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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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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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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 tp://suppor t.asus.com，或是直接與華碩資訊產品技術支援專線 
0800-093-456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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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的行為。

（2）本產品序號模糊不清或喪失。



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 PadFone mini Station！

在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詳細閱讀 PadFone mini 
4.3 使用手冊 安全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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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本手冊僅供參考，內容會不定時地更新，但不另行通知。
如欲得知最新訊息，請造訪華碩網站 http://tw.asus.com。



認識您的 PadFone mini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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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調整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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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PadFone mini Station 充電
SIM 卡安裝完成後，建議您在開啟 PadFone mini 

Station 的電源前先進行充電。

請依照以下步驟為 PadFone mini Station 充電：

1. 請將 USB 訊號線 USB 埠連接 USB 電源充電器。

2. 請將 USB 訊號線的 micro USB 埠連接 PadFone 
mini Station。

3. 請將電源插頭連接至插座。

注意！

• 請使用包裝盒內容物中的電源充電器為 PadFone mini 
Station 充電，使用其他電源充電器可能造成 PadFone 
mini Station 故障。

•  透過 PadFone mini 4.3 專用訊號線與 USB 電源充電器連
接電源插頭，為 PadFone mini Station 最佳的充電方式。

• 本產品適用的電源輸入電壓範圍為 AC 100V–240V，
micro USB 連接埠輸出電壓為 DC 5.2V, 1.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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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adFone mini 4.3 連接 PadFone mini 
Station

注意！搭配包覆有保護膜或保護殼的 PadFone mini 4.3 使用，可
能造成連接與移除上的阻礙，本產品不建議搭配使用包覆有保護
膜或保護殼的 PadFone mini Station。

請依照以下步驟將 PadFone mini 4.3 連接 PadFone 
mini Station：

1. 請依下圖所示將 PadFon e m i n i 4.3 安裝至 
PadFone mini Station 的安裝槽。

說明：請注意 PadFone mini Station 插槽表面的清潔，以避免卡住
粉塵或沙粒而刮傷手機。



2. 確認方向正確後，請將 PadFone mini 4.3 推入
至底，直至 PadFone mini 4.3 與 PadFone mini 
Station 緊密結合。若安裝正確時，PadFone mini 
Station 將會發出震動提示。



3. 當 PadFone mini 4.3 與 PadFone mini Station 連
接成功後，Android 作業系統將自動於平板電腦
的界面下調整桌面及應用程式。

 執行專為較小螢幕設計的應用程式時，系統會在
時鐘旁顯示縮放控制項目。

注意！以下畫面僅供參考，請以您實際看到的畫面為準。



說明文件
當您首次將 PadFone mini 4.3 與 PadFone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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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4.3  
及 PadFone mini Station 的使用說明。

您可以由應用程式選單中點選 說明文件 以再次檢
視說明文件。



將 PadFone mini 4.3 與 PadFone mini 
Station 解除連接

請如下圖所示，將 PadFone mini 4.3 由 PadFone mini 
Station 的安裝槽中移除。



安全性資訊

使用 PadFone mini 裝置的注意事項
• 不要嘗試打開 PadFone mini 裝置機殼。機殼內

不包含任何使用者可操作的部分，而且您可能損
壞機器內的電路與元件。未經授權而拆開機器會
喪失機器的保固。

• 不要長時間將 PadFone mini 裝置放在汽車的窗
口位置或放置在陽光直射的地方或高溫環境下，
這樣可能會損壞 PadFone mini 裝置。

• 不要用潮濕的手操作 PadFone mini 裝置，不要
將其暴露於潮濕的環境，或接觸任何液體。將 
PadFone mini 裝置從寒冷環境迅速移至溫暖的環
境可能會導致 PadFone mini 裝置內部結露，從
而導致元件的腐蝕並可能造成 PadFone mini 裝
置的損壞。

• 若您在旅行中將 PadFone mini 裝置置於行李箱
中，請特別注意可能發生的損壞。擠壓行李箱可
能會使 LCD 螢幕破裂。在乘坐飛機時，請關閉 
PadFone mini 裝置的無線功能。

• PadFone min i 裝置的建議操作環境之溫度為 
-10℃（14℉） 至 35℃ （95℉）之間。

電池
PadFone mini Station 由高品質的鋰電池供電。

PadFone mini Station 電池為不可拆換，請勿拆開背
蓋或嘗試更換電池，否則將影響保固。請遵守以下電
池保養指南，以取得更長的電池使用壽命。

• 避免在強烈高溫或極度寒冷的環境下充電。最合
適的溫度是室溫。電池發揮最佳效能的溫度範圍
為 5℃ 至 35℃。

• 不要將手機存放於靠近火源或其他熱源的地方。

• 不要將電池浸入水中或其他任何液體中。

• 不要嘗試將電池拆開。吞下電池內的物質或讓其
接觸未經保護的皮膚可能對人體造成損害。

• 不要將電池短路，這樣可能會導致高溫並引起火
災。請將電池遠離首飾或其他金屬物品。

警告！本安全事項中 PadFone mini 裝置包括「PadFone mini 4.3 
」及「PadFone mini Station」。



• 不要將電池置入火中。這樣可能會引起爆炸，且
電池內的有害物質可能會散入周圍環境中。

• 不要將電池與其他生活垃圾一起丟棄。請將廢棄
電池放至危險品收集點統一處理。

• 不要觸摸電池的金屬接點。

WARNING: To prevent possible hearing damage, 
do not listen at high volume levels for long periods.

Prevention of Hearing Loss 
Warning statement requirement under EN 60950-1:

A12.

 

NOTE: For France, headphones/earphones for this device are 
compliant with the sound pressure level requirment laid down in the 
applicable EN 50332-1: 2000 and/or EN50332-2: 2003 standard as 
required by Franch Article L.5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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