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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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使用手冊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包含的所有資訊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未經華碩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許可，不得任意地仿製、拷貝、謄
抄、轉譯或為其他利用。

免責聲明

本使用手冊是以「現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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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就本使用手冊，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及保證，包
括但不限於商業適銷性、特定目的之適用性、未侵害任何他人權利及任何得使
用本使用手冊或無法使用本使用手冊的保證，且華碩對因使用本使用手冊而獲
取的結果或透過本使用手冊所獲得任何資訊之準確性或可靠性不提供擔保。

台端應自行承擔使用本使用手冊的所有風險。 台端明確了解並同意，華碩、華
碩之授權人及其各該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或關係企業皆無須為您因本使
用手冊、或因使用本使用手冊、或因不可歸責於華碩的原因而無法使用本使用
手冊或其任何部分而可能產生的衍生、附隨、直接、間接、特別、懲罰或任何
其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利益損失、業務中斷、資料遺失或其他金錢損失）負
責，不論華碩是否被告知發生上開損失之可能性。

由於部分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前述損失的責任限制，所
以前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台端知悉華碩有權隨時修改本使用手冊。本產品規格或驅動程式一經改變，本
使用手冊將會隨之更新。本使用手冊更新的詳細說明請您造訪華碩的客戶服務
網 https://zenbo.asus.com/tw/product/zenbojunior/support/，或是直接與華碩資訊
產品技術支援專線 0800-093-456 聯絡。

於本使用手冊中提及之第三人產品名稱或內容，其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皆為各
別產品或內容所有人所有且受現行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及國際條約之保護。當
下列兩種情況發生時，本產品將不再受到華碩之保固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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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產品序號模糊不清或喪失。

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減退，或是沒有相關經驗知識的使用者雖然可使用本產
品，請確保在監督或指導下以安全方式使用，並瞭解相關危險。兒童使用本產
品時應由家長陪同，且不應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清潔和維護本產品。5 歲以下
兒童需由家長陪同使用本產品。

警告： 請勿接觸本產品的電子元件、電池。使用者請勿自行維護產品內部組
件，請交由合格的維修人員維修本產品，並確保充電座的電源額定電壓
符合標準插座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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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機種型號 Zenbo-K2

外觀尺寸 18.5 x 18.5 x 31.5 公分

重量 2.75 公斤

作業系統 Android 10.0

記憶體 4GB

儲存空間 32GB

電源 AC
輸入：100-240V AC 50/60Hz

輸出：19V DC、2.37A、45W

待機時間 持續使用 3-5 小時

感測器
防掉落感測器 / 聲納感測器 / 電容式觸控感測器 / 
RGB 巡線感測器

相機鏡頭 800 萬像素相機

螢幕 6 吋 LCD 螢幕

麥克風 數位麥克風

喇叭 3W x 2

收音範圍
語音接收距離 5 公尺

語音辨識距離 2 公尺

巡線感測功能
檢測紅色、藍色、綠色、黃色、黑色

軌跡寬度 2.4 公分

連接功能
Wi-Fi 802.11a/b/g/n/ac、2.4GHz & 5GHz、

藍牙 BT5.0

I/O 連接埠
1 x USB 2.0 Type A 連接埠

1 x Micro-USB 連接埠

產品規格

注意！本產品使用過度恐傷害視力：

1. 使用 30 分鐘請休息 10 分鐘。

2. 未滿 2 歲幼兒不看螢幕，2 歲以上每天看螢幕不要超過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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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Junior 主機 x 1 使用手冊 x 1

  

電源線 & 變壓器 x 1 保固卡 x 1

包裝內容物

包裝內容物

請檢查下面所列出的各項標準配件是否齊全。若任何一項配件有
損壞或是短缺的情形，請儘快與您的經銷商聯繫。



5 Zenbo Junior 使用手冊

結構示意圖

結構示意圖

相機鏡頭

觸控螢幕
音量  按鈕

音量  按鈕

聲納感測器

防掉落感測器

電源按鈕

USB 2.0 連接埠 電源連接埠

前視圖

後視圖

觸控傳感器
喚醒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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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充電器

首次使用

請依照以下步驟為 Zenbo Junior 充電：

1.  將變壓器的一端插入 Zenbo Junior 後方的電源連接埠。

2. 將變壓器的插頭插入電源插座。

首次使用時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 Zenbo Junior：

1.  請將變壓器插入 Zenbo Junior。

2. 請長按 Zenbo Junior 後方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開啟電源。

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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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 / 關機

開機/關機

開啟 Zenbo Junior 電源：

   請長按 Zenbo Junior 後方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開啟電源。

關閉 Zenbo Junior 電源：

   請長按 Zenbo Junior 後方的電源按鈕 1 秒以上並選擇 關機 以關閉
電源。

電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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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安全操作

• 此產品不屬於玩具類。

• 請將本產品遠離火源和其他熱源處等高溫環境，例如爐火、電暖
器、微波爐、烤箱等；以及請避免此產品受到陽光直射。

• 請勿使本產品受到強烈的撞擊或震動，否則可能導致故障、著火
或爆炸等危險事故發生。

• 請勿存取、檢索、複製、修改、分發本產品相關軟體或將其用於
其他用途。

• 請勿擅自拆卸或改裝本產品，否則本產品及配件將不在本公司保
固範圍內。

• 請勿擅自更換本產品電池，否則將
影響保固並可能造成危險事故發
生。若有更換電池需求，請使用華
碩原廠電池，並請專業人員進行更
換作業，廢棄電池請依照製造商說
明處理。

• 如需手動搬移本產品時，請同時抓
取機身頸部及扶托機身底部，如圖
示說明。注意：抓取機身頸部時，
請盡量將手部位置靠近機身，以免遭頭部轉軸處夾傷。

• 請勿以外力強制調整本產品的頭部角度，若欲調整，請從螢幕上
方位置由上往下滑出操控面板，在此調整頭部位置。

產品清潔與保養

• 本產品不防水，請避免使用有機溶劑擦拭。

• 若本產品無法順暢移動行走時，請參考官網 清潔保養 步驟進行
機身底部主動輪及前後惰輪的清理。

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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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輪子清潔

• 清潔工具

 濕紙巾或不會脫屑的抹布沾水

操作環境

• 建議操作環境溫度為 0℃（32℉）至 40℃（104℉）間。

• 主動輪清潔

 右 手 拿 清 潔 工 具 左 右 擦
拭 ， 再 以 左 手 轉 動 主 動
輪，重複此動作到主動輪
圓周完全擦拭乾淨為止。

• 前後惰輪清潔

 右 手 拿 清 潔 工 具 上 下 擦
拭，再以左手轉動惰輪，
重複此動作到惰輪圓周完
全擦拭乾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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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建議使用本產品的環境
室內環境
• 本產品限室內使用。
• 建議使用環境為平坦地面或桌面，避免高低落差。
• 請儘量避開環境中的障礙物，以免影響本產品前進。
• 本產品的防碰撞功能在以下情形可能無法正確偵測：
 （１）執行罐頭動作原地旋轉之移動。
 （２）僅碰撞到頭部。
 （３）在不平穩的地板上移動後接續遇到碰撞。
 （４）移動速度緩慢的輕微碰撞。

家具擺設
• 使用環境中的相關擺設為黑色時，本產品可能會誤判為落差或是

地洞。為了強化本產品對於行走環境之判斷，相關擺設建議以淺
色系為主。

燈光
• 使用環境的燈光建議儘量不要使用嵌燈。

語音指令
• 下達語音指令時，環境不應過於嘈雜，勿多人同時下達語音指

令，以免影響本產品的判斷。
• 進行使用者辨識時，建議本產品前方以一位使用者為主並下達指

令，以方便本產品順利辨識。

無線網路
• 建議在網路連接良好的環境裡將本產品連接至無線網路，以使用

本產品的完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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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資訊

保固資訊
此華碩產品服務手冊（以下稱為「服務手冊」）由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出示給購買者（以下稱為「您」），隨您在購買 Zenbo Junior（以下稱為「產
品」）時一起附帶，並受以下條款及條例限制。產品的保固將由華碩公司授權
的技術服務人員及維修中心提供。

產品保固期限

華碩公司保證此產品在保固卡標籤上所標明的時間內提供保固服務。若使
用者無法提供該產品對應的有效購機發票原件時，則產品保固期將以機身序號
所對應的出廠日期開始計算。

法定條款

本保固獨立於任何您所購買產品的國家所適用的保固條款，但並不會以任
何方式影響或限制法定的保固維修。

1. 概述

在保固期內如因產品故障，華碩公司將免費提供保固服務。如本產品在保
固期內正常使用時發生故障，華碩公司將根據檢測結果維修或更換問題元件，
或產品本身。替換維修後的元件或產品與原始元件產品相比，效能相同甚至更
佳。

此保固僅適用於新產品自購買之日起。請妥善保管原始購機發票，以便日
後維修服務所需。保固服務不包括由於不正確的安裝、操作、清潔、維修、意
外事故、損壞、誤用、濫用、非華碩原廠零配件、軟體錯誤、自然磨損或其它
非華碩控制範圍之內的事故、行為、故障或疏忽所造成的故障。

2. 使用者責任

使用產品時

• 請先閱讀使用手冊並遵照使用手冊的指示使用本產品。

• 在您聯絡客戶服務前，請先參考使用手冊及華碩技術支援網頁，查看常見
問題的解決方法。

聯絡華碩客戶服務時

• 在聯絡華碩技術支援前，如情況允許，請確認您已開啟產品並擺放在面
前。同時請您準備好提供產品序號、型號名稱以及有效購機發票憑證。

• 華碩公司需要得到您的支援以便排除產品的故障，您可能會被要求執行以
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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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資訊

 •  將產品的作業系統、預先安裝的驅動程式與應用程式回復為原廠預設
值。

 • 安裝韌體更新或是升級套件。

 • 在產品上執行診斷工具或程式。

 •  允許華碩技術支援人員透過遠端診斷工具（若有的話）存取產品。

 •  執行其它由華碩技術支援人員要求的幫助確認或解決問題的合理操作。

 • 在產品維修單上清楚且完整的描述問題。

• 附上完整的保固卡影本與購買產品的收據或發票影本（請注意：華碩保留
要求提供正本文件的權利），若您未能提供確認保固所要求的文件，保固
期限將由華碩所記錄的產品製造日期開始計算。

3. 保固服務

如果您的問題未能透過遠程協助解決，請將您的產品送至華碩維修中心。
華碩公司將為您的產品開立一個維修編號。請記錄您的維修服務編號以便進行
服務進程追蹤。

• 為避免送修運送過程中造成損壞，建議採用原廠包裝送回。

• 為避免維修過程中造成機台內的個人資料遺失或損毀，送修前請務必備份
資料。

4. 保固限定條款

華碩公司不保證此產品不間斷或無錯誤運作。在保固期內可提供的任何技
術或其他支援，如透過電話諮詢操作方式、產品相關設定與資訊問題，均無須
出示任何服務手冊便可獲得。此保固服務僅包括在保固期內與正常使用狀況下
所發生的故障或失常。若因下列因素引起之損害，將不提供保固服務：

(a) 產品經非華碩服務中心人員擅自變更、維修或加裝；

(b) 任意變更、取消或移除產品之條碼、零件或配件；

(c) 保固封條受損或更改、保固識別標籤撕毀或破壞至無法辨識；

(d) 產品已報廢；

(e) 由於產品的外觀改變（意外或其它）所造成的損壞，但對產品的作業過程
及效能無影響。如生銹、更改顏色、紋理裝飾、自然磨損及產品的逐步老
化；

(f) 由於戰爭、恐怖主義、火災、意外、自然災害、故意或無意的誤用、濫
用、疏忽、非原廠維修，或非正常狀況下使用對產品所造成的損壞；

(g) 由於不正確安裝或連接周邊裝置如印表機、光碟機、網路卡或 USB 裝置所
導致的故障；

(h) 由於外接電源問題或意外導致的故障；

(i) 未按照使用手冊操作方式、儲存設定或未在界定的適用範圍內操作造成損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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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由第三方軟體或電腦病毒所引起的問題或故障。以及在維修或更換過程中
導致的軟體、資料訊息丟失；

(k) 由於有毒物質、疾病、蟲害或輻射等污染而導致的無法使用；

(l) 欺詐、偷盜、無故消失等蓄意行為；

5. 責任限制

除本保固提供以及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華碩公司對違反保固條例或
其它法律所造成的直接、特殊、偶發、間接損壞概不負責。包括但不限於使用
損失、稅務損失、實際或預期收入損失（包括合同收入損失）、錢款損失、預
存費用損失、商業損失、機會損失、商譽損失、名譽損失、資料損壞損失、包
括任何因替換裝置及財產造成的間接損失或損壞、任何因還原複製在產品上儲
存或使用的資料而產生的費用。以上限制并不適用於或因華碩公司疏忽而造成
的人身死亡或傷害索賠，或任何故意及重大過失行為的法定責任。部份法律規
定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偶發及間接損壞的責任限制；所以上述限制或排
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6. 個人資料保護

您瞭解並同意華碩公司為使維修服務更便捷而需收集處理您的個人資
料，因此您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傳輸至華碩公司或其在任何設有分支公司辦事
機構的國家進行處理。任何對您個人資料的使用都將嚴格接受華碩隱私條款
的保護。（http://www.asus.com/Terms_of_Use_Notice_Privacy_Policy/Privacy_
Policy/）。

7. 過保案件

在保固期內將產品送回華碩維修中心並不代表機器將獲得免費維修。在收
到產品後，華碩公司有權檢查購買證明（發票）及保固服務需求的有效性。如
果保固期已失效或符合第 4 條保固限定條款中的任何一條，您的保固需求將被
視為無效。

8. 放棄所有權

當您的產品維修完成後或您不同意維修，華碩公司將透過維修服務流程送
回您的機器。如果您未取回您的產品，或按照您提供的地址無法送達，華碩公
司將在 90 天內保管您的產品。在此期限過後，華碩公司將根據您申請維修服
務時所提供的聯絡資料通知取件。如您仍未前來取回您的產品，華碩公司保留
包括向您索賠保管費用、按照適用的法律法規處理產品以及任何對於未支付費
用的法律留置權等權利。

9. 保固及技術支援

此保固適用於您購買產品時所在的國家。於歐盟地區購買的華碩產品適用
於歐盟地區的華碩保固服務。以下額外條款限制：

保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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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程式可能會隨國家或地區而異。

• 某些服務與/或備用零件可能無法在所有國家或地區取得。

• 部分國家在保固時可能會產生費用或限制條款。請造訪華碩技術支援網站
（http://www.asus.com/support），來獲得更多保固維修相關資訊。

• 部分國家可能需要您出示其他文件，如購買證明、進口證明。請造訪華碩
技術支援網站（http://www.asus.com/support），來獲得更多保固維修相關
資訊。

您可以前往華碩技術支援網站（http://www.asus.com/support），查看更多
保固服務資訊與服務中心地點。

華碩公司保留對華碩產品服務資訊解釋說明之權利。有關最新適用及完整
之華碩產品服務資訊，請參考華碩技術支援網站 http://www.asus.com/support。

此保固由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2 北投區立德路 15 號 1 樓

電話：+886-2-2894-3447

保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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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廢棄物處理

     電池警語

 注意： 若更換了不正確電池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請使用製造
商推薦的同種或相同電池。請依照製造商的指示來處理
使用過的電池。

電池如有更換不正確會有爆炸的危險，並請依照製造商
說明書處理使用過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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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將本產品作為未分類的垃圾處置，而應使用獨立的
回收設施。有關可用的回收系統資訊，請與當地政府機
構聯絡。如果採用垃圾堆填或垃圾傾倒方式處置本產
品，有害物質可能會滲透到地下水中，並進入食物鏈，
進而損害人體健康。當您將舊設備換成新設備時，零售
商有回收舊設備並至少免費處置舊設備的法律義務。

請勿將本產品存放靠近火源或是丟入燃燒的火堆中，有
可能造成爆炸的意外。

REACH 資訊
注意：謹遵守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管理規範，我們會將產品中的化學物質公告
在華碩 REACH 網站，詳細請參考 http://csr.asus.com/cnchinese/index.
aspx。

安全性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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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 Use of controls or adjustments or performance of procedures 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herein may result to hazardous radiation exposure.

LASER LIGHT –DO NOT STARE INTO BEAM
RAYONNEMENTLASER-NE PAS REGARDER DANS LE FAISCEAU.

Complies with FDA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laser products except for 
conformance with IEC 60825-1 Ed. 3., as described in Laser Notice No. 56, 
dated May 8, 2019. 
CLASS 1 LASER PRODUCT CLASSIFIED IEC 60825-1:2014 (ed.3)

CLASS 1 LASER PRODUCT

For doors or covers intended to be removed by operator for installation of 
accessory devices, instructions shall be provided for the correct removal and 
reinstallation of the door. (Instruction.)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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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Interference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 TV technician for help.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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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ASUSTek Computer Inc. hereby declares that this device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4/53/EU. Full text of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asus.com/support/.

The WiFi operating in the band 5150-5350 MHz shall be restricted to indoor 
use for countries listed in the table below:

AT BE BG CZ DK EE FR
DE IS IE IT EL ES CY
LV LI LT LU HU MT NL
NO PL PT RO SI SK TR
FI SE CH UK HR

RF exposure warning
This equipment must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ded 
instructions and the antenna(s) used for this transmitter must be installed 
to provide a separation distance of at least 20 cm from all persons and 
must not be co-located or opera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antenna 
or transmitter. End-users and installers must be provide with antenna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and transmitter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satisfying 
RF exposure compliance.

CAUTION! Any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grantee of this devi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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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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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Frequency Maximum Output Power (EIRP)

WiFi

2412 - 2472 MHz 19 dBm
5150 - 5350 MHz 20 dBm
5470 - 5725 MHz 21 dBm
5725 - 5850 MHz 21 dBm

Bluetooth 2402 - 2480 MHz 9 dBm

RED RF Output table

For the standard EN 300 440, if this device operates in 5725-5875 MHz, it will 
be considered as a receiver category 2.

Model name: Zenbo-K2

Manufacturer ASUSTek COMPUTER INC.

Address
1F., No. 15, Lide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 Taiw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in 
Europe

ASUS COMPUTER GmbH

Address
Harkortstrasse 21-23, 40880 Ratingen, 
Germany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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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先生/女士/小姐）：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購買日期：  /  / （年/月/日）

經銷商名稱：

經銷商聯絡電話：

經銷商地址：

條碼：

重要： 請保管好保固卡以備日後使用。華碩公司有權在接受維修項目前要求客戶出示此卡。

華碩保固卡資訊表

15060-0U71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