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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盒內容物

注意！ 

• PadFone 2 和 PadFone 2 Station 為分開銷售，請個別購買。

• 若是任何一項配件有損壞或短缺，請盡速與您的經銷商連絡。

項目 PadFone 2 PadFone 2 Station 2-in-1 set

PadFone 2 • •

PadFone 2 Station • •

電源充電器 • •

PadFone 2 訊號線 • •

耳機 • •

快速使用指南 • • •

重要安全事項 • •

保固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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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PadFone 2 首次開機時，您會看到 Android 4.0 的歡迎畫面。

請選擇使用語言後，點選 下一步，接著請依照畫面指示完成初始設定。

1

重要！

• 在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詳細閱讀 重要安全事項 的安全注意事項及操作指示，並遵守這些規
則，以避免發生危險或造成裝置損壞。 

• 請參考 PadFone 2 快速使用指南 以安裝 micro SIM 卡，並為裝置充電。

注意！

• 有些設定步驟您可以先略過，稍後再做設定。

• 按下電源按鈕 10 秒可將 PadFone 2 重新開機。

PadFone 2 搭載最新版的 Android 4.0（Ice Cream Sandwich）作業系統，透過 PadFone 2 豐富的應
用程式及特色功能滿足您工作與娛樂需求，並可利用 Android 4.0 的強大功能享受即時的通訊與資
料傳輸。

基本功能

開始使用 PadF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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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功能敘述

回到上一個畫面

回到桌面

顯示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由列表中點選應用程式畫面可執行該
應用程式，長按並左右滑動可將該應用程式由列表中移除

操作 PadFone �
完成 PadFone 2 的初始設定後，系統即會自動載入桌面。

桌面下方有三個功能圖示，分別為 、  和 。 

當使用 PadFone 2 時，此三個功能圖示將長駐於桌面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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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電話

請依照以下步驟撥打電話：

1. 請由桌面或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後點選點選 。

2. 請使用數字鍵盤輸入電話號碼。

3. 請點選  撥打電話。

4. 請點選  結束通話。

設定聯絡人名單

您可以透過以下幾個方式設定聯絡人名單：

• 請由桌面點選  並選擇 建立新聯絡人，接著請依照畫面指示新增聯絡人。

• 請依照以下步驟將 SIM 卡聯絡人匯入至 PadFone 2：

1.  將 micro SIM 卡安裝至 PadFone 2。

2.  請由桌面點選 。

3.  請選擇 匯入/匯出聯絡人。

4. 請選擇 從 SIM 卡匯入，並選擇要匯入的聯絡人。

5.  要匯入各別聯絡人時，請逐一點選要匯入的聯絡人後點選 確定。 

     要匯入所有聯絡人時，請由右上角點選  後點選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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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設定與網路應用

建立行動網路連線
安裝 micro SIM 卡後，您即可以使用 PadFone 2 接聽/撥打電話、發送/接收資料訊息。行動網路的
功能依國家或區域而異，使用行動網路連線前請先進行 PadFone 2 的設定。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行動網路：

1.  請使用以下任一方式開啟設定選單。

•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

• 於桌面由上而下拖曳，開啟通知面板後點選 。

2.  請由 無線與網路 點選 更多內容。

3.  請點選 行動網路。

重要！

• 若您的 PadFone 2 無法建立網路連線時，請向您的電信業者尋求協助。

• 請參考 PadFone 2 快速使用指南 以安裝 micro SIM 卡。

注意！

• 關於通知面板的說明，請參考本使用手冊第 4 章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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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無線網路連線
無線網路連線方便您以無線的方式輕鬆連接網路、進行資料傳輸。要使用無線網路功能前，請先開
啟裝置的無線網路設定並連線至無線網路基地台。有些無線網路基地台可能需要輸入密碼才能進行
連線，開放性的無線網路基地台則不需輸入密碼即可進行連線。

重要！

當 PadFone 2 搜尋到先前曾經建立連線過的無線網路時，便會自動進行連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建立無線網路連線：

1.  請使用以下任一方式開啟設定選單。

•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

• 於桌面由上而下拖曳，開啟通知面板後點選 。

2.  請將 Wi-Fi 選項點選為 開啟，PadFone 2 將會自動掃描可使用的無線網路。  

3. 點選 Wi-Fi 以檢視搜尋到的清單。

4. 請由搜尋到網路清單中選擇想要連線的網路，點選 連線 來建立連線。若您選擇啟用安全性的
無線網路項目，則需要輸入密碼。 

秘訣！

當您未使用時請關閉無線網路功能以節省電池電力。

注意！

• 關於通知面板的說明，請參考本使用手冊第 4 章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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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藍牙功能

開啟/關閉藍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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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透過藍牙
技術首次連接其他裝置時，您必需先為裝置進行配對。

秘訣！

當您未使用裝置的藍牙功能時請關閉藍牙功能以節省電池電力。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關閉 PadFone 2 的藍牙功能：

•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將藍牙選項點選為 開啟 或 關閉。

• 於桌面由上而下拖曳，開啟通知面板後點選  以開啟/關閉藍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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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adFone � 與其他藍牙裝置配對

當 PadFone 2 透過藍牙技術首次連接其他裝置時，您必需先為裝置進行配對。在 PadFone 2 與其他
裝置建立連線後，就會保持配對狀態直到中斷連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將 PadFone 2 與其他裝置配對：

1.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將藍牙選項點選為 開啟。

2.  請點選 藍牙 以檢視可連線的藍牙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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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是您的藍牙裝置尚未準備妥當而 PadFone 2 已完成掃描時，請點選 搜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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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需要時請 
參考該裝置的使用手冊或說明文件。

將 PadFone � 與其他藍牙裝置連線

當 PadFone 2 已與其他藍牙裝置配對成功後，您可以隨時與該裝置進行連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將 PadFone 2 與其他裝置連線：

1.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將藍牙選項點選為 開啟。

2. 請由 配對裝置 清單中選擇要連線的藍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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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裝置

請依照以下步驟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裝置：

1.  請由桌面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後點選 ，將藍牙選項點選為 開啟。

2. 請點選 藍牙 以顯示藍牙設定選單。

3. 於想要解除配對或設定藍牙裝置旁，請點選  圖示。

4. 由設定選單中您可以進行以下設定：

• 點選 解除配對 以解除配對裝置。

• 點選 重新命名 以重新命名藍牙裝置。

5. 設定完成後請點選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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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adFone 2 與 PadFone 2 Station 連接，以延長待機時間並使用平板裝置。

重要！

• 在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詳細閱讀 重要安全事項 的安全注意事項及操作指示，並遵守這些規
則，以避免發生危險或造成裝置損壞。 

• 請參考 PadFone 2 Station 快速使用指南 以將 PadFone 2 連接 PadFone 2 Station。

基本功能

將裝置解除鎖定
請由內向外拖曳畫面上的圓圈至解鎖圖示，以將桌面解除鎖定。

2

注意！

• 本章節的畫面僅供參考，請以您購買的機台畫面為準。

• 桌面可能因 Android OS 的更新而異。

• PadFone 2 進行韌體更新時，請勿插拔 PadFone 2 Station。

• PadFone 2 開機過程中請勿插拔 PadFone 2 Station。

• PadFone 2 Station 進行韌體更新時，請勿拔出 PadFone 2。

使用 PadFone 2 Station

快速相機模式
請由內向外拖曳畫面上的圓圈至相機圖示，以啟動快速相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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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件
當您首次將 PadFone 2 與 PadFone 2 Station 連接並開啟電源時，說明文件的應用程式將會自動開
啟。說明文件將提供您 PadFone 2 及 PadFone 2 Station 的使用說明。

您可以由應用程式選單中點選  以再次檢視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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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捷徑

桌面

回到上一個畫面
回到桌面
顯示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開啟 Google 文字搜尋
開啟 Google 語音搜尋

工作列 & 設定

顯示����������

顯示收件匣狀態，您可以直
接點選此處閱讀新郵件。第
一次使用�請點選此處設定

帳戶

顯示所在地的氣象資訊。您
可以點選此處進行詳細設
定，如位置、更新頻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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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檢視
桌面的畫面可配合您的使用需求自動旋轉為橫式或直式畫面。請由 應用程式 > 設定 > 顯示 開啟 / 
關閉螢幕自動旋轉的功能。

橫式畫面 直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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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與文字輸入

使用觸控式螢幕
請使用一隻或兩隻手指移動圖示、選擇項目、點選項目、執行應用程式、使用虛擬鍵盤打字。

觸控式螢幕的單按功能可以選擇物件或是開啟應用程式。

當您使用文書處理軟體編輯文件，或是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時，虛擬鍵盤即會自動出現，方便您輸
入文字。當您改變游標位置時即可改變文字輸入位置。

手勢 功能敘述

放大/縮小
在圖片庫、地圖與位置或瀏覽器等應用程式中使用二隻手指以斜
角移動的方式，將手指拉近或拉遠，可以將畫面放大或縮小

拖曳
請點選項目並長按，然後以同一隻手指頭在不離開觸控式螢幕的
狀態下滑動拖曳該項目

長按 點選項目並長按可開啟相關功能

滑動
使用一隻手指可滑動不同桌面、圖片庫中的圖片、MyLibrary 及 
SuperNote 中的頁面等

雙按 快速點選螢幕兩下可使畫面放大或縮小

觸控式螢幕操作方式：



�9

使用虛擬鍵盤
您可以使用虛擬鍵盤進行文字編輯。 

在大部分的應用程式中，需要輸入文字時虛擬鍵盤將會自動跳出，或是您也可以將游標移至需要輸
入文字的位置以啟開虛擬鍵盤。

點選以選擇輸入法

點選以隱藏虛擬鍵盤

點選以切換數字與標點符號鍵盤

點選以開啟字母大寫 點選以清除前一個字元

當使用虛擬鍵盤輸入文字時，鍵盤上方會自動出現建議字詞，您可以直接點選需要的文字，點選右
側的箭號或是滑動文字列表可顯示更多建議字詞。



�0

使用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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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 Google 語音輸入：

1.  請點選想要輸入文字的欄位。

2.  依據使用的應用程式，您可以進行以下動作：

• 請點選文字欄位旁的麥克風圖示 。

• 於虛擬鍵盤上長按 ，當出現 選擇輸入法 視窗時請點選 Google 語音輸入。

3.  當畫面上出現麥克風視窗時，請說出您想要輸入的文字。當您停止說話時，Google 語音輸入
功能即會將您所說的話轉換為文字。

秘訣！

• 請說出「逗號」、「句號」、「問號」或「驚嘆號」以輸入標點符號。

• 點選虛擬鍵盤的  可刪除有底線的句子。



��

4使用應用程式與小工具

於 PadFone � 上使用應用程式

執行應用程式

請點選  檢視應用程式選單，應用程式選單將會顯示裝置安裝的所有應用程式，同時您可以進

行以下設定：

• 點選以執行選擇的應用程式

• 以手指左右滑動頁面檢視應用程式列表

• 長按應用程式將該程式的捷徑拖曳至桌面

• 檢視 PadFone 2 Station 的應用程式

• 使用小工具

• 由 Play 商�下載應用程式商�下載應用程式下載應用程式

訊息功能

請點選  編輯並發送文字訊息。

注意！ 

• PadFone 2 與 PadFone 2 Station 為分開銷售，請個別購買。

• 有些應用程式可能僅支援於 PadFone 2 上執行，而無法於 PadFone 2 Station 上使用，反之亦
然。

您可以於 PadFone 2 與 PadFone 2 Station 上執行同一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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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網頁

請點選  開啟瀏覽器以瀏覽網頁。

通知面板
任何應用程式更新、新進電子郵件及裝置狀況時，通知面板將會出現圖示提醒您，您可以由通知面
板開啟詳細設定選單。

注意！

• 請由 應用程式 > 設定 > ASUS 個人化設定 > 使用 ASUS 快速設定 開啟 / 關閉 ASUS 快速設定
面板。

• 依據裝置音量設定的不同，當有新通知時您可能會聽見提醒音效。

請由螢幕上方，使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以檢視通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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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滑動以檢視選項

點選以切換戶外
模式和正常模式

ASUS 快速設定面板
設定選單

自動調整亮度

點選以檢視通知，
或是左右滑動以關
閉通知

圖示 功能敘述

開啟/關閉無線網路

ASUS 快速設定面板選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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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功能敘述

開啟/關閉行動網路

開啟/關閉智慧省電模式智慧省電模式省電模式

開啟/關閉即時辭典

開啟/關閉 Wi-Fi 熱點

開啟/關閉藍牙功能

開啟/關閉 GPS

開啟/關閉靜音模式

開啟/關閉自動旋轉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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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PadFone 2 或網頁中搜尋
於桌面左上角的 Google 文字搜尋欄位中輸入關鍵字，即可搜尋 PadFone 2 與網頁，您可以透過以
下兩種方式執行：

• 請點選  開啟搜尋欄位並輸入關鍵字，Google 將會自動列出相關連的字詞，您可以

直接由列表中點選，或是點選右側的箭號新增為關鍵字。

• 請點選  使用 Google 語音搜尋，畫面上將出現 請說話 的視窗，請清楚地說出您要搜尋的

關鍵字。

使用相機
透過 相機 功能，您可以輕鬆利用 PadFone 2 拍攝照片或錄製影片。

相機功能支援使用 120 萬畫素的前置相機鏡頭與 1300 百萬畫素的後側相機鏡頭。

前置與後側相機鏡頭均提供拍照與錄影功能，後側相機鏡頭還可以讓您拍攝全景照片。 

相片或是影音檔案會自動儲存至 圖片庫。

請由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相機 以使用照相或錄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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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Calendar
Watch Calendar 可以讓您編輯、新增或刪除個人活動與記事，並可與 Gmail 帳戶同步。

請依照以下步驟執行 Watch Calendar：

1. 請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點選，點選點選 Watch Calendar。

2. 請點選  以新增活動。

3. 請輸入活動名稱、日期與時間、位置及詳細資訊，點選 + 可由圖片庫新增圖片。

4. 輸入完成後請點選 完成。

5. 點選  可編輯活動；點選  可刪除活動。

新增活動

編輯活動

刪除活動

活動資訊

檢視活動



�7

SuperNote
SuperNote 為華碩獨家應用程式，方便您使用 PadFone 2 書寫。您可以利用 SuperNote 書寫筆記、
發送文字訊息、素描、繪製附帶影音檔案的電子賀卡或是日記等。

請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SuperNote。

所有筆記本、書
籤、��戳記等

所有筆記本

新增筆記本

設定

搜尋
執行 ASUS 
Web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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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uperNote

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筆記：

1. 請點選 。

2. 請輸入檔案名稱並選擇樣式，接著新頁面即會開啟。，接著新頁面即會開啟。。

SuperNote 的功能請見以下說明。

回到 SuperNote �頁 SuperNote �頁�頁

插入頁面 刪除頁面

設定

空白鍵
倒退刪除

返回

下一頁

上一頁

頁碼

插入、選擇、
貼上、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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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PadFone � Station 上使用應用程式

管理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捷徑

您可以將常用的應用程式捷徑設定於桌面上，以方便快速開啟。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應用程式捷徑：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長按欲設定捷徑於桌面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捷徑即會顯示於桌面上，請拖曳應用程式捷徑至
欲擺放的位置。

應用程式資訊

當設定應用程式捷徑時，畫面上方會出現  應用程式資訊，將應用程式拖曳至該圖示可檢視應

用程式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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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應用程式捷徑

您可以將桌面上應用程式的捷徑移除，該應用程式仍可於應用程式選單中開啟。

請依照以下步驟移除應用程式捷徑：

1. 請長按欲移除捷徑的應用程式圖示，畫面上方會出現 X 移除。

2. 請將應用程式拖曳至該  X 移除 即可移除應用程式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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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資料夾

您可以透過建立資料夾管理桌面上的應用程式捷徑。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應用程式資料夾：

1. 請由桌面上長按應用程式捷徑，並拖曳至其他應用程式捷徑。

2. 兩個應用程式捷徑相疊後將合為一個未命名的新資料夾，點選資料夾後可重新命名資料夾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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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顯示於畫面左方，您可以檢視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清單或詳細資訊。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1. 請由畫面左下方點選 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2. 請上下滑動以檢視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左右滑動可將應用程式由清單中移除。

3. 長按應用程式可由清單中關閉應用程式或檢視資訊，也可透過左右滑動關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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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Task Manager
ASUS Task Manager 將顯示 PadFone 2 Station 正在執行中的應用程式，並顯示該應用程式使用系統
資源的百分比。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 ASUS Task Manager：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小工具。

3. 請選擇 ASUS Task Manager，ASUS Task Manager 的視窗即會出現於桌面上。

4. 於桌面上長按 ASUS Task Manager 的視窗可調整視窗的上下長度。

5. 點選應用程式名稱右側的  可關閉該應用程式，或是點選 全部關閉 關閉所有執行中的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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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員
檔案管理員可以幫助您快速且方便地管理裝置內建儲存空間內的檔案資料。

請依照以下步驟檢視內建儲存空間的檔案資料：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檔案管理員 並進入 My Storage。

3. 左側面板將顯示內建儲存空間（/sdcard/）的資料夾，請點選欲檢視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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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圖示即可返回至 My Storage。

請依照以下步驟複製、剪下或刪除儲存裝置的檔案資料：

請勾選檔案資料後，由右上角的工具列選擇複製、剪下或刪除，或是您也可以長按並拖曳欲移動的
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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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商店
透過 Google 帳戶您可以在 Play 商� 下載各式各樣的應用程式。當您第一次使用時請先設定您的
帳戶，設定完成後您就可以隨時使用 Play 商�。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 Google 帳戶：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由應用程式中點選 Play 商店。

3. 您必需新增帳戶至裝置，若您已經有 Google 帳戶，請點選 現有帳戶，或是點選 新增帳戶 建
立一個新帳戶。

4. 請輸入 電子郵件 和 密碼 後點選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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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入後您就可以由 Play 商�下載並安裝您喜歡的應用程式。

注意！

• 應用程式經解除安裝後無法復原，不過您可以透過購買時的帳戶再次下載。

• 有些 Play 商�裡的應用程式需要付費下載，您可以透過信用卡付款。

重要！

使用 ICS 作業系統的設備請下載最新版的 Adobe Flash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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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在設定選單中您可以進行 PadFone 2 Station 的相關設定，包括 無線與網路、裝置、個人 與 系統。
請由設定選單的左側點選欲設定的項目進行進階設定。

您可以透過以下兩個方式開啟設定選單：

由應用程式選單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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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SUS 快速設定

請點選右下角的工作列，快速設定面板將會跳出。

顯示��與��

設定選單
手機 / �板電�電��� / �板電�電���

網路連接狀況

自動調整亮度

快速設定面板，請點選
各個圖示以開啟 / 關閉
功能

開啟 / 關閉
戶外模式

手動進行亮度調整

智慧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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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快速設定面板

點選各圖示可開啟 / 關閉該功能。

通知面板

通知面板會出現於 ASUS 快速設定面板的下方，提醒您應用程式更新、新進電子郵件及裝置狀況。

重要！

• 長按並左右滑動可將更新或提醒由清單中移除。

•  請由 應用程式 > 設定 > ASUS 個人化設定 > 使用 ASUS 快速設定 開啟 / 關閉 ASUS 快速設定
面板。

GPS

當功能開啟�圖
示及底線亮起

智慧省電 Wi-Fi �點�點

藍牙

自動旋轉螢幕Wi-Fi

行動網路 震動模式即�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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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音樂
請由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Play 音樂 以播放您喜歡的音訊檔案。PadFone 2 Station 將自動顯示儲存於
內建儲存空間和外接儲存裝置中的音樂檔案清單。

您可以選擇隨機播放音樂檔案，或是直接由音樂專輯中選擇欲播放的音訊檔案。

建議您可以使用左上方的分類選項，以便快速找到欲播放的音訊檔案。

注意！

PadFone 2 Station 支援以下音訊及影音格式：

解碼

音訊格式： AAC LC/LTP、AMR-NB、AMR-WB、PCM Playback

影音格式：H.263、H.264 AVC、MPEG-4

編碼

音訊格式： AAC LC/LTP、HE-AACv1(AAC+)、HE-AACv2(enhanced AAC+)、AMR-NB、AMR-WB、
FLAC、MIDI、MP3、PCM/WAVE、PCM Playback、Vorbis 

影音格式： H.263、H.264 AVC(Baseline Profil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L4.1)、MPEG-4 SP、
MPEG-4 ASP、VP8

將音訊檔案依 最近添加
/聆聽的音樂、專輯、演
出者、樂曲、播放清單 
或 類型 分類 搜尋音樂

音樂播放裝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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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庫
請由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圖片庫 以檢視圖片或影音檔案。PadFone 2 Station 將自動顯示儲存於 
PadFone 2 中的圖片與影音檔案清單。

您可以直接點選欲檢視的圖片或影音檔案，或是以幻燈片的方式播放所有的檔案。

建議您可以使用左上方的分類選項，以便快速找到欲檢視的圖片或影音檔案。

目前開啟的相簿名稱
以幻燈片模式檢視

選取相簿 或開啟 可在離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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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刪除與編輯相簿

請由圖片庫中選擇相簿並長按，右上方即會出現工具列，您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分享相簿、或是刪除
相簿。

透過 藍牙、Pi c a s a、簡訊、
WebStorage、Google+ 或 Gmail 
分享選定的相簿

刪除選定的相簿或取消選取

相簿詳細資料

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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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刪除與編輯圖片

請由圖片庫中點選圖片後，再使用右上方的工具列進行分享、刪除或編輯圖片。

警告！

請注意，一經刪除的檔案無法復原。

工具列

透過 藍牙、Picasa、
簡訊、WebStorage、
Google+ 或 Gmail 分
享選定的圖片

刪除選定的圖片
或取消選取

檢視選定圖片的詳
細資訊並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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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庫小工具

相片庫小工具 可以讓您由桌面上快速地開啟喜愛的相片或相簿。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相片庫小工具：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小工具。

3. 請長按 相片庫，相片庫小工具即會設定至桌面，並出現 選擇圖片 視窗。

4. 請選擇欲放置於桌面上的相簿或圖片。



46

相機
請由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相機 以使用照相或錄影功能。您可以透過前置和後側相機鏡頭來使用照相
或錄影功能。

相片或是影音檔案會自動儲存至 圖片庫。

鏡頭拉遠

鏡頭拉近

拍照

切換模式

切換相機

閃光燈

相機模式

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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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

錄影模式

全景模式

錄影模式

全景圖

白�衡

進階設定

效果

拍照

影像截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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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 功能方便您同時管理數個電子郵件帳號、輕鬆地閱讀郵件。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電子郵件帳號：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電子郵件。

3. 請輸入 電子郵件地址 和 密碼 後請點選 下一步。

4. PadFone 2 Station 將自動進行相關的伺服器設
定。

5. 請設定 帳戶選項 後點選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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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輸入欲使用的名稱做為此帳號傳送外部訊息時
的顯示名稱，輸入完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 進入收件
匣。

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電子郵件帳號：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請

點選 電子郵件，並登入您先前已設定完成的帳
號。

2. 請由右上方點選 設定。

3. 螢幕上將顯示關於此帳號的所有設定，請由右上
方點選 新增帳戶 以新增電子郵件帳號。

注意！

您可以將所有的電子郵件帳號均設定於 電子郵件 功能中以方便管理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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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
Gmail（Google mail）功能方便您快速地登入 Gmail 帳號收發電子郵件。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 Gmail 帳號：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請

點選 Gmail，輸入 電子郵件 和 密碼 後請點選 登
入。

注意！

若您沒有 Gmail 帳號，請點選 新增帳戶 註冊新帳號。

2. PadFone 2 Station 將自動與 Google 伺服器連線進
行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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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使用 Google 帳號備份或回復您的設定與資
料。請點選 完成 進入 Gmail 收件匣。

重要！

其他 Gmail 以外的電子郵件帳號，請使用 電子郵件 功能管理。



5�

MyLibrary 
在 MyLibrary 中您可以檢視您的電子書，並且依不同的分類建立書櫃。由不同出版商所購買的電子
書都可以在 MyLibrary 中檢視。

重要！

• MyLibrary 支援 ePub、PDF 和 TXT 檔案格式的電子書。

•  有些電子書的預覽功能需要先從 Play 商�下載並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才能�利閱讀。因此商�下載並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才能�利閱讀。因此下載並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才能�利閱讀。因此
建議您使用 MyLibrary 前先下載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所有書櫃
搜尋
依標題分類、依作者
分類、依��分類 
或 My Array

登入 asus@vibe

選定書櫃中的電
子書

上次閱讀的電子書

選擇模式

最近閱讀清單與
其他設定

注意！

您可以登入 @Vibe 下載其他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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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電子書

1. 請由書櫃中選擇欲閱讀的電子書。

2. 請點選螢幕以顯示上方的工具列。

章節目錄
語音朗讀本頁

於此頁新增書籤書籤搜尋關鍵字

縮小/放大

頁面導覽

3. 請如同閱讀實體書籍般翻閱電子書。

注意！

• 使用語音朗讀功能前請先至 Play 商�下載相關套件。商�下載相關套件。下載相關套件。

• 請由右上方檢視書籤清單，點選可直接檢視該頁面。

註釋

書籤清單及清單及
白天/夜晚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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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書上新增筆記

1. 請長按欲選取的單字或句子，畫面上將出現字詞解釋與工具列。

2. 針對選取的字詞您可以註記、筆記、語音朗讀或複製。

3. 您可以移動標記增加或減少選取範圍。



55

位置與地圖

Google 地方資訊

Google 地方資訊提供您所在位置附近的商家資訊，例如餐廳、咖啡廳、加油站等。

Google 地圖

Google 地圖可以幫助您獲得目前的所在位置資訊，您可以使用右上方的工具列規劃路線或是建立
自己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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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s® Office
Polaris® Office 軟體支援文件、表單和簡報。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始使用 Polaris® Office：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Polaris® Office。

3. 您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 點選 瀏覽器 以檢視內建儲存空間中的檔案與資料夾。

• 點選 雲端服務 以新增雲端空間的帳戶。 

• 點選 檔案類型 以依檔案類型檢視檔案。

• 點選 我的最愛 以檢視我的最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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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文件

請由右上方點選右上方點選點選 ，接著請依您的需求選擇：

• 點選 Word 文檔 �.doc�文檔 �.doc� �.doc� 或 Word 文檔 �.doc��文檔 �.doc�� �.doc�� 以新增文件檔案。

• 點選 工作表� �.�ls� �.�ls� 或 工作表� �.�ls�� �.�ls�� 以新增工作表檔案。

• 點選 投影片 �.ppt� �.ppt� 或 投影片 �.ppt�� �.ppt�� 以新增投影片檔案。

• 點選 文字 以新增文字檔。

新增帳戶

您可以在 Polaris® Office 開啟 Bo�、Dropbo� 和 Google Docs 的文件檔案並進行編輯。

1. 請點選 雲端服務。

2. 請選擇欲開啟的檔案來源。

3. 請輸入電子郵件帳號與密碼後點選 確定 以新增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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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Net
MyNet 可以讓你在其他電腦、DLNA 電視或喇叭上播放儲存於 PadFone 2 Station 內的音樂、影片和
圖片，同樣地您也可以將這些其他裝置中的檔案在 PadFone 2 Station 上播放。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 MyNet：

1. 請先確認 PadFone 2 Station 與另一部電腦連線至相同的無線網路 AP。

2. 請開啟另一部電腦中的 Media Player，並點選 允許遠端控制我的播放程式 和 自動允許裝置播
放我的媒體。（請由串流處理選單中進行設定）

重要！

• MyNet 僅適用於 Microsoft Media Player 11 或更新的版本。

• 透過  3G 連線時 MyNet 將無法�利運作。

•  所有裝置包括電腦、DLNA 電視或喇叭，必需透過相同的無線網路 AP 連接至 MyNet，否則無法
使用 MyNet 功能。

注意！

• DLNA（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為網路傳輸規範，符合 DLNA 規範的網路裝置可彼此
進行連結與資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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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進行以下設定：

• 選擇檔案後請點選 播放至 開始播放。

3. 請由左側伺服器清單中選擇檔案來源裝置。

檔案來源裝置

內容

搜尋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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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選擇的檔案上長按，可將該檔案下載或上傳至已連接的裝置。

• 您可以由 播放清單 選擇播放檔案。播放清單提供已連接裝置檔案共享空間。欲新增清單時請
點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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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讓其他已連接裝置讀取 PadFone 2 Station 的檔案時，請由右上角的設定選單點選 數位多
媒體伺服器，並可透過進階設定選擇欲分享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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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Locker
App Locker 可以讓您設定密碼以保護所有應用程式，設定密碼後您也可以隨時更換密碼。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 App Locker：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

選單，點選，點選點選 App Locker。

2. 請設定密碼以開始使用 App Locker。

注意！

• 已鎖定的應用程式將會出現鎖定圖示，請參考右圖。

• 當您要開啟已鎖定的應用程式時，系統將會要求您輸入密碼。

3. 請點選欲鎖定的應用程式。

4. 請由右上方點選 啟動 AppL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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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Note
SuperNote 為華碩獨家應用程式，方便您使用 PadFone 2 Station 書寫或是繪圖。您可以利用 
SuperNote 書寫筆記、發送文字訊息、素描、繪製附帶影音檔案的電子賀卡或是日記等。

所有筆記本

依頁面或最後修改��������

分類/匯入/隱藏
筆記本、帳戶
同步設定

所有筆記本、書
籤、��戳記等

新增筆記本

設定

搜尋

執行 ASUS 
Web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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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匯出
設定

空白鍵
倒退刪除

返回 上一頁
頁碼
下一頁

回到 
SuperNote 

�頁

書籤
唯讀

使用 SuperNote

請依照以下步驟新增筆記：

1. 請點選 。

2. 請輸入檔案名稱並選擇樣式，接著新頁面即會開啟。，接著新頁面即會開啟。。

SuperNote 的功能請見以下說明。

插入頁面
刪除頁面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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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輸入活動名稱、日期與時間、位置及詳細資
訊，點選 + 可由圖片庫新增圖片。

4. 輸入完成後請點選 完成。

 點選 編輯 可編輯活動；點選 刪除 可刪除活動。

Watch Calendar  
Watch Calendar 可以讓您編輯、新增或刪除個人活動與記事，並可與 Gmail 帳戶同步。

請依照以下步驟執行 Watch Calendar：執行 Watch Calendar：行 Watch Calendar：

1. 請點選桌面右上角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點

選 Watch Calendar。

2. 請點選 新活動 以新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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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新增某些小工具前，您可能會需要進行其他設定（例如註冊服務、啟動功能）。  

• 新增小工具時桌面需有足夠的擺放空間。

請依照以下步驟移除小工具：

•  請長按欲移除的小工具直到頁面上方出現 X 移除，並將小工具拖曳至 X 移除 即可由頁面上
移除。

使用 PadFone � 小工具

新增小工具
PadFone 2 提供多種便利且有趣的小工具，方便您在桌面上可以清楚地檢視資訊與服務。請由應用
程式選單中檢視小工具列表，並將小工具新增至您的桌面。

請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並點選 小工具。 

在小工具列表中，您可以：

• 將小工具拖曳至桌面

• 左右滑動畫面以檢視所有的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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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Manager
Task Manager 將顯示 PadFone 2 正在執行中的應用程式，並顯示該應用程式使用系統資源的百分
比。

請向右滑動桌面以檢視 Task Manager。

點選以關閉應用程式

點選以關閉所有執
行中的應用程式

顯示快取記憶體狀態

其他設定：

• 請長按 Task Manager 的視窗周圍即會出現框線，請點選並拖曳框線來調整 Task Manager 的視
窗大小。

• 請長按 Task Manager 的視窗直到頁面上方出現 X 移除，並將 Task Manager 拖曳至 X 移除 即
可由頁面上移除。

顯示正在執行中
的應用程式數量

鎖定/解除鎖定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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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adFone � Station 小工具

新增小工具
PadFone 2 提供多種便利且有趣的小工具，方便您在桌面上可以清楚地檢視資訊與服務。請由應用
程式選單中檢視小工具列表，並將小工具新增至您的桌面。

請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並點選 小工具。 

在小工具列表中，您可以：

• 將小工具拖曳至桌面

• 左右滑動畫面以檢視所有的小工具

重要！

• 新增某些小工具前，您可能會需要進行其他設定（例如註冊服務、啟動功能）。  

• 新增小工具時桌面需有足夠的擺放空間。

請依照以下步驟移除小工具：

•  請長按欲移除的小工具直到頁面上方出現 X 移除，並將小工具拖曳至 X 移除 即可由頁面上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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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Battery
ASUS Battery 將顯示 PadFone 2、PadFone 2 Station 與行動底座的各別剩餘電量百分比，並配合不
同的顏色亮度呈現，讓使用者對電力情況可以一目瞭然。

請依照以下步驟設定 ASUS Battery：

1. 請點選點選  開啟應用程式選單。

2. 請點選 小工具。

3. 請選擇 ASUS Battery，ASUS Battery 的視窗即會出現於桌面上。

4. ASUS 快速設定面板及通知面板亦會顯示電池電量，PadFone 2 與 PadFone 2 Station 的電量將
會各別顯示。當低電量時，電池圖示的顏色會由藍轉為紅，並出現驚嘆號，同時系統會發出警
示聲提醒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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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SAR 認証資訊
本手機的設計符合歐盟（EU）有關暴露在無線電波下使用的安全要求。

您的手機是一個可發射及接收無線電的裝置，設計符合歐盟理事會建議有關暴露在射頻能量下使用
的安全標準。此標準建基於科學準則，並為公眾制定暴露在射頻能量下使用的安全要求。此種要求
經由獨立的科研機構針對科研資料作定期而詳盡的評估後所制定，並包括可確保公眾安全的設計標
準，範圍涵蓋各年齡層民眾，以及他們的各種健康狀況。

手機無線電波暴露準則採用一種測量單位，即 SAR（Specific Absorption Rate），歐盟理事會建議
的SAR限制為 2.0 瓦特/千克。

符合公眾安全準則的行動電話 SAR 限制為每 10 公克組織平均 2.0 瓦特/千克。此限制包含重要的
安全準則，可為公眾提供額外保障，及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測量誤差，SAR 值根據各國公佈的標準及
系統網路頻率而有所不同。

• PadFone 2 的 SAR 值測試結果如下表所示：

頻寬 測試位置 SAR 10g (W/kg)

GSM900
頭部 0.413
身體 (距離 1.5cm) 0.394

GSM1800
頭部 0.142
身體 (距離 1.5cm) 0.277

WCDMA Band VIII
頭部 0.232
身體 (距離 1.5cm) 0.232

WCDMA Band I
頭部 0.338
身體 (距離 1.5cm) 0.314

WLAN 2.4G
頭部 0.039
身體 (距離 1.5cm) 0.018

LTE Band 20
頭部 0.152
身體 (距離 1.5cm) 0.138

LTE Band 3
頭部 0.207
身體 (距離 1.5cm) 0.31

LTE Band 7
頭部 0.123
身體 (距離 1.5cm)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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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Fone 2 Station 的 SAR 值測試結果如下表所示：

頻寬 測試位置 SAR 10g (W/kg)
GSM900 身體 (距離 0cm) 0.812
GSM1800 身體 (距離 0cm) 1.16
WCDMA Band VIII 身體 (距離 0cm) 0.454
WCDMA Band I 身體 (距離 0cm) 1
WLAN 2.4G 身體 (距離 0cm) 0.167
LTE Band 20 身體 (距離 0cm) 0.351
LTE Band 3 身體 (距離 0cm) 0.756
LTE Band 7 身體 (距離 0cm) 0.999

• 為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善使用。

•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
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
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
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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