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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Transformer
TF201 GPS 擴展套件擴展套件

C7282

未使用時請移除 GPS 擴展套件以節省電池電力。

安裝 GPS 擴展套件
安裝 GPS 擴展套件可以增強 GPS 信號接收並優化用戶體驗。

安裝 GPS 擴展套件前，請將 Transformer 更新為最新版固件。
請訪問 http://support.asus.com，或是通過固件在線更新確認是
否有可更新的新版固件。

安裝 GPS 擴展套件前，請由 應用程序 > 設置 > 位置服務開啟 
Transformer 的 GPS 功能。

請依照以下步驟安裝 GPS 擴展套件：

1. 請將 GPS 擴展套件的卡扣推至左側。

2. 請將 GPS 擴展套件與 Transformer 的位置對齊。

3. 請稍加施力將 GPS 擴展套件與 Transformer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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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將卡扣推至右側，確認 GPS 擴展套件與 Transformer 已連接成功。

TF201 GPS 擴展套件產品規格
外觀尺寸 180mm（長）x 13.12mm（寬）x 22.77mm（高）

重量 37.8g

顏色 紫晶灰 / 香檳金

輸入電壓範圍 +6.4V ~ 8.4V; 55mA

操作環境溫度 0℃（32℉） ~ 35℃（95℉）

產品規格

車窗上的隔熱紙可能會降低、阻礙 Transformer 接收 GPS 信號。

•  基於安全考量，請勿在開車時使用 Transformer 與 GPS 功
能。

• 請勿自行拆解 GPS 擴展套件。

在產品使用上碰到問題時，請與您所在地區當地的服務中心聯
絡，以尋求協助。請訪問華碩服務中心的網站 http://support.
asus.com/contact 查詢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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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與安全說明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tatement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IC Regulations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Industry Canada licence-exempt RSS standard(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This Category II radiocommunication device complies with Industry Canada 
Standard RSS-310.

Ce dispositif de radiocommunication de catégorie II respecte la norme 
CNR-310 d’Industrie Canada.

ASUS Recycling/Takeback Services
ASUS recycling and takeback programs come from our commitment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We believe in providing 
solutions for you to be able to responsibly recycle our products, batteries, 
other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packaging materials. Please go to http://csr.
asus.com/english/Takeback.htm for detailed recycling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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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Mark Warning

The shipped version of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EC 
directives 2004/108/E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2006/95/EC “Low 
voltage directive”.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irective 199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mmission from 9 March, 1999 governing Radio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mutual recognition of 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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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C-REM-TLZ-GPS-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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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息產品污染控制標示：圖中之數字為產品之環保使用
期限。僅指電子信息產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不致
發生外洩或突變從而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對人身、財產造成嚴
重損害的期限。

有毒有害物質或元素的名稱及含量說明標示：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在該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 J/T 
11363-2006 標准規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該有毒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質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 11363-2006 標准規定的限量要求，然該部件仍符合歐盟命令 
2002/95/EC 的規范。

備註：此產品所標示之環保使用期限，係指在一般正常使用狀況下。

部件名稱

有害物質或元素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VI))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
醚(PBDE)

印刷電路板及
其電子組件

× ○ ○ ○ ○ ○

硬盤 × ○ ○ ○ ○ ○

光驅 × ○ ○ ○ ○ ○

液晶屏 × ○ × ○ ○ ○

外殼 × ○ ○ ○ ○ ○

鍵盤 × ○ ○ ○ ○ ○

電源適配器 × ○ ○ ○ ○ ○

外部信號連接
口及線材

× ○ ○ ○ ○ ○

中央處理器與
內容

× ○ ○ ○ ○ ○

觸摸板 × ○ ○ ○ ○ ○

喇叭 × ○ ○ ○ ○ ○

鼠標 × ○ ○ ○ ○ ○

電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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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用戶手冊是以“現狀”及“以目前明示的條件下”的狀態提供給您。在
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華碩就本用戶手冊，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及
保證，包括但不限于商業暢銷性、特定目的適用性、未侵害任何他人權利
及任何使用本用戶手冊或無法使用本用戶手冊的保證，且華碩對因使用本
用戶手冊而獲取的結果或通過本用戶手冊所獲得任何信息的準確性或可靠
性不提供擔保及保證。

用戶應自行承擔使用本用戶手冊的所有風險。用戶明確瞭解並同意華碩、
華碩的被授權人及董事、管理層、員工、代理商、關聯企業皆無須為您因
本用戶手冊、或因使用本用戶手冊、或因不可歸責于華碩的原因而無法使
用本用戶手冊或其任何部分而可能產生的衍生、附帶、直接、間接、特
別、懲罰或任何其它損失（包括但不限于利益損失、業務中斷、數據遺失
或其它金錢損失）負責，不論華碩是否被告知發生上述損失之可能性。

由于部分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上述損失的責任限
制，所以上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用戶知悉華碩有權隨時修改本用戶手冊。本產品規格或驅動程序一經改
變，本用戶手冊將會隨之更新。本用戶手冊更新的詳細說明請您訪問華碩
的客戶服務網 http://support.asus.com，或是直接與華碩電腦客戶關懷中
心 400-600-6655 聯繫（400 服務熱綫支持手機撥打。不能撥打 400 電
話的用戶，請撥打技術支持電話 020-28047506）。 

對于本用戶手冊中提及的第三方產品名稱或內容，其所有權及知識產權都
為各產品或內容所有人所有且受現行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及國際條約的保
護。

當下列兩種情况發生時，本產品將不再受到華碩的保修及服務：

（1） 本產品曾經過非華碩授權的維修、規格更改、零件替換或其它未經
過華碩授權的行為。

（2）本產品序號模糊不清或丟失。

版權說明
©ASUSTeK Compu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保
留所有權利

本用戶手冊包括但不限于其所包含的所有信息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未
經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許可，不得有任何仿造、
複製、摘抄、轉譯、發行等行為或為其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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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服務中心聯絡����

地區 聯絡電話 服務時間

亞洲

澳洲 1300-2787-88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紐西蘭 0800-278-788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日本

0800-123-2787（免
費）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週六 9:00-17:00

047-390-5630（付
費）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週六 9:00-17:00

韓國 +82-2-1566-6868 週一 - 週五 09:30-17:00

泰國
+66-2-401-1717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001-800-852-5201

新加坡

+65 6415 7917 週一 - 週五 11:00-19:00

+65-6720-3835（僅供
查詢維修進度）

週一 - 週五 11:00-19:00；
週六 11:00-13:00

馬來西亞 +60-3-6279-5077 週一 - 週五 10:00-19:00

菲律賓
免費：180018550163

週一 - 週五 09:00-18:00當地電話：+632 636 
8504

印度
1800-2090-365 週一 - 週五 09:00-18:00印度（WL/

NW）

印尼 +6221 612 2825 週一 - 週五 09:30-17:00

越南 1900 55 55 81
週一 - 週六 08:00-17:30 / 休
息時間：12:00-13:30

台灣 0800-093-456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中國 400-600-6655 週一 - 週日 24 小時

香港 852-35824770 週一 - 週六 10:00-19:00

中亞及非洲

沙烏地阿拉伯 800-121-2787 週六 - 週三 09:00-18:00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971-4-2958941  週日 - 週四 09:00-18:00

土耳其 +90-216-524-3000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南非  0861 278772 週一 - 週五 08:00-17:00

以色列
+972-3-9142800 週日 - 週四 08:00-17:00

+972-3-5598555 週日 - 週四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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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聯絡電話 服務時間

巴爾幹半島

羅馬尼亞
0800800316 
+40-21-330 1786

週一 - 週五 09:30-18:00

波斯尼亞黑塞哥
維納

00387-33773163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保加利亞 00359-70014411 週一 - 週五 09:30-18:30

克羅埃西亞 00385-16401111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愛沙尼亞 00372-6671796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拉脫維亞 +371 674 08838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立陶宛-考納斯 00370-37329000
週一 - 週五 09:00-18:00（週
六僅 10:00-15:00）

立陶宛-維爾紐
斯

00370-522101160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蒙特內哥羅 00382-20608251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塞爾維亞 00381-112070677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斯洛維尼亞 
00368-59045400 
00368-59045401

週一 - 週五 08:00-16:00

歐洲

塞普勒斯 800 95363
週一 - 週五 09:00-13:00 ; 
14:00-18:00

法國 0033-170949400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德國

0049-1805010920
（室內電話 0,14 €/分 
，手機最高 0,42 €/
分）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0049-1805010923 
（支持零組件相關問
題）
（室內電話 0,14 
€/分，手機最高 0,42 
€/分）

週一 - 週五 10:00-17:00

0049-2102959911
（傳真）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匈牙利 0036-15054561 週一 - 週五 09:00-17:30

義大利 0039-199 400 089
週一 - 週五 09:00-13:00 ; 
14:00-18:00

希臘 00800 44142044
週一 - 週五 09:00-13:00 ; 
14:00-18:00

奧地利 0043-820240513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荷蘭 / 盧森堡 0031-591-570290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比利時 0032-78150231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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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聯絡電話 服務時間

歐洲

挪威 0047-2316-2682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瑞典 0046-858769407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芬蘭 00358-969379690 週一 - 週五 10:00-18:00

丹麥 0045-38322943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波蘭 0048-225718040 週一 - 週五 08:30-17:30

西班牙 0034-902889688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葡萄牙 00351-707500310 週一 - 週五 09:00-18:30

斯洛伐克 00421-232162621 週一 - 週五 08:00-17:00

捷克 00420-596766888 週一 - 週五 08:00-17:00

瑞士-德語 0041-848111010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瑞士-法語 0041-848111014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瑞士-義大利語 0041-848111012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英國 0044-8701208340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愛爾蘭 0035-31890719918 週一 - 週五 09:00-17:00

俄羅斯 008-800-100-ASUS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國定假日除外）

烏克蘭 0038-044-5457727
週一 - 週五 09:00-18:00 
（國定假日除外）

美洲

美國 1-888-678-3688（英
語）
1-888-616-2787（法
語）

週一 - 週日 24 小時
（英語）/ 週一 - 週五 
6:00-15:00（法語）加拿大

墨西哥 01-800-836-7847
週一 - 週五 08:00-20:00 
/ 週六 0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