216 ppi）

背光 IPS 顯示螢幕 

防刮康寧玻璃

120畫素前置相機鏡頭 

尺寸 198.5 x 120 x 10.45mm

重量 340g

無線網路 WiFi 802.11 b/g/n

藍牙

記憶體 8 或 16 GB 內建儲存空間

1 GB 記憶體

USB Micro USB

電池 4325 mAh （8 小時待機時間）

作業系統 Android 4.1（Jelly Bean）

處理器 四核心 Tegra 3 處理器

特色功能 麥克風

NFC （Android Beam）

加速規

GPS

磁力計

陀螺儀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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