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板電腦說明指南

請先閱讀

下載說明指南

開啟或關閉平板電腦

開啟/關閉螢幕(睡眠模式)
設定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
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注意事項

為電池充電

充電的注意事項

觸控式螢幕操作

螢幕的注意事項

開啟/關閉Wi-Fi功能
連接Wi-Fi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進行連線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開啟或關閉Bluetooth功能
配對Bluetooth裝置
使用Bluetooth功能時的注意事項

啟用行動通訊 (SGPT13)
停用行動通訊 (SGPT13)
插入/取出SIM卡 (SGPT13)
SIM卡的注意事項 (SGPT13)
設定存取點 (SGPT13)

使用位置資訊服務

GPS功能的注意事項

插入/取出SD記憶卡
SD記憶卡的注意事項
SD記憶卡的相容性

連接USB相容裝置
連接電腦

連接HDMI相容裝置

各部件與控制器

檢查隨附的項目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重設平板電腦

還原成出廠預設值 (將資料初始化)
如何維護電池使用時間

調整螢幕亮度

使用語音通訊應用程式時的注意事項 (SGPT13)
使用的注意事項

防潑水效能

檢查Android版本
將系統軟體更新為最新版本

使用主螢幕

與家人或朋友共用平板電腦(訪客模式)
切換為“訪客模式”
在主螢幕中新增應用程式或小工具

使用應用程式和小工具

使用“小應用程式”
進行Google搜尋
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設定螢幕旋轉功能

設定螢幕鎖定

輸入文字

選擇文字

使用透過USB或Bluetooth連接的鍵盤
設定Google帳戶
備份平板電腦中的資料

從電腦匯入內容

支援的格式

變更設定

查看可用空間

帳戶同步化

應用程式清單

使用“日曆”
拍攝相片/影片
已錄製之相片/影片的注意事項
設定電子郵件帳戶

撰寫/傳送電子郵件
接收/刪除電子郵件
瀏覽網站

新增書籤

瀏覽書籤/存取記錄
使用“計算機”
註冊聯絡人

分組/合併聯絡人
顯示時鐘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將平板電腦當做遙控器



註冊遙控器

遙控器中的程式設計操作(巨集功能)
設定音訊輸出音效

使用“應用程式選取器”連接平板電腦到基座揚聲器
使用“Sony Select”
播放相片/影片
分享相片/影片
編輯相片

檢查Wi-Fi連線
閱讀數位書籍

註冊平板電腦

影片

WALKMAN
相簿

Socialife
剪貼簿

使用“Gmail”
搜尋應用程式

使用“MediaRemote”
使用“TV SideView”
使用“Media Go”
Zinio
Evernote
Top HD Games - Gameloft
Xperia Link
Skype
OfficeSuite Viewer
AccuWeather
BIGFLIX for Tablet
mystar

商標

規格

平板電腦未開啟。

平板電腦的啟動速度很緩慢。

電池無法充電。

充電指示燈不會亮。

電池電力的消耗速度增加。

充電指示燈會閃爍。

在使用平板電腦或為電池充電時，平板電腦和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溫度會升高。

螢幕變暗。

螢幕中有異常顯示的小點。

找不到Bluetooth(R)裝置。
平板電腦的運作速度變慢或效能不如預期。

平板電腦無法運作。

平板電腦需要初始化。

喇叭播放的聲音扭曲失真。

螢幕亮度不穩定。

無法調整螢幕亮度。



螢幕亮度未如預期自動調整。

螢幕消失/意外變暗。
觸控式螢幕的運作不如預期。

日期和時間已重設。

您想要關閉點選音效(操作音效)。
轉動平板電腦時螢幕不會隨著旋轉。

您想要關閉螢幕旋轉功能。

您想要停用螢幕鎖定功能/在不鎖定螢幕的情況下使用平板電腦。
在旋轉螢幕時，內建喇叭播放的聲音會中斷。

無法顯示檔案或無法播放檔案。

影片中斷/跳動/無法與音訊同步。
平板電腦無法接收GPS訊號，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定位。
GPS定位的結果與實際位置不符。
相機拍攝的相片和影片模糊不清。

“遙控裝置”應用程式無法學習某些操作。
某些應用程式無法以選擇的語言顯示。

無法解除安裝某些應用程式。

出現行動電話或智慧型手機專用的網站。

您無法使用網際網路電話或語音交談。 (SGPT13)

平板電腦無法連接Wi-Fi網路。



請先閱讀

本說明指南適用於 Android 4.1.1 版。

恭喜您購買Xperia(TM) Tablet S。
在開始使用平板電腦之前，請先閱讀隨附的 重要資訊(安全指示)。本說明指南將說明如何操作您的平板電腦和應用程
式。您可以將說明指南(PDF 檔案)下載至平板電腦 [細節]。

為電池充電

當您購買平板電腦時，電池的充電量可能會不足。因此在開始使用平板電腦之前，請先為電池充電 [細節]。

關於軟體(Android 版本)更新
在更新軟體(Android版本)時，請務必安裝每個應用程式的最新版本，否則某些應用程式可能會無法啟動。若要尋找
新版本的應用程式，請造訪Google Play。

關於Google帳戶
Google帳戶可讓您使用Google Play(免費註冊)等Google服務。

在使用Google帳戶時，您可以同步在電腦上使用的Google服務，或與其他裝置同步在平板電腦上使用應用程式
(如[電子郵件]、[Google 日曆]及使用者應用程式)。

註

某些國家/地區未販售某些型號。

相關主題

下載說明指南

為電池充電

設定Google帳戶

帳戶同步化

檢查Android版本

搜尋應用程式



下載說明指南

您可以將PDF說明指南下載至平板電腦。

安裝[Reader by Sony]應用程式或其他PDF閱讀應用程式，以在平板電腦上檢視PDF檔案。

1. 點選說明指南第一頁右下方的 “下載說明指南(PDF 檔案)”。
下載作業隨即會啟動。

2. 當說明指南下載完成且  出現在畫面右下方的狀態列後，點選狀態列。

通知面板隨即會出現。

3. 點選“helpguide_pdf.pdf”。
選擇及點選要用來檢視PDF檔案的應用程式，說明指南隨即會出現。

提示

您可以在說明指南下載後加以顯示。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下載]以及選擇 “helpguide_pdf.pdf”。

相關主題

搜尋應用程式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開啟或關閉平板電腦

開啟平板電腦

1. 為平板電腦充電。

2. 按住電源按鈕約3秒鐘。
在首次使用平板電腦時，請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設定平板電腦。

註

依預設，如果您在一段時間內未操作平板電腦，螢幕會關閉且會成為鎖定狀態。請再按下電源按鈕以顯示螢幕及

解除鎖定。

關閉平板電腦

如果您長時間不使用平板電腦，建議您將平板電腦關閉(關機)。

1. 按住電源按鈕，直到確認畫面出現為止。

2. 點選[關機]。

3. 點選[確定]。
平板電腦會在數秒後自動關閉。

註

在下載或傳輸資料時關閉平板電腦可能會導致資料受損。

如果您無法關閉平板電腦，請予以重設。

相關主題

各部件與控制器

為電池充電

開啟/關閉螢幕(睡眠模式)

設定螢幕鎖定

設定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

重設平板電腦



開啟/關閉螢幕(睡眠模式)

依預設，如果您在一段時間內未操作平板電腦，螢幕會關閉且會成為鎖定狀態。若要開啟螢幕，請按下電源按鈕以顯

示螢幕及解除鎖定。

當您不使用平板電腦時，可以手動關閉螢幕(切換為睡眠模式)。

1. 按下電源按鈕。
螢幕隨即會進入睡眠模式。此時電源並未完全關閉，若要停用睡眠模式並開啟螢幕，請再按下電源按鈕一次便

可解除鎖定螢幕。

提示

您可以變更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要經過的時間。您可以避免螢幕遭到鎖定，也可以變更螢幕鎖定的模式。

相關主題

設定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

設定螢幕鎖定



設定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

依預設，如果您在一段時間內未操作平板電腦，它便會自動進入睡眠模式。您可以變更螢幕關閉前要經過的時間。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示] - [休眠]。

2. 選擇及點選平板電腦進入睡眠模式要經過的時間。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注意事項

請使用平板電腦隨附的交流電源轉接器或原廠Sony交流電源轉接器。請勿使用其他交流電源轉接器，否則可能會
導致故障。

請勿將交流電源轉接器連接至旅充轉換器等電源轉換器，否則可能會導致過熱或故障。

請勿使用受損的電源線或多功能埠USB纜線來連接平板電腦和交流電源轉接器。

相關主題

充電的注意事項



為電池充電

將平板電腦插上插座時能為電池充電。 充電時間會將視平板電腦的使用情況而有所不同。

1. 將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插入交流電源轉接器。

2. 將電源線插入交流電源轉接器。

3.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插入交流電源插座。

4. 將平板電腦翻面，然後取下多功能埠蓋。
註

多功能埠蓋是防潑水功能的必要元件。請將多功能埠蓋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5. 將多功能埠USB纜線依下圖所示的方向插入平板電腦的多功能埠。
充電指示燈會顯示電池充電狀態。

提示

使用平板電腦的專用Sony底座(SGPDS2，單獨販售)可簡化電池的充電程序。

查看剩餘的電池電力/充電狀態

您可以利用顯示在主螢幕之狀態列中的圖示來查看剩餘的電池電力。

充電指示燈會指出充電狀態。充電指示燈會隨著剩餘電力的多寡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

充電狀態 剩餘的電池電力 顯示狀態

插上交流電源轉接器

低(0 - 15 %) 紅色

中(16 - 89 %) 橘色

滿(90 - 100 %) 綠色

未插上交流電源轉接器

低(0 - 15 %) 紅色閃爍

中(16 - 89 %) 關閉

滿(90 - 100 %) 關閉

註



當電池電力過低且平板電腦需要充電才能繼續運作時，充電指示燈會閃爍紅光。

相關主題

各部件與控制器

規格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注意事項

充電的注意事項



充電的注意事項

為電池充電

基於安全考量，請務必只使用隨附的電源線為電池充電。

如果您使用非針對平板電腦所設計的USB纜線和交流電源轉接器或非專用的Sony交流電源轉接器來進行充電，我
們無法保證充電的效能和安全。

由於周遭溫度或平板電腦的使用方式不盡相同，您可能無法為電池充電，或可能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為電池

充電。

請勿在靠近火源或陽光直射的地方為電池充電。

出貨時，平板電腦的電池未充飽。

電池在使用時或充電時，溫度會升高。這是正常的現象，請不用擔心。如果平板電腦或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溫度異

常升高，請關閉平板電腦並從交流電源轉接器拔下電源線。

由於使用的電腦或USB相容裝置的接頭不盡相同，您可能會無法為電池充電。

電池放電

電池充電後，即使沒有使用，也會失去電力。如果長時間不使用，電池電力可能會耗盡。建議您在使用前重新為

電池充電。

如果您長時間不使用平板電腦，請每隔六個月為電池完全充電一次。

電池使用時間

電池壽命會視使用狀況、設定與溫度而有所不同。

電池性能降低

電池容量會隨著重複充電與放電而逐漸降低。因此，電池壽命可能會縮短，或者即使已完全充電，也不能充分發

揮效能。



觸控式螢幕操作

點選

選擇圖示或選項。

快速點選兩下能放大或縮小影像或其他畫面項目。

點選並按住

選擇文字或開啟相關的功能表。

拖曳

移動項目或慢慢捲動頁面。

撥動

快速捲動頁面。

夾捏

放大或縮小。



相關主題

螢幕的注意事項



螢幕的注意事項

觸控式螢幕的注意事項

您的平板電腦使用電容觸控式螢幕。請用手指直接點選螢幕，並避免使用針狀物、筆或指甲等尖銳物件刮劃或點

選螢幕。請勿使用手寫筆操作觸控式螢幕。

在戴上手套的情況下以手指點選觸控式螢幕時，觸控式螢幕可能無法正常運作，或完全無法運作。

請勿使用物件操作平板電腦的觸控式螢幕。

當您以手指之外的物件觸碰觸控式螢幕時，可能會使它產生異常反應。

請勿將觸控式螢幕放置在其他電子裝置附近。靜電放電會導致觸控式螢幕故障。

當觸控式螢幕上有水滴時，或當您以潮濕的手指觸碰觸控式螢幕時，可能會使它產生異常反應。

請勿將觸控式螢幕放置在潮濕的場所。潮濕的環境或接觸到水可能會使觸控式螢幕故障。

LCD 螢幕的注意事項

請勿讓LCD螢幕面對太陽。在窗戶附近使用平板電腦時，請務必遮蔽陽光。
如果在低溫環境中使用平板電腦，LCD螢幕可能會出現殘影。這不是故障。等到平板電腦回到正常溫度時，螢幕
也會恢復正常。

LCD螢幕在操作時溫度會升高。這是正常現象，不是故障。
LCD螢幕乃是以高度精密的技術製造。不過，LCD螢幕可能會出現微小的黑點和/或亮點(紅、藍或綠色)。這是製
造程序的正常結果，不是故障。

LCD螢幕是由玻璃製成。當玻璃毀損 (破裂等) 時，請勿觸碰觸控式螢幕，也請勿嘗試自行修復。請謹慎使用
LCD螢幕，掉落或機械衝擊容易使LCD螢幕損壞。我們無法針對由客戶使用不當所引起的任何損壞提供保固。



開啟/關閉Wi-Fi功能

若要下載應用程式或享受網際網路內容的樂趣，請將平板電腦連接至Wi-Fi網路(存取點)。若設定Wi-Fi連線，請開啟
平板電腦的Wi-Fi功能。

開啟Wi-Fi功能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Wi-Fi]。

2. 將[Wi-Fi]設定為[開啟].

註

平板電腦內建Wi-Fi天線。使用Wi-Fi功能連接至網際網路時，如果手或其他物件遮蔽了天線，通訊品質會降低。

關閉Wi-Fi功能

不使用網際網路時，您可以關閉Wi-Fi功能以節省電力。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Wi-Fi]。

2. 將[Wi-Fi]設定為[關閉]。

提示

在Wi-Fi通訊受限的區域中，若要暫時中斷連接Wi-Fi功能，請從狀態列開啟控制面板中的[飛行模式]。
當應用程式正在執行時(例如，當音樂播放器應用程式正在播放內容時)，儘管平板電腦的螢幕將會關閉，但平板
電腦仍處於運作狀態。您可以選擇當螢幕關閉時，是否要保持作用中的Wi-Fi連線。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進階] - [Wi-Fi 中斷連線設定]，然後在 [Wi-Fi 中斷連線設定] 畫面選擇需要的項目。

註

不論[Wi-Fi 中斷連線設定]中的設定為何，在睡眠模式期間如果沒有任何執行中的應用程式，Wi-Fi連線都將中斷
連線。當螢幕剛從關閉狀態開啟(停用睡眠模式)時，網際網路連線最初會處於關閉狀態，不過平板電腦將會自動
連接網際網路。

相關主題

連接Wi-Fi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進行連線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連接Wi-Fi

在平板電腦上設定Wi-Fi連線以連接網際網路。根據不同情況利用適當的方法將平板電腦連接至Wi-Fi路由器(存取
點)：在家中、在辦公室或使用公用無線服務等。

1. 點選 [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Wi-Fi]。

偵測到的Wi-Fi網路會列示在畫面的右方。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網路 SSID 無線網路的名稱

2 安全性 Wi-Fi路由器的安全性通訊協定。

3 安全性可用性 在使用啟用安全性的Wi-Fi路由器時，鎖頭圖示會出現在圖示的右下方。

2. 依照以下任一種方法配置Wi-Fi設定。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建立連線:
如果您使用與WPS相容的Wi-Fi路由器，請按下WPS按鈕，隨後連線設定和安全性設定都將自動配置。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如果您在家中或使用公用無線服務，請從Wi-Fi網路清單將平板電腦連接至可用的網路。

提示

如果您要使用的網路未出現在步驟1，請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選項功能表) - [掃描]。

在有可用之Wi-Fi網路連線的場所開啟Wi-Fi功能時，如果平板電腦先前曾連接過該網路，它將會自動重新連接。

註

任何用於Wi-Fi路由器的通訊和連線費用均應由客戶來負擔。
如需網路SSID和安全性格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Wi-Fi路由器隨附的操作說明。
在連接公用無線服務時，請參閱供應商的網站等以取得相關指示。

相關主題

開啟/關閉Wi-Fi功能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進行連線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檢查Wi-Fi連線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進行連線

如果您使用與 WPS 相容的Wi-Fi路由器，請按下WPS按鈕以自動配置連線設定和安全性設定。

1. 點選 [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Wi-Fi]。

2. 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

3.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
系統隨即會自動配置平板電腦的Wi-Fi設定。

提示

如需WPS按鈕之使用方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Wi-Fi路由器隨附的操作說明。

4. 點選平板電腦上的[確定]。
建立連線時，[已連線]會出現在平板電腦連接之網路的SSID下。

提示

當平板電腦使用Wi-Fi進行連線時，Wi-Fi圖示會出現在畫面右下方的狀態列中。

相關主題



開啟/關閉Wi-Fi功能

連接Wi-Fi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檢查Wi-Fi連線



從Wi-Fi網路清單進行連線

如果您在家中或使用公用無線服務，請從Wi-Fi網路清單將平板電腦連接至可用的網路。某些Wi-Fi路由器(存取點)會
要求您輸入密碼。

1. 點選 [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Wi-Fi]。

2. 在Wi-Fi網路清單中點選要連接的網路。

3. 輸入密碼 (若需要的話)。

提示

您可以點選 [顯示密碼] 來查看輸入的密碼。
某些Wi-Fi路由器將密碼稱為“PIN 碼”、“WEP金鑰”、“金鑰”等。

4. 點選 [連線]。
建立連線時，[已連線] 會出現在平板電腦連接之網路的SSID下。

提示

當平板電腦使用Wi-Fi進行連線時，Wi-Fi圖示會出現在畫面右下方的狀態列中。
如需使用Proxy和IP設定，請在步驟4點選 [顯示進階選項]。

註

在連接公用無線服務時，有時候您需要在瀏覽器中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供應商的網

站。

相關主題

開啟/關閉Wi-Fi功能



連接Wi-Fi

按下Wi-Fi路由器的WPS按鈕來進行連線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檢查Wi-Fi連線



使用Wi-Fi功能的注意事項

在某些國家或地區，使用Wi-Fi產品可能會受到當地法規限制。
Wi-Fi裝置適用於2.4 GHz頻帶，許多裝置也都使用這個頻帶。因此Wi-Fi裝置採用特定技術，能降低其他使用相
同頻帶之裝置所造成的無線電干擾。但是無線電干擾仍會導致資料傳輸速度變慢，縮短通訊範圍或導致通訊失

敗。

如果平板電腦的Bluetooth功能與2.4 GHz Wi-Fi功能同時啟用，可能會由於產生干擾而導致資料傳輸速度變慢或
其他問題。

旅行時，若要透過Wi-Fi進行通訊，請洽詢Wi-Fi通訊服務供應商。
資料傳輸速度與通訊範圍會依下列情況而有所不同：

裝置間的距離

裝置間的障礙物

裝置的設定

訊號狀況

周圍環境 (牆面材料等)
使用的軟體

在某些訊號狀況下，通訊可能會失敗。

在規格中指定的資料傳輸速率是理論上的最大值，可能與實際的資料傳輸速率不同。

實際的資料傳輸速率可能與平板電腦上顯示的速率不同。

2.4 GHz與5 GHz Wi-Fi頻帶之間無法通訊。
IEEE 802.11g與IEEE 802.11n (2.4 GHz)裝置的資料傳輸速率，可能會由於上述通訊協定與IEEE 802.11b產品搭
配使用時所產生的干擾而受到影響。另外，IEEE 802.11g和IEEE 802.11n的產品會自動降低傳輸速率，以維
持IEEE 802.11b產品的相容性。
如果資料傳輸速度比預期慢，變更Wi-Fi路由器的無線頻道或許可以增加速度。
使用Wi-Fi搭配IEEE 802.11a/n(5 GHz)時，請務必在室內使用。

相關主題

規格



開啟或關閉Bluetooth功能

您可以在平板電腦與電腦、行動電話、耳機或無線鍵盤等其他Bluetooth裝置之間建立無線連線和通訊。您可以在這
些裝置之間以無線方式傳輸資料，在開放空間的最遠範圍可達 10 公尺。

開啟Bluetooth功能

在配對或連接Bluetooth裝置時，請開啟Bluetooth功能。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藍牙]。

2. 將[藍牙]設定為[開啟]。
提示

當Bluetooth功能開啟時，Bluetooth圖示會出現在畫面右下方的狀態列中。

註

平板電腦內建Bluetooth天線。使用Bluetooth功能時，如果手或其他物件遮蔽了天線，通訊品質會降低。

關閉Bluetooth功能

為了節省電池電力，不使用Bluetooth功能時，請予以關閉。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藍牙]。

2. 將[藍牙]設定為[關閉]。

相關主題

配對Bluetooth裝置

使用Bluetooth功能時的注意事項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配對Bluetooth裝置

若要連接Bluetooth，請為平板電腦與Bluetooth裝置配對。將這兩項裝置配對後，下次只要開啟平板電腦
和Bluetooth裝置，平板電腦便會自動進行連線。

1. 確認與平板電腦配對之Bluetooth裝置的設定處於可搜尋的模式。

2.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藍牙]。

3. 點選畫面右上方的[搜尋裝置]。
[可用的裝置]清單隨即會出現。

4. 點選要連接的裝置名稱。

5. 點選 [配對]，必要時輸入裝置密碼(如0000)以連接Bluetooth裝置。

提示

若要使Bluetooth裝置的設定處於可偵測狀態，請參閱Bluetooth裝置隨附的操作說明。
若要設定平板電腦以讓Bluetooth裝置偵測到平板電腦，請在步驟 3 點選畫面右側之清單中的平板電腦型號名稱。
若要再次連接配對過的裝置，請在[配對裝置]清單中點選裝置名稱。

取消配對裝置

您可以在平板電腦上將配對過的裝置取消配對。

1. 在平板電腦的[配對裝置]清單中點選要取消配對之裝置的 。

2. 點選[解除配對]。

相關主題

開啟或關閉Bluetooth功能

使用Bluetooth功能時的注意事項



使用Bluetooth功能時的注意事項

在某些國家或地區，使用Bluetooth功能可能會受到當地法規限制。
Bluetooth功能可能無法與某些裝置共同使用，須視製造商或製造商所使用的軟體版本而定。購買Bluetooth裝置
前，請確認裝置的系統需求。

某些Bluetooth裝置在與其他裝置建立連線前，會要求驗證(配對)。在連接這類裝置前，請先執行驗證程序。
Bluetooth裝置能用於2.4 GHz頻帶，許多裝置也都使用這個頻帶。因此Bluetooth裝置採用特定技術，能降低其他
使用相同頻帶之裝置所造成的無線電干擾。但是無線電干擾仍會導致資料傳輸速度變慢，縮短通訊範圍或導致通

訊失敗。

資料傳輸速度與通訊範圍會依下列情況而有所不同：

通訊裝置間的距離

裝置間的障礙物

周圍環境(牆面材料等)
裝置的設定

使用的軟體

訊號狀況

在某些訊號狀況下，通訊可能會失敗。

如果同時啟用Bluetooth 功能與2.4 GHz Wi-Fi功能，可能會產生干擾。這會導致資料傳輸速度變慢或其他問題。
由於Bluetooth 標準的限制和訊號狀況，大型檔案有時會在連續傳輸時毀損。
將多個Bluetooth 裝置連接到平板電腦時，可能會因頻道擁塞而導致裝置性能降低。這是Bluetooth 技術的常見現
象，並不表示故障。

如果在平板電腦上播放視訊，並從連接的Bluetooth 裝置輸出音訊，視訊與音訊可能無法同步處理。這是
Bluetooth技術的常見現象，並不表示故障。
所有Bluetooth裝置都必須通過 Bluetooth SIG 規定的認證程序，以確保裝置符合Bluetooth標準。即使裝置符
合Bluetooth標準，但由於各個裝置的特性和規格不盡相同，操作程序可能也會有所差異，抑或是您可能會無法傳
輸資料。

在執行應用程式(如遊戲)時連接或中斷連接Bluetooth音訊裝置，可能會無法在Bluetooth音訊裝置和內建喇叭之間
切換輸出音效。在這種情況下，請結束應用程式並重新啟動裝置。您可以在啟動應用程式前切換音效以避免上述

問題發生。

從連接平板電腦之Bluetooth音訊裝置收聽到的應用程式(如遊戲)音效可能會有延遲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請從
內建喇叭輸出音效，或將音訊裝置連接至平板電腦的耳機插孔來收聽音效。

當應用程式(如遊戲)執行時，如果您關閉與平板電腦連接的Bluetooth音訊裝置，應用程式的運作可能會失常。在
這種情況下，請結束應用程式並重新啟動平板電腦。

Bluetooth安全性

Bluetooth無線技術具有驗證功能，可讓您決定選擇通訊的對象。您可以利用驗證功能來避免匿名的Bluetooth裝置存
取您的平板電腦。兩部Bluetooth裝置第一次通訊時，必須決定一個共同的密碼金鑰(驗證所需的密碼)供雙方註冊。裝
置註冊之後，就不需要再重新輸入密碼金鑰了。

唯有將平板電腦設定為允許其他Bluetooth裝置偵測時，這些裝置才能偵測到您的平板電腦。您可以設定平板電腦處
於可偵測狀態的持續時間，或是否要在建立連線後允許接收。

相關主題

規格





啟用行動通訊 (SGPT13)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更多內容...] - [行動網路] - [已啟用資料]。

系統會將核取符號放置在該設定的方塊內。

註

使用行動通訊功能之前，請確認已將SIM卡插入裝置內。
平板電腦內建行動通訊天線。使用行動通訊功能連接至網際網路時，如果手或其他物件遮蔽了天線，通訊品質會

降低。

當您位在行動通訊區域外時，不能使用行動通訊功能連接網際網路。請檢查通訊狀況並移動到具有行動通訊收訊

的區域。

在啟動行動通訊功能的狀態下，當您位在行動通訊區域外時，電池電力的消耗量將大於位在行動通訊區域內。

相關主題

插入/取出SIM卡 (SGPT13)

設定存取點 (SGPT13)

停用行動通訊 (SGPT13)

SIM卡的注意事項 (SGPT13)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停用行動通訊 (SGPT13)

1. 點選 [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更多內容...] - [行動網路] - [已啟用資料]。

該設定之方塊中的核取符號隨即會移除。

提示

在無線通訊受限的區域中，若要暫時關閉使用行動網路的功能，請從狀態列開啟控制面板中的[飛行模式]。

相關主題

啟用行動通訊 (SGPT13)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插入/取出SIM卡 (SGPT13)

插入SIM卡

1. 請確認已從平板電腦拔下所有纜線，然後關閉平板電腦。

2. 打開SIM卡插槽蓋。

3. 將大頭針或迴紋針 (未提供) 插入SIM卡退出孔。

提示

在購買平板電腦時，SIM卡匣與標籤相連。請拉標籤以拉出SIM卡匣，並在插入SIM卡前取下標籤。

4. 退出SIM卡匣。

註

請謹慎操作SIM卡匣。

5. 依照SIM卡切口與SIM卡匣切口的方向將SIM卡放入SIM卡匣。

註

從其塑料封裝中斷SIM卡連接後，請確保切⾯上無突起。突出物會導致SIM卡匣無法容納SIM卡。

6. 插入SIM卡匣。



註

請避免以相反方向插入SIM卡匣。
將SIM卡匣正確地插入SIM卡插槽(A，下方的插槽)。請勿將SIM卡匣插入SD記憶卡插槽(B，上方的插槽)。

7. 將A部件依下圖箭頭所指的方向插入。

8. 關閉SIM卡插槽蓋。

9. 確認插槽蓋緊密關合且沒有任何縫隙。

註

由於插槽蓋後方的突出設計和SD記憶卡的影響，SIM卡插槽蓋可能會難以關閉。請確認插槽蓋緊密關合且沒
有任何縫隙。

取下SIM卡

1. 按照上文“插入SIM卡”程序的步驟1到4，然後取出卡匣內的SIM卡。

相關主題

啟用行動通訊 (SGPT13)

開啟或關閉平板電腦



設定存取點 (SGPT13)

SIM卡的注意事項 (SGPT13)



SIM卡的注意事項 (SGPT13)

在插入或取下SIM卡時，請確認平板電腦的電源已關閉。
在插入或取下SIM卡時，請勿以過大的力量按壓SIM卡。
如果在使用平板電腦後立即取下SIM卡，SIM卡的溫度會稍高。這是正常現象，不是故障。
請勿使SIM卡暴露在非常寒冷、高溫或潮濕的場所。
請勿用手指或金屬物件觸碰觸點或電極接頭。如果SIM卡沾染到污物，請以軟布擦拭並保持乾淨。
請避免讓SIM卡掉落、按壓或折彎SIM卡。
請勿插入沾黏標籤或貼紙的SIM卡。
Xperia(TM) Tablet S支援mini-SIM卡(2FF)。使用mini-SIM卡(2FF)之外的卡或附有轉接器的卡可能會使SIM卡插
槽受損。



設定存取點 (SGPT13)

確認目前的存取點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更多內容...] - [行動網路] - [存取點名稱 (APN)]。

新增存取點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更多內容...] - [行動網路] - [存取點名稱 (APN)]。

2.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新增 APN]。

3. 點選[名稱]，然後輸入要新增的網路設定檔名稱。

4. 點選[APN]，然後輸入存取點名稱。

5. 輸入電信業者要求的所有項目。

6. 點選 .

系統即會儲存設定。

重設存取點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更多內容...] - [行動網路] - [存取點名稱 (APN)]。

2.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還原為預設狀態]。

相關主題

啟用行動通訊 (SGPT13)

插入/取出SIM卡 (SGPT13)



使用位置資訊服務

您可以讓應用程式使用GPS衛星或無線網路來使用位置資訊。如此可讓您搜尋目前的位置和前往目的地的路線。

啟用位置資訊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定位服務]。

2. 若要透過無線通訊接收位置資訊，請點選[Google 的定位服務]。
若要透過GPS衛星接收位置資訊，請點選[GPS 衛星定位]。
系統會將核取符號放置在該設定的方塊內。

停用位置資訊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定位服務]。

2. 點選[Google 的定位服務]或[GPS 衛星定位]。
該設定之方塊中的核取符號隨即會移除，且位置資訊也會停用。

提示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功能可透過接收GPS衛星發送的訊號來提供位置資訊。您可以使用支援GPS功
能的應用程式來透過平板電腦查看目前的所在位置。

註

平板電腦內建GPS天線。使用GPS功能時，如果手或其他物件遮蔽了天線，定位準確度會降低。

相關主題

GPS功能的注意事項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GPS功能的注意事項

請前往可清楚看到天空的區域並盡可能避免移動平板電腦，直到GPS功能顯示目前的位置為止。靜止時，系統顯
示目前位置的速度會比移動時來得快。如果未顯示目前的位置或顯示錯誤的位置，請移至可清楚看到天空的區

域。

由於周遭環境的影響，平板電腦可能會無法正確測量方向。

如果平板電腦附近有其他電子裝置，可能會產生電磁波或電磁干擾，導致平板電腦無法提供正確的位置資訊。請

讓平板電腦與電子裝置保持距離。

如果平板電腦所處區域的GPS訊號不佳，定位可能會有誤。若要接收較正確的資訊，請避免在以下位置使用平板
電腦。

建築物或車內

隧道內或地面下

高架軌道下

大樓間

茂密的樹林中

山谷中



插入/取出SD記憶卡

您的平板電腦配有SD記憶卡插槽。這個插槽可用來在數位相機、攝影機、音樂播放裝置與其他音訊/視訊裝置之間傳
輸資料。

插入SD記憶卡

1. 打開SD記憶卡插槽蓋。

2. 找出SD記憶卡插槽。

3. 以觸點向下的方式拿住SD記憶卡，使箭頭朝向SD記憶卡插槽。

註

請避免以錯誤的方向插入SD記憶卡。如果您以錯誤的方向強行插入記憶卡，可能會損壞插槽。如需詳細資
料，請參閱SD記憶卡的說明書。

4. 小心地將SD記憶卡滑入插槽，直到卡入定位為止。

5. 將A部件依下圖箭頭所指的方向插入。

6. 關閉SD記憶卡插槽蓋。

7. 確認插槽蓋緊密關合且沒有任何縫隙。

註

由於插槽蓋後方的突出設計和SD記憶卡的影響，SD記憶卡插槽蓋可能會難以關閉。請確認插槽蓋緊密關合



且沒有任何縫隙。

取出SD記憶卡

1. 確認沒有傳輸中的檔案。

2. 找出SD記憶卡插槽。

3. 將SD記憶卡完全推入並放開。
SD記憶卡即會退出。

4. 手持SD記憶卡，並將記憶卡從插槽中抽出。

相關主題

SD記憶卡的相容性

SD記憶卡的注意事項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SD記憶卡的注意事項

請放置在嬰幼兒無法拿取之處。誤食SD記憶卡會造成傷害。
請勿用手指或金屬物件觸碰觸點。

SD記憶卡內含精密的電子元件。請勿施力過大、折彎或掉落。
請勿拆解或修改。

請避免濕氣。

請勿在下列位置使用或存放：

高溫的地方，例如太陽底下的密閉車廂內

曝露在陽光直射的地方

潮濕或具腐蝕性的環境

灰塵過多的地方

請務必使用符合平板電腦所支援之標準的SD記憶卡。尺寸錯誤的卡片會卡在插槽內，使平板電腦受損。
您不能將資料寫入啟用防寫保護的SD記憶卡中。
建議您將重要的資料備份起來。

為了避免儲存的資料遺失，請讓SD記憶卡遠離靜電或電子噪訊，以免卡片受到干擾。
攜帶SD記憶卡時，請務必放置在盒子內，以避免受到靜電損壞。
在平板電腦以外的裝置(如數位相機或可攜式音訊播放器)上使用SD記憶卡前，請使用該裝置將SD記憶卡格式
化(初始化)。
有些裝置可能不支援平板電腦的檔案格式，並且會顯示建議您將記憶卡格式化的訊息。如果出現這類訊息，請將

記憶卡的資料複製到平板電腦(或透過網路複製到其他裝置)，然後使用平板電腦以外的裝置將記憶卡格式化。請
注意，將記憶卡格式化會永久刪除目前記憶卡內含的所有資料。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使用之裝置的說明書。

請勿將外物插入SD記憶卡插槽。
SD記憶卡插槽只能用來讀取/寫入支援的記憶卡，無法用於其他用途。



SD記憶卡的相容性

截至2012年12月為止，以下記憶卡皆已經過測試，證實與平板電腦相容。

SD記憶卡(最多 2 GB)
SDHC記憶卡(最多 32 GB)
SDHC UHS-I記憶卡(最多 32 GB)
SDXC記憶卡(最多 64 GB)
SDXC UHS-I記憶卡(最多 128 GB)

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保證所有SD記憶卡、SDHC記憶卡、SDHC UHS-I記憶卡、SDXC記憶卡或SDXC UHS-I記憶
卡皆與平板電腦相容。



連接USB相容裝置

平板電腦能透過平板電腦的多功能埠與USB裝置連接。

1. 將平板電腦翻面，然後取下多功能埠蓋。

2. 使用專用的USB主機轉接器纜線(SGPUC3，單獨販售)和市售的USB纜線將USB裝置連接至平板電腦。

1. 市售的USB纜線

2. 專用的USB主機轉接器纜線(SGPUC3，單獨販售)

提示

平板電腦最多能提供500 mA的電力給連接的USB裝置。

註

在透過USB讀寫資料時，請勿關閉平板電腦的電源。
在讀寫資料時請勿中斷連接纜線。如此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

相關主題

連接電腦

連接HDMI相容裝置

支援的格式



連接電腦

您可以使用平板電腦的多功能埠來連接平板電腦和電腦。

1. 將平板電腦翻面，然後取下多功能埠蓋。

2. 使用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連接平板電腦和電腦。

註

在讀寫資料時，請勿關閉平板電腦的電源。

平板電腦不支援透過USB連接電腦或非Sony指定的市售充電器來為電池充電。
在讀寫資料時請勿中斷連接多功能埠USB纜線。如此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

相關主題

支援的格式

連接USB相容裝置

連接HDMI相容裝置

從電腦匯入內容



連接HDMI相容裝置

平板電腦能將資料輸出到HDMI相容裝置(如電視或投影機)。此連線需要使用HDMI轉接器纜線(單獨販售)。

1. 將平板電腦翻面，然後取下多功能埠蓋。

2. 將HDMI轉接器纜線(SGPHC1，單獨販售)連接至多功能埠。

3. 將市售的HDMI纜線與HDMI轉接器纜線連接，然後連接電視或投影機。

4. 將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與HDMI 轉接器纜線連接，然後連接交流電源轉接器。

 HDMI轉接器纜線 (SGPHC1，單獨販售)

 市售的HDMI纜線

 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

 連接電視或投影機

 連接交流電源轉接器

提示

如需HDMI轉接器纜線的詳細資料，請參閱HDMI轉接器纜線隨附的操作說明。

相關主題

支援的格式

連接電腦

連接USB相容裝置



各部件與控制器

正面

1. 麥克風

2. IR資料連接埠

3. 觸控式螢幕

4. 相機前鏡頭

5. 環境亮度感測器

側面

1.  (電源)按鈕

2. 通知LED

3. 充電指示燈

4. VOL + / –(音量)按鈕
VOL +按鈕有觸覺點，有助於尋找按鈕。



背面

SGPT12

1.  (耳機)插孔

2. SD記憶卡插槽

3. 内建喇叭(左)

4. 多功能埠

5. 多功能埠蓋

6. 内建喇叭(右)

7. SD記憶卡插槽蓋

8. 配件連接槽

9. 相機後鏡頭

SGPT13

1.  (耳機)插孔



2. SIM卡退出孔

3. SD記憶卡插槽

4. SIM卡插槽

5. 内建喇叭(左)

6. 多功能埠

7. 多功能埠蓋

8. 内建喇叭(右)

9. SD記憶卡插槽蓋

10. 配件連接槽

11. 相機後鏡頭

某些國家/地區未販售某些型號。

相關主題

開啟或關閉平板電腦

為電池充電

使用主螢幕



檢查隨附的項目

多功能埠USB纜線
交流電源轉接器

電源線

快速設定指南

重要資訊



手持平板電腦的注意事項

某些應用程式不支援螢幕旋轉功能。某些應用程式可能會以反方向旋轉螢幕。

使用 Wi-Fi、Bluetooth、GPS或行動通訊功能時，請注意避免握住或遮住下圖所示的天線。

SGPT12

1. Wi-Fi / Bluetooth / GPS

SGPT13

1. Wi-Fi / Bluetooth / GPS

2. 行動通訊

手持平板電腦時，請勿將指甲放入配件連接槽或溝槽(如下圖所示)。



註

某些國家/地區未販售某些型號。



重設平板電腦

當平板電腦的運作效能不如預期時，請按住電源按鈕約10秒鐘。

註

重設平板電腦並不會將設定還原成出廠預設值，不過未儲存的資料或設定將會遺失。

請唯有在無法關閉平板電腦時再予以重設。



還原成出廠預設值 (將資料初始化)

藉由將平板電腦還原成出廠預設值，您可以將所有已安裝的應用程式和設定刪除，再次獲得“全新”的平板電腦。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備份與重設] - [恢復原廠設定]。

2. 點選右側功能表底部的[重設平板電腦]。
所有資料隨即會初始化且平板電腦會自動重新啟動。

註

在刪除內部儲存空間中的資料之前，建議您先備份資料 [細節]。
資料儲存區內的所有資料都會被刪除，包括 Google 帳戶資訊、系統資料和設定，以及任何已下載的應用程式資
料。

由於使用者資料在刪除後即無法還原，因此建議您將重要的資料備份起來。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如何維護電池使用時間

依照下文中所述的方式使用平板電腦能節省電池電力。

降低螢幕亮度。

將螢幕自動關閉(切換為睡眠模式)前的未使用期間設定為較短的時間。
不使用平板電腦時關閉螢幕(切換為睡眠模式)。
長時間不使用平板電腦時，關閉平板電腦。

開啟飛航模式以關閉無線通訊或Bluetooth功能 [細節]。
中斷連接USB相容裝置。
開啟螢幕的省電模式 [細節]。

相關主題

調整螢幕亮度

開啟/關閉螢幕(睡眠模式)

設定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

開啟或關閉平板電腦



調整螢幕亮度

您可以手動設定螢幕亮度，或設定自動亮度設定以讓平板電腦自動調整亮度。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示] - [亮度]。

2. 若要手動調整亮度，請點選或拖曳亮度調整列。若要自動調整亮度，請點選 [自動調整亮度]。
系統會將核取符號放置在該設定的方塊內。

3. 點選[確定]。

提示

將核取符號放置在[自動調整亮度]方塊時，螢幕會自動變亮，但不會變暗。若要使螢幕變暗，請手動調整。
您也可以藉由點選狀態列，然後在顯示的控制面板上調整螢幕亮度。

相關主題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使用語音通訊應用程式時的注意事項 (SGPT13)

嘗試透過行動網路來使用網際網路電話或語音交談時，可能會無法建立連線。請改用Wi-Fi。



使用的注意事項

保護蓋

請緊密地關閉SD記憶卡插槽蓋。
在戶外使用平板電腦時，請勿開啟/關閉多功能埠蓋；當雙手潮濕、有汗水或沾染沙礫時請勿開啟/關閉多功能埠
蓋。當液體或沙礫滲入平板電腦時，可能會導致平板電腦故障。

請將多功能埠蓋放置在兒童無法拿取之處，以避免誤食。

平板電腦具有等同於IPX4(外殼提供的保護等級(IP 代碼))之IEC 60529(抵禦從任何方向潑灑而來的液體)的防潑水

功能*1，但並非全然防水。請勿在水中使用平板電腦或將大量水珠潑灑在平板電腦上。使用不當導致水氣滲入平

板電腦時，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或故障 [細節]。
*1 防潑水功能適用於純水和自來水。將平板電腦放置在腳架 如Sony平板電腦立架(SGPDS4；單獨販售，某些國
家/地區未販售)上且所有保護蓋均已緊密蓋上時，防潑水功能亦能發揮功效。

保養平板電腦

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或沾有溫和清潔溶液的微濕的布來清潔外殼。請勿使用清潔溶液來清潔觸控式螢幕。請勿使

用研磨物、去污粉、酒精或汽油等溶劑，否則可能會損壞平板電腦的外觀。

如果平板電腦暴露在含水氣(如雨滴)或極度潮濕的環境中，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擦拭平板電腦。請勿使用烤箱或吹
風機烘乾。

請使用吹風刷或軟刷清潔內建相機的鏡頭。如果鏡頭非常髒，請用柔軟的乾布擦拭。請勿磨擦鏡頭，因為鏡頭容

易受外力壓迫而破損。

使用環境

請勿在溫度極高(約35 °C以上)、極低(約5 °C以下)或潮濕(如浴室或三溫暖)的場所使用平板電腦，或將平板電腦
存放在此類環境中。如果您在上述範圍之外的場所使用或存放平板電腦，平板電腦會自動停止運作以保護內部的

電路。

請勿從寒冷的場所直接將平板電腦帶到溫暖的場所。溫度驟變會導致水氣凝結，而水氣可能會凝結在平板電腦內

部。發生這種情況時，請將平板電腦放置在室溫下，俟乾燥後再使用。

樣本資料

平板電腦在出廠時就已安裝樣本資料，包括試用的音樂、影片、相片和電子書。樣本資料在刪除後便無法還原。

請注意，如果您刪除樣本資料，Sony不會再提供備用的樣本資料。



防潑水效能

平板電腦的防潑水功能

平板電腦具有等同於IPX4(外殼提供的保護等級(IP代碼))之IEC 60529(抵禦從任何方向潑灑而來的液體) 的防潑水功

能*1，但並非全然防水。請勿在水中使用平板電腦或將大量水珠潑灑在平板電腦上。

使用不當導致水氣滲入平板電腦時，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或故障。

*1 將平板電腦放置在腳架 如Sony平板電腦立架(SGPDS4;單獨販售，某些國家/地區未販售)上且所有保護蓋均已緊
密蓋上時，防潑水功能亦能發揮功效。

適用的液體

能抵禦純水或自來水

無法抵禦上述之外的液體(肥皂水、含有洗潔劑或浴鹽的液體、洗髮精、溫泉水、游泳池水、海水等)
防潑水功能的效能乃基於Sony於上述情況下所做的量測。
請注意，由於使用不慎導致暴露在水氣中因而引發的故障不在保固範圍內。

充電的注意事項

隨附的交流電源轉接器和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不具有防潑水功能。
請避免將水潑灑在交流電源轉接器上。

當雙手或平板電腦潮濕時，請勿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如此可能引發觸電的風險。

在為平板電腦充電時請注意以下注意事項。

避免在潮濕的場所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

充電前，請確認平板電腦是乾燥的。當平板電腦因潮濕而出現水滴時，請用乾布將水滴完全擦拭乾淨，然後將平

板電腦放置在室溫下，俟乾燥後再進行充電。

在廚房或其他易引發潑水風險之場所使用平板電腦時的注意事項

當平板電腦與交流電源轉接器連接時，請勿使用平板電腦。

請務必在以內部電池供電的情況下使用平板電腦。



當雙手或平板電腦潮濕時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可能會引發觸電的風險。

唯有當所有保護蓋均已緊密蓋上時防潑水功能才能生效。

在蓋上保護蓋時，請確認保護蓋中沒有細小的外來物件(如頭髮或沙礫)。當水氣滲入  (耳機)插孔時，請予以擦拭

並將平板電腦放置在通風良好的陰涼場所，俟完全乾燥後再嘗試使用。

在浴室或三溫暖等潮濕的場所中請勿使用平板電腦，或將平板電腦存放在此類環境中。

請勿在連接耳機的情況下使用平板電腦。

請勿在水中使用平板電腦或將大量水珠潑灑在平板電腦上。

當平板電腦潮濕時，請用柔軟的乾布等擦拭。

請避免將肥皂水、洗髮精、含有洗潔劑或浴鹽的液體、溫泉水、游泳池水或海水等液體潑灑在平板電腦上，或讓此類

液體滲入平板電腦。請避免讓平板電腦沾染外來物件(如沙礫或泥土)。
當平板電腦意外沾染污物時，請用柔軟的乾布擦拭。請勿使用洗潔劑、化學物品或沾水的衛生紙等，請勿使用吹風機

吹送熱氣或將平板電腦放置在烤箱中等方法來使平板電腦乾燥。

請勿在可能導致大量水花潑灑在平板電腦上的場所使用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無法抵抗水壓。使平板電腦暴露在由水龍頭或蓮蓬頭產生的高水壓環境中可能會導致故障。

請勿使平板電腦暴露在高溫的環境中(如熱水、吹風機產生的高溫)，或將平板電腦放置在火爐旁。
平板電腦無法抵抗高溫。請在介於5 °C 到35 °C的溫度範圍內使用平板電腦。

註

多功能埠蓋是防潑水功能的必要元件。請將多功能埠蓋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使用平板電腦時，請蓋上多功能埠蓋和SD記憶卡插槽蓋，否則平板電腦的防潑水功能將無法發揮作用。

相關主題

各部件與控制器



檢查Android版本

您可以確認平板電腦執行的Android作業系統版本。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關於平板電腦]。

您可以在[Android 版本]中確認平板電腦執行的Android版本。

相關主題

將系統軟體更新為最新版本



將系統軟體更新為最新版本

當有可用的更新時，將平板電腦更新為最新版本的Android。

註

一旦更新完成後，您便不能將平板電腦還原為舊版的Android。在進行更新作業時，剩餘的電池電力必須等於或
高於50 %，並且必須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在更新時如果電池電力耗盡，平板電腦可能會無法再次啟動。
更新作業不會清除儲存在內部儲存空間 (平板電腦的儲存空間) 內的資料。
在更新時，內部儲存空間必須足以下載更新檔案。

某些應用程式可能無法與更新版本的Android相容，因此可能無法在更新後運作。
在更新前，請務必核對每個應用程式相容的Android版本。
此外，您訂閱的服務可能會向您收取傳輸大量資料的費用。 (SGPT13)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關於平板電腦]。

2. 點選[系統更新]。
當有可用的更新時，啟動更新作業的畫面將會出現。請遵循畫面中的指示啟動更新作業。

相關主題

檢查Android版本



使用主螢幕

主螢幕由五個不同的畫面所組成。您可以將喜愛的應用程式和小工具放置在畫面中以根據需求加以自訂。

A：Google搜尋
點選此項目可利用Google進行搜尋。在Google搜尋畫面中，“Google 即時資訊”會根據目前的位置和時間顯示各種資
訊。

B：快速啟動器
由於快速啟動器會顯示在主螢幕的每個頁面中，因此註冊常用的應用程式有助於快速存取應用程式。

1. 在主螢幕中點選並按住圖示，接著將圖示拖曳到快速啟動器內。

提示

您可以在快速啓動器內移動圖示，並從快速啓動器移走它們。

C:  訪客模式

點選此項目可使用“訪客模式”，以與家人或朋友等其他使用者共用平板電腦。

D: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點選此項目可顯示應用程式清單和小工具清單。

E：小工具
小工具是在主螢幕中執行的簡單應用程式。您可以在小工具清單中選擇喜愛的小工具，然後再放置在主螢幕中。

F：應用程式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喜愛的應用程式，然後再放置在主螢幕中。

G：基本操作按鈕
 (返回)：點選此項目可返回上一個畫面。

 (首頁)：點選此項目可顯示主螢幕。

 (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點選此項目可顯示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在顯示鍵盤時，點選此項目可隱藏鍵盤。



提示

將這些按鈕向上拖曳可啟動Google搜尋。

H：小應用程式
即使有其他使用中的應用程式，您仍然可以開啟某些應用程式的小型版本，如[瀏覽器]、[計算機]及[遙控裝置]。

I：狀態列
狀態列能顯示剩餘的電池電力和Wi-Fi連線圖示。通知圖示亦會顯示在狀態列中，它能告知您下載已完成、您有電子
郵件或有可用的更新。您可以藉由點選狀態列來顯示通知面板和控制面板。

相關主題

進行Google搜尋

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

與家人或朋友共用平板電腦(訪客模式)

使用應用程式和小工具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使用“小應用程式”



與家人或朋友共用平板電腦(訪客模式)

如果您與其他使用者共用平板電腦，註冊“訪客模式”可讓您為來賓製作主螢幕。來賓的主螢幕只會顯示來賓能使用的
應用程式，而您可以根據模式設定顯示的桌布。

註冊“訪客模式”

1. 點選主螢幕中的[  訪客模式]。

2. 點選[開始]。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輸入“訪客模式”的名稱，然後點選[下一步]。

4. 選擇是否要限制應用程式的使用，然後點選[下一步]。
如果您選擇[受限制的應用程式]，請在應用程式選擇畫面中點選允許來賓使用的應用程式，然後再點選畫面
右上方的[  儲存]。

5. 選擇是否要設定解除鎖定代碼，然後點選[下一步]。
若要設定解除鎖定代碼，請選擇[設定密碼]。
如果您選擇[設定密碼]，請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設定取消代碼。

6. 查看“訪客模式”的註冊資訊，然後點選[完成]。

註

如果您選擇[受限制的應用程式]並限制[相機]或[圖片庫]等應用程式的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的使用都會受到限
制。當[相機]應用程式的使用受到限制時，如果您想要瀏覽照片，請使用[相簿]應用程式。
在將平板電腦更新為Android4.1.1版之前，如果您選擇[受限制的應用程式]並限制[相機]或[圖片庫]等應用程式的使
用，更新平板電腦之後，這兩個應用程式的使用都會受到限制。

相關主題

使用主螢幕

切換為“訪客模式”



切換為“訪客模式”

1. 點選主螢幕中的[  訪客模式]。

2. 選擇需要的模式。
主螢幕隨即會切換為選擇的“訪客模式”。

取消“訪客模式”

1. 點選主螢幕中的[  結束]。

2. 如果您已設定解除鎖定代碼，請輸入解除鎖定代碼，然後點選[確定]。

提示

若要變更“訪客模式”中的桌布，請點選並按住主螢幕以顯示桌布選擇畫面，然後再選擇需要的桌布。
若要編輯或刪除“訪客模式”，請在模式選擇畫面中點選並按住“訪客模式”的縮圖，然後點選[編輯]或[刪除]。

若要新增“訪客模式”，請點選模式選擇畫面中的[  新增模式]。

註

“訪客模式”功能並不具有安全性用途，其目的在於抑制受限制的應用程式，避免這些應用程式出現在畫面中。
“訪客模式”功能無法讓每位使用者儲存及保護個人資料。
即便是使用“訪客模式”來限制應用程式，某些應用程式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應用程式來加以存取。
請務必牢記您設定的解除鎖定代碼和秘密提示答案。如果您忘記密碼，便需要將平板電腦設定重設為出廠預設

值。

如果您忘記解除鎖定代碼，輸入正確的秘密提示答案可讓您重設解除鎖定代碼。

如果您安裝了由非Sony公司所製作的主應用程式，可能會無法切換“訪客模式”。
您無法在“訪客模式”期間更新系統軟體。
即使切換為“訪客模式”，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和通知仍會留存。於背景中執行的應用程式 (例如在背景中播放音
樂的應用程式) 也不會停止。
由於在“訪客模式”中某些平板電腦功能會受到限制，因此“小應用程式”和快速啟動器將無法使用。

相關主題

與家人或朋友共用平板電腦(訪客模式)



在主螢幕中新增應用程式或小工具

您可以向右/向左撥動主螢幕以捲動最多五個畫面。將應用程式圖示或小工具新增至喜愛的位置可讓您輕易地啟動應
用程式。

1. 撥動以顯示要放置應用程式圖示或小工具的主螢幕，然後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2. 從[應用程式]或[小工具]選擇要新增至主螢幕的項目。

3. 點選並按住應用程式或小工具的圖示，並在主螢幕出現時將其放置在主螢幕中。
如此便可將圖示或小工具新增至放置圖示或小工具的頁面中。

刪除主螢幕中的圖示

點選並按住圖示，接著拖放至  (移除)。

使用資料夾組織圖示

您可以在主螢幕中使用資料夾來組織圖示。

1. 點選並按住圖示，然後將其快速拖曳至另一個圖示上方。
這兩個圖示隨即會合併成一個資料夾。

2. 點選合併的圖示資料夾，然後再點選[未命名的資料夾]。

3. 輸入新資料夾名稱，然後點選 。

資料夾將具有新的資料夾名稱。

提示

如果您緩慢地將圖示拖曳到另一個圖示上，可以將圖示碰撞開來。

若要將應用程式新增至資料夾，請點選並按住圖示，然後再將圖示拖放至資料夾中。

若要移除資料夾內的應用程式，請點選資料夾予以開啟，然後將圖示拖曳到資料夾外。當資料夾內僅剩一個應用

程式時，系統會自動刪除資料夾。

相關主題

使用主螢幕

使用應用程式和小工具



使用應用程式和小工具

當您點選主螢幕中的[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時，應用程式及小工具清單隨即會出現。

應用程式清單會顯示所有可用之應用程式的圖示。小工具清單會顯示可放置在主螢幕中的小工具。如果應用程式附有

小工具，請將小工具放置在主螢幕中以便輕易地從主螢幕操作應用程式。

切換應用程式及小工具清單

1. 點選畫面左上方的[應用程式]或[小工具]。

提示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清單含有多個頁面。向左/向右撥動可在頁面間移動。應用程式清單會顯示在小工具清單之前。

排列應用程式和小工具的順序

1. 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並選擇排序方法。

[由 A 至 Z 排序]：依名稱排序
[最新的在前]：依更新日期排序

解除安裝(刪除)應用程式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點選並按住要解除安裝之應用程式的圖示。

2. 在按住圖示時，將圖示拖放至主螢幕中的 。

註

某些應用程式無法解除安裝(刪除)。這不代表平板電腦發生故障或應用程式中有錯誤。

顯示應用程式資訊

1. 點選並按住要查閱資訊之應用程式的圖示。

2. 在按住圖示時，將圖示拖放至主螢幕中的 。

提示

您可以從[Play 商店]應用程式安裝應用程式。您可以藉由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商店]來啟動[Play 商店]。

相關主題

使用主螢幕

在主螢幕中新增應用程式或小工具



應用程式清單



使用“小應用程式”

安裝在平板電腦中的應用程式中，有些應用程式稱為“小應用程式”。 “小應用程式”能讓您享有毋須關閉其他應用程式
即可開啟特定應用程式的彈性。例如，當您開啟[電子郵件]應用程式時，可能也會想要開啟[瀏覽器]應用程式。您可
以保留開啟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並啟動[瀏覽器]小型應用程式，而不需要關閉[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再開啟[瀏覽器]應
用程式。如此一來，小型應用程式(瀏覽器)即會顯示在現有應用程式(電子郵件)之上。您也可以儲存為以[備忘
錄]或[剪輯]建立的[剪貼簿]應用程式資料。

啟動 “小應用程式”

1. 點選 。

“小應用程式”啟動器隨即會出現。

2. 點選要啟動的應用程式。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移動 拖曳此項目可移動“小應用程式”視窗。按兩下可將視窗調整為符合畫面的適當大小 (不適用於某
些無法調整視窗的應用程式)。

2 關閉 關閉“小應用程式”。

3 展開/收合視窗 拖曳此項目可展開/收合視窗 (不適用於某些無法調整視窗的應用程式)。

設定捷徑

您可以為經常使用的“小應用程式”建立捷徑。

1. 在“小應用程式”啟動器中，點選並按住要設定的應用程式。
功能表隨即會出現。

2. 點選[建立捷徑]。
系統隨即會在  的右方建立捷徑。

提示

點選  啟動器中的“小應用程式”，然後再點選[刪除捷徑]可刪除已設定的捷徑。



使用小工具

您可以在使用其他應用程式時顯示小工具。

新增小工具

1. 點選[  新增]啟動器中的“小應用程式”。

2. 點選[小工具]。

3. 點選要新增的小工具。

4. 輸入標籤名稱，然後點選[確定]。
系統隨即會將小工具新增至“小應用程式”啟動器。

刪除小工具

1. 在“小應用程式”啟動器中，點選並按住要刪除的小工具。
功能表隨即會出現。

2. 點選[刪除]。

註

您只能刪除“小應用程式”啟動器中的小工具，無法刪除啟動器中的應用程式。

相關主題

使用主螢幕

註冊遙控器

使用“計算機”

瀏覽網站

剪貼簿



進行Google搜尋

您可以使用Google來搜尋網站或下載至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

搜尋文字

1. 點選主螢幕左上方的[Google]以啟動Google搜尋。

2. 輸入關鍵字，然後點選鍵盤上的 。

3. 點選搜尋結果清單中的項目。
瀏覽器隨即會啟動，並且還會顯示搜尋結果。

提示

當您首次啟動Google搜尋時，“Google 即時資訊”的設定畫面會顯示於步驟 1。
在Google搜尋畫面中，“Google 即時資訊”會根據目前的位置和時間顯示各種資訊。
您可以利用以下方法來啟動Google搜尋。
點選主螢幕左上方的[Google]。

將畫面左下方的  (返回)、  (主螢幕)、  (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 或  按鈕向上拖曳。*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Google]。

*1 當有其他應用程式正在執行時，您可以使用這項操作。

搜尋語音

1. 點選主螢幕左上方的的 ，或依序點選[Google]和 。

2.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說出關鍵字。
隨即會顯示搜尋結果。

相關主題

輸入文字

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



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

如果您已在平板電腦上註冊Google帳戶， “Google 即時資訊”便會根據目前的位置和時間顯示各種資訊。

變更“Google 即時資訊”的設定

您可以設定“Google 即時資訊”顯示的資訊。

1. 點選Google搜尋畫面右下方的  (選項功能表)，然後再點選[設定]。

2. 點選畫面左方的[Google 即時資訊]。

3. 在畫面右方的功能表選擇項目，然後設定該項目。

提示

當您想要停止“Google 即時資訊”時，請在步驟 3 點選畫面左上方的[開啟]，查看視窗顯示的訊息，然後關閉功
能。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說明]可讓您查看有關如何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的詳細資料。

相關主題

進行Google搜尋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通知圖示能告知您下載已完成、您有電子郵件或有可用的更新。您可以藉由點選狀態列來顯示通知面板。您可以顯示

通知面板並直接從通知面板開啟下載的檔案。

在畫面中點選通知面板之外的區域可關閉通知面板。

說明

1 顯示電池和Wi-Fi連線的狀態。

2 點選可刪除通知並關閉通知面板。

3 點選可顯示控制面板。

4 點選可直接開啟系統通知的項目和相關的應用程式。

註

即使您已刪除通知，仍然可以從[ 下載]應用程式顯示下載的內容。

您可以從控制面板控制以下項目。

飛行模式：開啟或關閉飛航模式。開啟此模式時，無線通訊將會關閉。

Wi-Fi：顯示Wi-Fi設定畫面[細節]。
自動旋轉螢幕：鎖定螢幕以禁止畫面自動旋轉[細節]。
亮度：調整螢幕的亮度[細節]。
通知：開啟/關閉通知。如果您將此項目關閉，通知圖示就不會出現在狀態列中。
設定：顯示設定畫面。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設定螢幕旋轉功能

當您使平板電腦向下圖所示的左右兩側轉動時，螢幕會隨著旋轉。

註

螢幕不一定會隨著平板電腦轉動的方向旋轉，須視應用程式而定。

某些應用程式不支援螢幕旋轉功能。某些應用程式可能會以反方向旋轉螢幕。

當平板電腦連接HDMI轉接器纜線時，無法使用螢幕旋轉功能。

設定螢幕以使其不旋轉

1. 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協助工具] - [自動旋轉螢幕]以移除核取符號並停用螢幕旋轉功

能。

設定螢幕以使其再度旋轉

再次點選[自動旋轉螢幕]以加上核取符號並啟用螢幕旋轉功能。

您也可以從狀態列的控制面板開啟/關閉螢幕旋轉功能。

相關主題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變更設定



設定螢幕鎖定

如果設定鎖定功能，當您開啟螢幕(停用睡眠模式)時，螢幕會自動鎖定以避免發生安全性問題。

設定鎖定功能

1. 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安全性] - [螢幕鎖定]。

2. 在以下項目中點選需要的設定。
[無]：不使用鎖定功能。
[滑動]：預設設定。依序點選  和  可解除鎖定。

[圖形]：利用手指追蹤九個通過點。如果您解除鎖定失敗達五次，Google帳戶的輸入畫面將會出現。請輸入帳
戶名稱，您將會透過電子郵件收到解除鎖定的程序。

[PIN]：設定由選定之四個(或以上)之數字所組成的代碼。
[密碼]：設定由四個(或以上)之數字/字母所組成的密碼。
提示

請務必將設定的[PIN]或[密碼]寫下，並存放在安全的場所。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輸入文字

您可以使用螢幕小鍵盤來輸入文字。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切換字母、數字及符號。

 *1 輸入大寫字母。

 *2 輸入其他符號。

 *3 切換輸入語言。

刪除文字。

輸入或新增換行字元。

*1輸入一個字母後，大寫字母輸入功能將會停用。每當需要輸入大寫字母時，請點選此按鍵。若要連續輸入大寫字
母(CAPS LOCK)，請點選兩下該按鍵。若要取消CAPS LOCK，請再按一下按鍵。

*2 當您輸入數字或符號時，此按鍵將會出現。
*3 當您已選擇多個輸入語言時，此按鍵將會出現。每當您點選按鍵時，輸入模式便會在已設定的模式間切換。點選
並按住按鍵可顯示輸入模式切換畫面。

提示

按住右下方有三角形符號  的按鍵可讓您輸入與按鍵字母相關的字母或符號等。

若要輸入URL或字母，請點選要輸入文字的區域以顯示螢幕小鍵盤。
系統亦能顯示數字鍵盤。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  語言與輸入設定]。接著依序點選[標準鍵

盤]旁的  和[數字鍵]以新增核取符號。

設定輸入語言

點選並按住 。接著依序點選[標準鍵盤設定]和[輸入語言]，以在要使用的語言上放入核取符號。

若要返回螢幕小鍵盤畫面，請點選  (返回)兩次。

隱藏螢幕小鍵盤

點選畫面左下方的 。

輸入手寫字元拼成的文字

設定手寫字元輸入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  語言與輸入設定]。

2. 點選[標準鍵盤]右方的 。

3. 點選[輸入語言]。



4. 在[中文（繁體手寫）]項目上放入核取符號。
此項目隨即會簽入預設設定。

切換手寫字元輸入

點選輸入語言切換器按鍵。您也可以點選並按住輸入語言切換器按鍵，然後點選輸入語言選擇畫面中的[中文（繁體
手寫）]。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選擇文字

您可以選擇網站或URL中的文字，然後利用出現的功能表進行複製或搜尋文字。

1. 點選並按住文字。
系統隨即會以醒目提示呈現選擇的文字。

2. 在畫面右上方的功能表中點選需要的項目。

提示

您可以將步驟1出現游標拖曳過文字，以變更選擇文字的範圍。

貼上文字

1. 點選並按住要貼上文字的位置，接著再點選[貼上]或[剪貼簿]。

提示

點選[剪貼簿]能以清單形式顯示曾複製過的文字記錄。您也可以將經常使用的文字加入[我的最愛]。
您可以將游標拖曳至新位置，以變更文字的貼上位置。



使用透過USB或Bluetooth連接的鍵盤

您可以透過USB或Bluetooth來連接鍵盤和平板電腦，然後使用鍵盤來輸入文字。
請遵循下列步驟來設定鍵盤配置，以便使用適合連接之鍵盤的鍵盤配置來輸入文字。

1. 連接鍵盤和平板電腦。

2.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  語言與輸入設定]。

3. 點選[實體鍵盤]下連接之鍵盤的名稱。

4. 點選[設定鍵盤配置]。

5. 在鍵盤配置右方放入核取符號，以與連接的鍵盤搭配使用。

6. 點選  (返回)三次以返回主螢幕。

提示

如果您設定多個鍵盤配置，可以按住連接之鍵盤上的CTRL鍵，然後再按空格鍵來切換鍵盤配置。

附註

透過USB連接外部鍵盤時，須有USB主機轉接器纜線(SGPUC3，單獨販售)。
平板電腦可能無法支援連接之鍵盤的某些鍵盤配置。

連接之鍵盤的某些按鍵可能無法在平板電腦上使用。

切換鍵盤配置不會切換輸入語言。您可以在步驟2依序點選[標準鍵盤]右方的  和[輸入語言]來設定輸入語言。

相關主題

連接USB相容裝置

配對Bluetooth裝置

變更設定



設定Google帳戶

您必須註冊Google帳戶才能使用Google提供的服務，如“Google 即時資訊”或Google Play (免費註冊)。

Google帳戶能讓您使平板電腦上的[電子郵件]，[Google 日曆]及[使用者]等應用程式與其他亦支援Google服務的裝置
同步。

使用目前的Google帳戶

如果您的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已有Google帳戶，也可以將該帳戶用於平板電腦。請在針對Google服務應用程式顯示
的登入畫面中輸入帳戶名稱和密碼。

註

在註冊新的Google帳戶或登入時，請確認平板電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

在平板電腦上註冊新的Google帳戶

在首次使用平板電腦或首次啟動Google服務應用程式時，您可以註冊Google帳戶。

提示

如果您已有Google，便不需要註冊其他帳戶。
您可以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新增帳戶] - [Google]來註冊Google帳戶。

您也可以直接存取Google (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 來註冊Google帳戶。

相關主題

輸入文字

帳戶同步化

變更設定

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


備份平板電腦中的資料

您應複製平板電腦中的資料，並將其儲存在其他儲存裝置(備份)中。在使用平板電腦時，諸如錄製的影像、下載的音
樂和影片內容等各種資料都會累積在平板電腦中。當平板電腦發生意外問題時，這些資料可能會受損或遺失。因此，

做為這類意外事件的預防措施，您應經常進行備份以便能還原珍貴的資料。

註

平板電腦中有某些資料無法加以備份。

某些設定和應用程式可能沒有任何備份方法。請註記在書面文件中並存放在安全的地點。

可備份的資料

您可以利用平板電腦複製及儲存以下資料，以供備份之用。

無著作權保護的音樂/影片/電子書檔案
照片/桌布

以上資料存在下列資料夾中。

音樂檔案：\Music
桌布檔案：\Pictures
影片檔案：\Movies
照片檔案：\DCIM

備份資料 (複製)

使用[檔案傳輸]應用程式將資料儲存在市售的SD記憶卡中。

1. 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和[  檔案傳輸]以啟動[檔案傳輸]應用程式。

2. 將SD記憶卡插入SD記憶卡插槽。

3. 在平板電腦中選擇要複製的檔案/資料夾。

4. 點選 。

系統會在SD記憶卡中建立名為“\transferred”的資料夾，並將資料複製到該資料夾。

相關主題

查看可用空間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從電腦匯入內容

如果您使用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連接電腦和平板電腦，便能將電腦中的資料複製到平板電腦。這樣一
來，您可以在平板電腦上播放複製的資料。

1. 使用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連接平板電腦和電腦。

2. 在電腦上開啟含有要匯出至平板電腦之檔案的資料夾。

3. 按一下電腦上的[開始]按鈕。

4. 按一下[電腦]。

5. 按兩下平板電腦的型號名稱。

6. 按兩下目的地以儲存資料。

7. 將要複製的檔案拖放至此畫面。

註

顯示於上述程序中的功能表名稱會由於電腦作業系統、電腦環境或平板電腦的Android作業系統版本不同而有所
差異。

在複製資料時，請勿關閉平板電腦或取下多功能埠USB纜線(SGPUC2)。這可能會導致資料受損。
平板電腦不支援透過USB連接電腦或非Sony指定的市售充電器來為電池充電。
複製的資料將儲存在內部儲存空間中。您無法變更資料儲存的目的地。

在複製的檔案中，唯有支援之檔案格式的檔案能在平板電腦上播放。

在從電腦匯入資料時，請檢查平板電腦的可用空間。

相關主題

連接電腦

查看可用空間

支援的格式



支援的格式

可播放的格式取決於使用的應用程式或內容。

提示

如需[WALKMAN]、[相簿]及[影片]等應用程式支援的格式，請參閱這些應用程式的說明。

註

某些檔案可能無法在平板電腦上播放。

影片

格式/
轉碼器

設定檔 最大
解析度

最大
位元率
(Mbps)

圖片庫

副檔名

H.263 Profile0 704 × 576
(4CIF) 4 .mp4

.3gp

H.264 / AVC Baseline Profile / Main Profile / High Profile 1920 × 1080 40
.mp4
.m4v
.3gp

MPEG-4 Simple Profile / Advanced Simple Profile 1920 × 1080 10 .mp4
.3gp

WMV Simple Profile / Main Profile 1920 × 1080 20 -

音樂

格式/
轉碼器

取樣率(kHz) 最大位元率(kbps) Play 音樂
副檔名

AAC 最高48 320
.m4a
.mp4
.3gp

MP3 最高48 320 .mp3

WAV 44.1 - .wav

WMA 44.1 320 .wma

WMA Pro 44.1 192 .wma

FLAC 最高48 - .flac

.mid



MIDI - - .xmf

Vorbis 最高48 256 .ogg

相片

格式/
轉碼器

最大
解析度 (像素)

圖片庫

副檔名

JPEG 6048 × 4032 .jpg

GIF 2000 × 2000 .gif

PNG 2000 × 2000 .png

BMP 2000 × 2000 .bmp

WBMP 2000 × 2000 .wbmp

WEBP 2000 × 2000 .webp

相關主題

從電腦匯入內容

連接USB相容裝置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變更設定

您可以在設定功能表中配置平板電腦的各種設定。

1. 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和所需的項目。

2. 點選個別的功能表項目以配置設定。
功能表項目如下所示：

無線與網路

Wi-Fi：開啟或關閉Wi-Fi功能[細節]、設定Wi-Fi[細節]。
藍牙開啟或關閉Bluetooth功能[細節]、配對[細節]。
資料用量查看資料用量狀態。

更多內容...設定[飛航模式]、[VPN]等。
裝置

音效：設定通知音效、點選音效(操作音效)等。
顯示：設定諸如螢幕亮度[細節]、省電模式、自動HDMI輸出、螢幕關閉(進入睡眠模式)前經過的時間[細節]及
字型大小等。

儲存空間：查看平板電腦之內部儲存空間或SD記憶卡的容量。
電池：查看剩餘電池電力和運作時間。

應用程式：查看已安裝的應用程式資訊。

個人

定位服務：識別目前位置的設定[細節]。
安全性：如螢幕鎖定功能等安全性設定[細節]。
語言與輸入設定：功能表和鍵盤所用之語言的設定[細節]、透過USB或Bluetooth連接之鍵盤的設定[細節]。

備份與重設：製作資料備份和初始化[細節]。
帳戶：將各種已註冊之帳戶同步化的設定[細節]。
新增帳戶：新增帳戶(如電子郵件)。

系統

底座：使用底座時的操作設定。

日期與時間：設定日期、時間及顯示方式。

協助工具：設定文字轉換語音功能等。

關於平板電腦：查看Android版本。

註

如果您在[顯示]中將[字型大小]設定為[大]或[最大]，某些應用程式的顯示可能會扭曲。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請
將[字型大小]設定為[適中]。



查看可用空間

在進行應用程式安裝或從其他裝置匯入資料等作業時，您可以查看平板電腦的可用空間。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儲存空間]。

相關主題

備份平板電腦中的資料

從電腦匯入內容



帳戶同步化

與帳戶同步化可讓您在線上查看於平板電腦上設定的各種資訊。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2. 在[帳戶]下點選要同步化的帳戶種類。

3. 在畫面右方點選要同步化的帳戶。

4. 在要同步化的項目右方放入核取符號。

5. 點選 ，然後返回帳戶清單。

刪除帳戶

1. 在帳戶清單中點選要刪除的帳戶。

2.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移除帳戶]。

註

系統會將平板電腦中的帳戶移除，但不會刪除帳戶本身。

相關主題

設定Google帳戶



應用程式清單

以下應用程式是預先安裝在平板電腦中的應用程式。您可以分別點選應用程式的圖示來加以啟動。

提示

當  (選項功能表)出現在螢幕上時，點選該圖示可顯示選項功能表。

 Google 日曆

管理排程，以及與Google日曆同步化排程[細節]。

瀏覽器

瀏覽網站[細節]。

 Chrome

瀏覽網站。

相機

拍攝相片或影片[細節]。

使用者

管理朋友或同事等聯絡人[細節]。

時鐘

顯示目前的時間[細節]。

電子郵件

傳送或接收個人電腦電子郵件訊息[細節]。

影片

播放影片檔案。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將內容傳送(Throw)到其他DLNA裝置，然後再予以播放[細節]。



 WALKMAN

播放音樂檔案。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將內容與Facebook連結，或將內容傳送(Throw)到其他DLNA裝置，然後再予以播

放[細節]。

相簿

播放影像檔案。此應用程式可讓您檢視地圖上的影像，或將內容傳送(Throw)到其他DLNA裝置，然後再予以播放[細

節]。

 TV SideView

將平板電腦當做遙控器來操作Sony家用裝置，或顯示電視節目或內容的相關資訊[細節]。

圖片庫

播放相片和影片[細節]或編輯相片或影像檔案[細節]。

檔案傳輸

在SD記憶卡/USB儲存裝置和平板電腦的內部儲存空間之間匯入/匯出資料[細節]。

遙控裝置

將平板電腦當做遙控器[細節]。

 Socialife

在一個應用程式中查閱Facebook和Twitter上最新的新聞、部落格和張貼文章[細節]。

 Wi-Fi 檢查程式

查看連線狀態和疑難排解Wi-Fi(無線LAN)問題的提示[細節]。

 Reader by Sony

購買及瀏覽電子書[細節]。

剪貼簿

將備忘錄和照片保存在剪輯相簿中[細節]。



說明指南

在線上顯示本說明指南。您可以將其下載至平板電腦[細節]。

入門指南

平板電腦的基本操作方法、如何連接網際網路等指示。

客戶服務

存取Sony客戶支援網站。

 Sony Select

存取介紹Sony推薦之應用程式的網站[細節]。

產品註冊

向Sony註冊平板電腦[細節]。

 Xperia Link

從平板電腦透過智慧型手機連接網際網路[細節]。

 MediaRemote

控制能透過Wi-Fi網路支援MediaRemote的Sony裝置[細節]。

設定

變更平板電腦的各項設定[細節]。

簡訊 (SGPT13)

傳送或接收SMS(簡訊)。

 Play 音樂

播放音樂。

計算機



進行基本計算[細節]。

 Gmail

傳送或接收Gmail[細節]。

 Google

進行Google搜尋[細節]及使用“Google 即時資訊”[細節]。

 Google+

存取由Google提供的Google+社交網路服務。

 Messenger

與Google+使用者交換即時訊息。

地圖

尋找位置及搜尋目的地/路線(谷歌地圖)。

本地

使用這項服務以尋找商店和場所的相關資訊。

導航

使用這項具有語音引導功能的網際網路輔助GPS導航系統。

 Talk

進行文字/語音交談，以及撥打電話(谷歌對話)。

 Play 商店

下載或購買新應用程式及更新應用程式[細節]。

語音搜尋



只要對平板電腦說出關鍵字即可進行Google搜尋。

 YouTube

影片分享服務。

下載

使用下載管理員來顯示或管理網際網路內容下載。

翻譯

全世界廣泛使用的免費翻譯服務，可讓您立即翻譯許多種語言。

雲端硬碟

儲存及同步檔案，以便使用各種裝置從任何地點存取資料。

電影工作室

輕易地利用個人收藏的影片和相片來編輯/儲存影片。

 Zinio

Zinio是供平板電腦使用的頂級雜誌應用程式，它能讓讀者即時存取全球數以千計的雜誌刊物[細節]。

 Evernote

Evernote能將平板電腦變成大腦的延伸。Evernote是一款免費的應用程式，它能記住平板電腦中的大小事[細節]。

 Skype

撥打免費的語音或視訊電話給Skype上的任何人員，不論他們使用Android或個人電腦，以及傳送即時訊息給親朋好

友[細節]。

 OfficeSuite

在平板電腦上利用功能齊全的單一行動 Office 解決方案來檢視及共用Microsoft Word、Excel、PowerPoint及PDF檔

案和附件[細節]。

 AccuWeather



AccuWeather提供270萬個地點的天氣預報、支援27種語言，描述性的天氣圖更能增添平板電腦的魅力[細節]。

 HD Games

您可從Gameloft線上商店中的熱門HD遊戲將高品質的遊戲下載到您的Android平板電腦[細節]。

 BIGFLIX for Tablet *1

BIGFLIX是您的個人專屬的強檔電影院[細節]。

 mystar *1

mystar是一個互動式的影片平台，它能讓您串流及觀賞電視節目、電影、音樂、即時活動、獨家影片等，不僅兼具即

時和隨選等特性，只要指尖輕按便能收看您最愛的STAR網路頻道，包括Star Plus、LifeOK、Channel [v]、Star

Jalsha、Star Pravah、Star Gold、Star Utsav、Star World、Star One等[細節]。

*1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應用程式或服務。



使用“日曆”

您可以在平板電腦上管理排程。只要註冊Google帳戶，您還可以同步Google日曆和排程資料。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Google 日曆]。

[Google 日曆]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顯示排程範圍 選擇[天]、[週]、[月]或[待辦事項]等顯示範圍。

2 今日 顯示今天的排程。

3 新增活動 新增活動。

4 設定日期 設定要顯示的日期。

5 搜尋 搜尋活動。

6 選項功能表 重新整理顯示畫面及設定[Google 日曆]應用程式的一般設定。

提示

在排程清單或迷你日曆上向上/向下/向右/向左撥動畫面可瀏覽整個月或整天及一段時間，以便尋找活動。

新增活動

1. 選擇要新增事件的日期。

2. 點選並按住要新增活動的時間，然後再點選[新活動]。

3. 輸入排程的開始日期、時間及詳細資訊，接著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完成]。

提示

您可以使平板電腦在接近排定的日期和時間時通知您。



變更活動

1. 點選要變更的活動。

2. 點選  並輸入要變更的項目，然後再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完成]。

刪除活動

1. 點選要刪除的活動。

2. 依序點選  和[確定]。

註

在分享Google日曆上的排程時，請謹慎選擇分享的對象，以避免排程遭洩漏給不受歡迎的使用者。
如果您的日曆未與Google日曆自動同步，請依序點選[  設定] - [帳戶] - [Google]、點選帳戶，然後確認[日曆]方

塊中有核取符號。

如果您已將日曆設為與Google日曆自動同步，在電腦或其他裝置上變更排程時，平板電腦會自動連接Google日
曆。這可能會產生未預期的通訊費用。



拍攝相片/影片

您可以使用內建的前後相機拍攝相片和影片，亦可使用如影像大小等拍攝設定。此外，您還可以在相片中記錄位置資

訊。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相機]。

[相機]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詳細設定 針對錄製的相片或影片進行詳細的設定。

2 縮放 將影像放大或縮小。

3 相機切換 切換前相機和後相機。

4 預覽畫面 預覽對準的主體。

5 錄製記錄 顯示上一個錄製之相片或影片的縮圖。點選縮圖可啟動播放內容的應用程式。

6 錄製按鈕 開始錄製相片或影片。

7 切換錄製模式 切換相片、影片及全景相片等錄製模式。

2. 將相機對準主體，然後點選  以拍攝相片，或點選  以拍攝影片。

相片：拍攝相片。

影片：開始錄影。再次點選  可停止錄影。

您可以使用[圖片庫]和[相簿]等應用程式來播放錄製的相片或影片。

註

請勿觸碰內建相機的鏡頭，否則鏡頭會弄髒或刮傷，影響影像品質。

不論平板電腦的電源是否開啟，請勿讓陽光直射內建相機的鏡頭，否則可能會導致相機故障。

提示

後相機配有自動對焦功能。點選  後，當主體的對焦完畢時相機即會拍攝相片。

若要在相片中記錄位置資訊，在拍攝相片時您必須啟用GPS或使平板電腦與網路連接[細節]。



在拍攝相片時，對焦模式可讓您針對在觸控式面板上點選的部分對焦，以及選擇模式。

您也可以點選預覽畫面以在錄製影片時拍攝照片。

拍攝全景相片

1. 啟動[相機]應用程式。

2. 點選畫面右方的 。

3. 將相機對準主體的邊緣，然後點選 。

全景相片錄製即會開始。將相機移動到主體另一端的結尾或使相機傾斜以拍攝另一端的結尾，然後再點選 

以停止錄製。

提示

當您以斜向方向手持平板電腦時，可以拍攝橫向全景相片。當您以直立方向手持平板電腦時，可以拍攝直向全景

相片。

結束[相機]應用程式

請點選畫面左下方之狀態列中的 。如果狀態列未出現在畫面中，請點選一下畫面下方。

相關主題

播放相片/影片

已錄製之相片/影片的注意事項



已錄製之相片/影片的注意事項

著作權和肖像權

您錄製在平板電腦中的影像和聲音可能是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在未取得授權的情況下將上述材料用於非個人用途是

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在未取得他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或修改他人的影像或名稱是違反肖像權的行為。在網站上發佈

錄製的影像時，請將著作權和肖像權納入考量。某些表演、節目及展覽甚至會限制針對個人用途而進行錄製。因此，

在未取得授權的情況下錄製上述材料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設定電子郵件帳戶

您可以在平板電腦上使用經常在電腦上使用的電子郵件帳戶。如果您註冊多個電子郵件帳戶，還可以同時處理所有帳

戶的電子郵件。您也可以搜尋已接收的電子郵件訊息，或排列電子郵件訊息的順序。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而供您設定帳戶的畫面也會出現。

2.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接著點選[下一步]。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設定電子郵件帳戶。
當設定完成時，電子郵件清單畫面隨即會出現。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選擇 可讓您藉由點選核取方塊來選擇電子郵件，以將電子郵件移動到其他資料夾或一併刪除。

2 撰寫電子郵件 撰寫及傳送電子郵件[細節]。

3 搜尋 在電子郵件清單中搜尋電子郵件。

4 重新整理 接收電子郵件。

5 選項功能表 為電子郵件排序、新增/移除帳戶等。

提示

您可以在電子郵件清單畫面中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設定] - (您想要改變設定的電子郵件帳號) - [資料夾郵件上

限]，藉此針對每個帳戶設定要放置在資料夾內的已接收電子郵件。
搜尋範圍涵蓋所有儲存在伺服器之電子郵件的主旨、寄件者及電子郵件本文。

搜尋結果會依照電子郵件的時間先後順序(最近到最早)一次顯示10筆。若要搜尋較早的電子郵件，請點選[載入更
多郵件]。

註

請洽詢網路管理員等相關人員，以取得連接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的方式。



如需設定網際網路供應商提供之電子郵件地址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供應商的網站、支援中心等。

相關主題

撰寫/傳送電子郵件

接收/刪除電子郵件



撰寫/傳送電子郵件

1. 點選電子郵件清單畫面右上方的 。

電子郵件撰寫螢幕即會顯示。

2. 在[收件者]輸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3. 點選[主旨]，然後輸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4. 在[撰寫電子郵件]中輸入主旨。

5. 點選[  傳送]。

電子郵件隨即會傳送出去。

提示

在步驟2點選  可讓您從[  使用者]應用程式取得地址。

在步驟3點選  可讓您在電子郵件中附加檔案。

在撰寫時點選[儲存草稿]可讓您儲存草稿。

相關主題

接收/刪除電子郵件



接收/刪除電子郵件

1. 點選電子郵件清單畫面右上方的 。

新的電子郵件訊息隨即會顯示在收件匣內。請點選電子郵件以加以開啟。

回覆電子郵件

點選  (回覆)或  (全部回覆)、撰寫訊息，然後點選[  傳送]。

轉寄電子郵件

點選  (轉寄)、撰寫轉寄訊息，然後點選[  傳送]。

刪除電子郵件

1. 在電子郵件清單畫面中以核取符號方塊標示要刪除的電子郵件，或開啟電子郵件並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

2. 點選[確定]。
電子郵件隨即會被刪除。

相關主題

撰寫/傳送電子郵件



瀏覽網站

[瀏覽器]應用程式可讓您存取及瀏覽網際網路中的網站。您可以使用標籤來顯示/切換多個網站。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瀏覽器]。

[瀏覽器]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標籤 可讓您新增標籤以藉由切換標籤來瀏覽多個網站。

2 網址列 可讓您輸入目標網站的網址(URL)。當您點選網址列時，螢幕小鍵盤隨即會出現。

3 新增書籤 將瀏覽中的網站新增至書籤。

4 搜尋 可讓您輸入要在網路中搜尋的關鍵字。當您點選搜尋按鈕時，螢幕小鍵盤隨即會出現。

5 書籤/記錄 可讓您從書籤選取要瀏覽的網站，或取用存取記錄。

6 選項功能表 進行詳細設定，如切換為[瀏覽器]中的“小應用程式”，等。

2. 點選瀏覽器中的[瀏覽器]。
螢幕小鍵盤隨即會出現。

3. 輸入所需之網站的網址(URL)，接著再點選  鍵。

註

如果無法正確顯示內容，請在  (選項功能表)中依序點選[設定]和[進階]，接著再點選[啟用 [快速] 檢視]以移除

核取符號。

某些網站可能會由於[瀏覽器]不支援該網站使用的相片/影片格式或外掛程式，因而無法顯示。由於
Android4.1.1版不支援Flash Player，因此您不能播放flash內容。
您可以使用“小應用程式”功能來啟動[瀏覽器]。在這種情況下，標籤和記錄的使用將不受支援。

提示

除了網址(URL)之外，您也可以在步驟3輸入關鍵字或詞組，以利用關鍵字或詞組搜尋網際網路。
如果網址列未出現在畫面頂端，請點選標籤。

您可以選擇網站或URL中的文字，然後利用出現的功能表複製或搜尋文字。
如果網站的外觀與在電腦上瀏覽時不同，請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選項功能表)，然後在功能表的[要求桌面版網

站]中加上核取符號。如此一來，您便能以在電腦上瀏覽網站的方式進行瀏覽。
您可以針對每個標籤設定要以桌面或行動網站的形式來進行檢視。



新增/刪除標籤
若要新增標籤，請點選標籤清單右側的 。

若要刪除標籤，請點選標籤內部右側的 。

相關主題

選擇文字

新增書籤

瀏覽書籤/存取記錄



新增書籤

書籤功能可讓您記錄經常造訪之網站的網址(URL)，以便快速存取。您也可以在主螢幕新增這些網址(URL)的捷徑。

新增網址(URL)的書籤
點選網址列右側的  以查看詳細資訊，接著再點選[確定]。

在主螢幕製作網址(URL)的捷徑
點選網址列右側的  並將[  主螢幕]選為目的地，接著再點選[確定]。

從書籤存取網站

點選  以顯示註冊的書籤清單。從清單點選所需的網站。

註

[瀏覽器]應用程式和小型應用程式中的書籤是分開管理的。

相關主題

瀏覽書籤/存取記錄



瀏覽書籤/存取記錄

您可以從註冊的書籤或存取記錄來存取網站。

1. 點選 。

2. 點選[書籤]或[記錄]。
[書籤]：顯示已註冊的書籤。
[記錄]：顯示先前存取過的網站清單。

3. 點選要顯示的項目。

刪除存取記錄

在存取記錄顯示時點選 。

註

您可以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設定] - [隱私權與安全性]，再點選[清除記錄]和[確定]以同時刪除[瀏覽器]應用程式

和小型應用程式的存取記錄。



使用“計算機”

您可以將平板電腦當做計算機。除了加、減、乘、除等四種算數運算之外，您還可以計算三角函數、指數函數及對數

等。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計算機]。

[計算機]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提示

您可以將此應用程式當做“小應用程式”。

相關主題

使用“小應用程式”



註冊聯絡人

您可以將名稱、電話號碼、地址等項目註冊為常用的聯絡人。只要註冊Google您就可以使[使用者]應用程式
與Gmail同步聯絡人，使聯絡人通訊更簡便。

如果您使用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還可以藉由連接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來管理工作聯絡人。

註

請洽詢網路管理員等相關人員，以取得連接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的方式。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使用者]。

[使用者]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顯示聯絡人範圍 選擇[所有聯絡人]、[我的最愛]或[群組]等顯示範圍。

2 搜尋 搜尋聯絡人。

3 新聯絡人 註冊新聯絡人。

4 編輯聯絡人 編輯選擇的聯絡人。

5 選項功能表 進行詳細設定，如與其他應用程式分享聯絡人或刪除聯絡人。

2. 在畫面左上方的功能表選擇[所有聯絡人]。

3. 點選 。

4. 輸入資料並點選[  完成]。

如此即可註冊聯絡人。

提示

在步驟3點選主螢幕左下方的  (返回)亦可註冊聯絡人。當您點選[  捨棄]時，編輯中的資料將會遭到捨棄。



編輯聯絡人

點選要編輯的聯絡人，然後點選顯示畫面右上方的 。

刪除聯絡人

點選要刪除的聯絡人，然後點選  (選項功能表) - [刪除]。

切換要顯示的聯絡人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要顯示的聯絡人] - (帳戶)，接著您便可以切換各個帳戶的聯絡人清單。

註

如果您的聯絡人未與Gmail聯絡人自動同步，請依序點選[  設定] - [帳戶] - [Google]、點選帳戶，然後確

認[Gmail]方塊中有核取符號。

相關主題

分組/合併聯絡人



分組/合併聯絡人

註冊群組

1. 在[使用者]應用程式中，於畫面左上方的功能表選擇[群組]，然後再點選 。

如果您有多個帳戶，請點選要註冊群組的帳戶。

2. 輸入群組名稱，然後輸入要納入群組的人員名稱。

3. 點選[  完成]。

如此即可註冊群組。

合併聯絡人

對於有兩個以上的電子郵件地址等且已註冊為不同聯絡人的聯絡人，您可以合併為一個聯絡人。

1. 在[使用者]應用程式中，於畫面左上方的功能表選擇[所有聯絡人]。

2. 點選聯絡人的聯絡資訊，然後點選顯示畫面右上方的 。

3.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合併]。

4. 點選要合併的聯絡人。
在步驟4選擇的聯絡人隨即會與在步驟2選擇的聯絡人合併。 合併聯絡人之後的聯絡人名稱將會是在步驟2選擇
之聯絡人的名稱。



顯示時鐘

即使您位在遠處，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時鐘，且時鐘的背景也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時鐘]。

[時鐘]時鐘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且數位時鐘便會出現。
點選圖示可讓您進行下列作業。

：設定鬧鐘。

：播放幻燈片。

：播放音樂。

：回到主螢幕。

提示

設定好的鬧鐘時間會顯示在畫面中。

點選畫面中的任何位置可變更兩種螢幕亮度。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檔案傳輸]應用程式可讓您在平板電腦的內部儲存空間和SD記憶卡之間匯入/匯出資料。

在平板電腦的內部儲存空間和SD記憶卡之間匯入/匯出資料

1. 將SD記憶卡插入SD記憶卡插槽。

2.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檔案傳輸]。

[檔案傳輸]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3. 點選要傳輸的檔案或資料夾，並加上核取符號。
點選錄製媒體圖示可讓您切換匯入畫面和匯出畫面。

若要移至資料夾，請點選清單中的資料夾圖示。若要顯示資料夾的詳細資訊，請點選並按住資料夾圖示。

4. 若要選擇目的地資料夾，請點選[匯入至]或[匯出至]中的 。

如果您未選擇任何資料夾，系統會將檔案傳輸至媒體中的“transferred”資料夾。

5. 點選  或 。

檔案傳輸隨即會開始。

註

如果您想要使用[Reader by Sony]應用程式閱讀數位書籍，請在步驟4將“Reader”資料夾選為目的地資料夾。

註

傳輸資料時請勿取下媒體。

相關主題

查看可用空間

支援的格式

插入/取出SD記憶卡



將平板電腦當做遙控器

您可以在遙控器畫面中切換兩種遙控器。

“全”遙控器
您可以點選按鈕來操作遙控器功能，如同使用一般IR遙控器一般。
“手勢”遙控器
此功能帶來全新的遙控體驗。當平板電腦感應到手指在觸控式螢幕上的點選和撥動等動作時，遙控器功能會隨著

產生反應，不論手指和螢幕接觸的位置為何。這樣一來，您可以憑直覺操作遙控器而不需要注視著平板電腦的螢

幕。

相關主題

註冊遙控器

使用“MediaRemote”



註冊遙控器

您可以使用紅外線(IR)遙控器功能將平板電腦當做遙控器。

只要註冊多個遙控器代碼，您就可以利用一部平板電腦來操作多個裝置。

您可以透過直覺式的手勢來執行音量調整或頻道切換等常用操作。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遙控裝置]。

[遙控裝置]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2. 點選[新增裝置]或[  新增裝置]。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將平板電腦註冊為遙控器。
需要時，執行[遙控裝置測試]。
當您完成註冊時，畫面會返回步驟2的裝置清單畫面。請點選註冊之裝置的名稱以顯示遙控器畫面。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切換全遙控器和手勢遙控
器功能

切換由點選或撥動等手勢來操作的“手勢”遙控器功能，以及由點選按鈕來操作
的“全”遙控器功能[細節]。

2 切換註冊的遙控器 點選目前控制之裝置左右兩側的圖示來切換註冊的遙控器。

3 巨集 註冊只要點選按鈕即可依序執行多個裝置指令的巨集。

4 選項功能表 進行詳細設定，如編輯或刪除註冊的裝置。

5 註冊的巨集 點選可執行註冊的巨集。

提示

您可以將此應用程式當做“小應用程式”。
您可以點選 (選項功能表)上的[變更面板]來配置面板設定。您可以分別為每個註冊的裝置設定不同的面板。

如果種類或製造商未顯示，請先讓平板電腦學習遙控訊號，然後再加以註冊。

由於裝置的種類或製造商不盡相同，可能會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裝置。當出現多個裝置時，請針對每個顯示的

遙控器測試遙控器運作，再選擇能正常作業的遙控器。



註冊為其他裝置的遙控器

點選  (返回)，然後再點選裝置清單畫面中的[  新增裝置]。

學習遙控訊號並加以註冊

如果與裝置對應的裝置類型或製造商未顯示，請遵循下列步驟註冊搖控器。

1. 啟動[遙控裝置]應用程式。

2. 點選[新增裝置]或[  新增裝置]。

3. 點選[手動設定]。

4. 從[裝置類型：]選擇一個項目。
學習遙控器指令的畫面隨即會出現。

5. 點選要學習之指令的按鈕。

6. 當功能表畫面出現時，點選[辨認信號]。

7. 將要註冊之遙控器的IR傳輸器放置在平板電腦的IR資料連接埠附近(如下圖所示)，然後點選[開始]。

8. 在遙控器上按下要學習的按鈕。
當學習完成時，系統會在畫面中以醒目提示呈現註冊的按鈕。

若要學習更多按鈕，請重複步驟5至8。

9. 點選[下一步]，遵循畫面中的指示選擇手勢，然後點選[結束]。
當您完成按鈕註冊時，畫面會返回步驟2的裝置清單畫面。 請點選註冊之裝置的名稱以顯示遙控器畫面。

註

請確認要註冊的遙控器是IR遙控器。
您的平板電腦可能無法學習某些遙控器作業，須視IR遙控器而定。這不是故障。
如果您在步驟7中無法進行註冊，可能是平板電腦的IR資料連接埠未正對著遙控器的IR資料連接埠。請查看平板
電腦之IR資料連接埠的位置，然後再嘗試以大約20公釐 - 50公釐的間隔配對平板電腦和遙控器的IR資料連接埠。

相關主題



使用“小應用程式”

遙控器中的程式設計操作(巨集功能)



遙控器中的程式設計操作(巨集功能)

有了巨集功能之後，您可以向[遙控裝置]應用程式依序註冊多項已註冊之裝置的操作，這樣一來，只要點選按鈕即可
依照註冊的順序執行操作。

1. 啟動[遙控裝置]應用程式。

2. 選擇及點選需要的裝置。

3. 點選[  巨集]。

4. 點選[新建]。
按照下列順序註冊巨集。

 選擇按鈕。

 核對操作(註冊操作的時間點)。

 輸入巨集的名稱。

點選[確定]並遵循畫面中的指示。
當註冊完成時，含有巨集名稱的按鈕會出現在遙控器畫面的底部。只要點選按鈕即可執行註冊的巨集。



設定音訊輸出音效

您可以設定音訊輸出音效以提升音樂、影片、遊戲等內容的體驗。

音效設定包括Sony推薦的[純音技術＋]、能根據喜愛自行調整的[音效提升]及[動態等化器]。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音效]。

2. 在以下項目中點選需要的設定。
[純音技術＋]：Sony推薦的音樂專用音效設定，只要輕輕一按便能將數位訊號處理技術的設定最佳化。
[音效提升]：設定平板電腦配備的音訊技術，或檢查平板電腦目前使用的音訊技術。當[純音技術＋]開啟時無法使
用這些設定。設定中可供配置的項目如下所示。

[等化器]：根據音樂的風格設定合適的音質。
[Clear Phase(TM)]：針對內建喇叭設定合適的音質。
[xLOUD(TM)]：利用內建喇叭重現強而有力音效。當[S-Force Front Surround 3D]開啟時無法使用此設定。
[S-Force Front Surround 3D]：利用虛擬的方式重建環繞3D音場。

[動態等化器]：減少不同內容之間的音量差異。例如，在隨機播放以不同音量錄製而成的多張專輯時，此設定能
預防歌曲的播放音量過大或過小。

註

在使用某些語音通訊應用程式時，無法使用[S-Force Front Surround 3D]、[xLOUD(TM)]及[動態等化器]。
[純音技術＋]、[音效提升]及[動態等化器]不支援透過Bluetooth或多功能埠連接的裝置。

相關主題

變更設定



使用“應用程式選取器”連接平板電腦到基座揚聲器

當您把平板電腦連接到基座揚聲器(SGPSPK1，單獨販售)，“應用程式選取器”會自動開啟。
使用“應用程式選取器”時，您可以使用基座揚聲器隨附的遙控器選擇或操作應用程式。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當平板電腦連接到基座揚聲器
時有可用的應用程式

可以使用基座揚聲器隨附的遙控器開啟或操作應用程式。

2 選項功能表 當平板電腦連接到基座揚聲器時，可以新增/移除可使用的應用程式、變更應用
程式的排序、或變更“應用程式選取器”設定。

提示

如需有關連接平板電腦或操作遥控器等程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基座揚聲器的操作說明。

您可以按住遥控器的“應用程式選取器”按鈕來開啟HOME、甚至是已經選擇了  (選項功能表) - [設定] - [應用程

式選取器啟動設定] - [不執行任何動作]。如果平板電腦連接到基座揚聲器時應用程式正在執行，您也可以繼續使
用執行中的應用程式。

註

“應用程式選取器”當平板電腦被[圖形], [PIN]或[密碼]鎖定時，無法從遥控器啟動。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遥控器前
請先解除鎖定平板電腦。

當平板電腦已設為靜音時，連接平板電腦到基座揚聲器，基座揚聲器不會輸出音效。在這種情況下，請取消平板

電腦靜音。

設定[純音技術＋], [音效提升]及[動態等化器]不會影響從基座揚聲器的輸出音效[細節]。
有些應用程式無法用遥控器操作。

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基座揚聲器。

當連接到基座揚聲器時自動取消平板電腦靜音

您可以從基座揚聲器設定平板電腦輸出音效，甚至當平板電腦連接到基座揚聲器時是靜音的。

1. 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設定] - [平板電腦靜音時如何處理]。

2. 點選[自動為平板電腦取消靜音]。



註

如果選擇此設定，平板電腦將會取消靜音，並且仍會保持取消靜音，即便中斷連接平板電腦與基座揚聲器。



使用“Sony Select”

[Sony Select]應用程式可讓您存取適用於平板電腦之精選應用程式的介紹網站。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Sony Select]。

[瀏覽器]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並會顯示網站。

註

若要下載應用程式，您需要設定Google帳戶。
某些應用程式需付費後才能使用。

在下載及更新應用程式時，系統會傳輸大量的資料。



播放相片/影片

[圖片庫]應用程式可讓您顯示或播放平板電腦或Picasa網絡相冊中的相片和影片。您也可以輕易地將相片張貼在線上
服務中以加以分享。

您可以顯示詳細資訊，以及排列或篩選相片和影片。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圖片庫]。

[圖片庫]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2. 在顯示的縮圖中點選相冊以選擇相片或影片。
選擇的相片或影片隨即會在播放畫面中播放。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分享 選擇要用來分享相片或影片的服務並予以發佈。

2 幻燈片 開始播放幻燈片。

3 開啟/關閉地圖顯示 切換是否將位置資訊顯示在相片下的地圖中。

4 刪除 刪除選擇的相片。

5 選項功能表 進行設定或調整設定，如編輯相片。

提示

您可以播放儲存在Picasa網絡相冊中的相片或影片。如果您設定為與Google帳戶(利用[設定]應用程式設定)提供
的Picasa網絡相冊同步，Picasa網絡相冊會出現在相冊清單中。
點選縮圖畫面右上方的[  群組]可讓您依照拍攝時間或地點等詳細資料排列相片或影片的順序。

依序點選並按住縮圖即可選擇多個相片或影片。

您可以在播放畫面中控制播放作業。

如果您夾捏顯示的影像，相冊中的影像將能以膠捲形式來顯示。您可以將影像向左或向右撥動來瀏覽相冊。

以全螢幕顯示相片

點選相片播放畫面之選項功能表中的[填滿顯示區域]。若要取消全螢幕檢視，請點選[適合顯示區域]。



顯示拍攝地點

點選  以顯示地圖，然後再點選  或 。如果相片具有地點資訊，系統會將地點顯示在地圖上。

提示

您可以使用[相機]應用程式來拍攝記錄位置資訊的相片。

自動播放相片(幻燈片)

1. 選擇要以幻燈片形式播放相片的相冊或相片，接著再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

幻燈片播放隨即會開始。

相關主題

分享相片/影片

編輯相片



分享相片/影片

1. 點選並按住要分享相片的相冊或縮圖，接著再點選 ；或點選播放畫面中的 。

2. 點選要用來分享相片或影片的服務名稱。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張貼相片或影片。

提示

依序點選並按住縮圖可選擇多個相片或影片。

相關主題

編輯相片



編輯相片

1. 在播放畫面中點選  (選項功能表) - [編輯]。

2. 點選[圖片庫]。

3. 點選畫面底部的編輯圖示。
您可以在相片中加入各種效果。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亮度 進行相片亮度設定，如明亮區域的亮度設定。

2 效果 進行相片效果設定，如色調分離設定。

3 色彩 進行色彩設定，如彩度設定。

4 編輯 進行相片編輯，如裁剪。

4. 完成編輯時，點選畫面右上方的[儲存]。

相關主題

分享相片/影片



檢查Wi-Fi連線

發生連線問題時，[Wi-Fi 檢查程式]Wi-Fi檢查程式應用程式可讓您檢查平板電腦的Wi-Fi連線。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Wi-Fi 檢查程式]。

[Wi-Fi 檢查程式]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2. 點選畫面右上方的[測試]以開始檢查連線。
系統會依序檢查項目，並指出假設的原因和解決方法。

提示

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設定]可顯示Wi-Fi連線的設定畫面。使用  可返回[Wi-Fi 檢查程式]應用程式。如果點選 

 以顯示主螢幕，當您下次啟動[Wi-Fi 檢查程式]應用程式時，設定畫面將會出現。

相關主題

連接Wi-Fi



閱讀數位書籍

利用平板電腦攜帶喜愛的數位書籍。直覺式的設計最適合在旅途中閱讀書籍，在閱讀時您可以加入書籤、醒目提示及

調整字型大小。您甚至可以與其他相容的裝置同步書籤和加上醒目提示的項目。線上的Reader(TM) Store使購買內
容成為輕而易舉的工作。對於位在無法從Reader(TM) Store購買內容之國家的使用者，您仍然可以藉由從記憶卡載
入書籍(僅限無複製保護的書籍)來享受在平板電腦上閱讀的樂趣。

加入書籤和醒目提示

可調整的字型大小

直覺式的瀏覽設計

與其他相容裝置同步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Reader by Sony]。

[Reader by Sony]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註

Reader(TM) Store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
Reader(TM) Store使用Adobe DRM，因此您需要Adobe ID來授與平板電腦檢視保護內容的權限。
如果您沒有Adobe ID，Reader(TM) Store會使用您用來建立Reader(TM) Store帳戶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來建
立Adobe ID。
如果您已擁有Adobe ID，系統會提示您提供正確的電子郵件和密碼來授權給平板電腦。
於Reader(TM) Store購買的電子書會自動顯示在您的媒體庫中。
平板電腦上的[Reader by Sony]應用程式可讓您透過USB或SD記憶卡載入電子書，或藉由直接從平板電腦的瀏覽
器下載內容，享受Reader(TM) Store EPUB或PDF電子書之外的閱讀樂趣。

相關主題

確認狀態列中的下載或更新資訊

從SD記憶卡匯入/匯出內容



註冊平板電腦

Sony建議您註冊平板電腦，以便我們提供更完善的客戶支援。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產品註冊]。

[瀏覽器]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而Sony產品註冊網站也會出現。

2.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註冊平板電腦。

提示

在某些國家/地區，我們會要求您提供如平板電腦隨附之紙本文件、由購買平板電腦之商店所開立之保證書或收據
等資訊，因此請將這些文件備妥。

註

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這項應用程式或服務。



影片

如需此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的說明指南。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gb/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ct/ct/
阿拉伯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ar/
泰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th/
印尼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id/
韓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k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gb/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ct/ct/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a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th/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id/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movies/h_at2/kr/


WALKMAN

如需此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的說明指南。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gb/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ct/ct/
阿拉伯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ar/
泰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th/
印尼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id/
韓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k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gb/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ct/ct/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a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th/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id/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walkman/h_at2/kr/


相簿

如需此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的說明指南。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gb/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ct/ct/
阿拉伯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ar/
泰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th/
印尼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id/
韓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k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gb/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ct/ct/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a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th/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id/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album/h_at2/kr/


Socialife

如需此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的說明指南。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gb/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ct2/
阿拉伯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a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gb/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ct2/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socialife/h_at/ar/


剪貼簿

如需此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應用程式的說明指南。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gb/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ct1/
阿拉伯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ar/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gb/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ct1/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td/scrapbook/h_at/ar/


使用“Gmail”

只要在平板電腦上註冊Google帳戶，便能在平板電腦上使用Gmail。

1.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Gmail]。

[Gmail]應用程式隨即會啟動。

畫面中的顯示內容 說明

1 撰寫電子郵件 撰寫及傳送電子郵件。

2 搜尋 在電子郵件清單中搜尋電子郵件。

3 重新整理 檢查是否有新的電子郵件。

4 選項功能表 進行詳細設定，如管理標籤或配置[Gmail]應用程式的一般設定。

提示

若要查看[Gmail]應用程式的使用詳細資料，請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說明]。



搜尋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Google所提供的Google Play將實用工具或遊戲等應用程式下載至平板電腦。也可以檢查應用程式更新，將
應用程式更新為最新版本。

點選主螢幕右上方的[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接著點選應用程式清單中的[  Play 商店]。

您也可以在電腦中使用Google Play。
http://play.google.com/
這個網站會顯示Google Play，您可以在此管理從Google Play下載並安裝於平板電腦中的應用程式。
若要使用Google Play，您需要登入Google帳戶[細節]。

http://play.google.com/


使用“MediaRemote”

MediaRemote為Wi-Fi遙控器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適用於Sony BRAVIA電視和藍光光碟播放器等裝
置。MediaRemote的鍵盤輸入和內容資訊顯示等各式功能可提升實用性，讓您以更簡單的方式享用Sony裝置，實現
傳統遙控器望塵莫及的酷炫功能。

註

在輸入個人資訊時，請將家用網路的安全性納入考量。

備妥MediaRemote

1. 將Sony裝置連接至家用網路。
如需連線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裝置和Wi-Fi路由器隨附的使用說明書。

2. 將平板電腦連接至Sony裝置連接的家用網路。

3. 在Sony裝置上註冊平板電腦。
如需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播放裝置隨附的使用說明書。

如需[MediaRemote]應用程式的使用說明，請參閱該應用程式中的說明。



使用“TV SideView”

[TV SideView]應用程式是能搭配精選Sony家用裝置(如BRAVIA TV、Blu-ray Disc(TM)播放器及Blu-ray Disc(TM)家
庭劇院系統、Sony之Google TV)的應用程式。
在它的協助之下，您可以將電視節目和內容的相關內容顯示在平板電腦上，不僅提升裝置操作的便利性，還能享受電

視帶來的樂趣。

主要功能

享受電視帶來的樂趣

取得在電視上觀賞之節目或光碟的詳細資料，並在社交網路網站上查看其他觀眾對它的看法。

輕易地尋找各種服務或裝置中的內容

您可以搜尋電視節目、家用網路(DLNA)、服務(如Video Unlimited、Music Unlimited、YouTube、Netflix)、網
站、應用程式及BRAVIA TV上的錄製節目。
傳送訊息

在社交網路網站上發表與觀賞之內容相關的評論。

當做遙控器

點選畫面中的按鈕，以類似實際遙控器的方式進行操作。

使用完整的QWERTY觸控式螢幕鍵盤將文字輸入家用裝置。
顯示瀏覽器時，自由地將游標移動到所需的位置。

提示

若要查看[TV SideView]應用程式的使用詳細資料，請點選  (選項功能表) - [說明].

註

“TV SideView”只能在平板電腦和家用裝置均連接相同無線網路時發揮作用。
某些家用裝置可能無法支援某些功能和服務。

此應用程式可能無法在某些地區/國家內使用。
可搜尋的服務和SNS功能若變更時，恕不另行通知。

支援資訊

英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gb/index.html
法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fr/index.html
德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de/index.html
西班牙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es/index.html
義大利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it/index.html
葡萄牙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pt/index.html
荷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nl/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gb/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fr/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de/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es/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it/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pt/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nl/index.html


俄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ru/index.html
中文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ct/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ru/index.html
http://helpguide.sony.net/apps_c/tvsideview_10/v1_adt/ct/index.html


使用“Media Go”

Media Go是支援在平板電腦和電腦之間進行內容管理和傳輸的電腦軟體。藉由將Media Go安裝在電腦中，您可以將
音樂、相片及影片傳輸到平板電腦。

註

如需Media Go之使用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Media Go之主要功能表中的說明。

將Media Go安裝在電腦中

1. 從電腦存取 http://www.sony.com/mediago/Tablet 並下載Media Go。

2. 在下載的檔案上按兩下。

3. 遵循畫面中的指示安裝Media Go。
在安裝時，如果系統提示您安裝其他軟體元件，請依指示下載及安裝。

使用Media Go將內容傳輸至平板電腦

1. 使用隨附的多功能埠USB纜線連接電腦和平板電腦。

2. 從電腦的開始功能表選擇Media Go以加以啟動。
您可以在平板電腦和電腦之間傳輸內容了。

註

如果[平板電腦的型號名稱]未出現在Media Go畫面的左側，表示電腦無法辨識您的平板電腦。請檢查裝置驅動程
式是否已適當安裝。

如需在電腦上使用Media Go的詳細資訊，請參閱http://www.sony.com/mediago/Tablet。

相關主題

連接電腦

http://www.sony.com/mediago/Tablet
http://www.sony.com/mediago/Tablet


Zinio

Zinio是供平板電腦使用的頂級雜誌應用程式，它能讓讀者即時存取全球數以千計的雜誌刊物。您可以閱讀及下載喜
愛之雜誌的各期刊物或訂閱內容，以及使媒體庫與家用電腦、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密切同步。隨時跟上Rolling
Stone、The Economist、Hello!、US Weekly、T3、Macworld、Travel + Leisure及其他雜誌的流行主題和報導內
容。

主要功能

全世界最大的書報攤帶給您數以千計的雜誌刊物。

全彩頁面或僅限文字模式。

精選的雜誌刊物提供互動式的功能、豐富的媒體型態及獨家的多媒體內容。

備有完整訂閱或單期刊物等形式，您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項目。

立即使媒體庫與其他行動裝置或家用電腦同步。

隨時隨地閱讀喜愛的刊物。

請透過Twitter(@zinio)或Facebook(/zinio)與我們聯絡，或前往blog.zinio.com查閱Zinio部落格。

支援資訊

help@zinio.com
http://www.zinio.com/help

http://www.zinio.com/help


Evernote

Evernote能將平板電腦變成大腦的延伸。
Evernote是一款易於使用的免費應用程式，它能記住平板電腦中的大小事。時時保持井然有序、節省腦力及提高生產
力。Evernote可讓您做筆記、擷取相片、建立待辦事項清單、錄製語音提醒，不論您在家中、辦公室或旅途中，都能
搜尋筆記的內容。

主要功能

使所有筆記與您使用的電腦和裝置同步

建立及編輯文字筆記、待辦事項及工作清單。

儲存、同步及分享檔案

搜尋影像中的文字

依照筆記本和標籤來分類筆記

利用電子郵件將筆記傳送到Evernote帳戶，亦可將推文儲存在帳戶中
將您使用的其他應用程式和產品連接到Evernote
透過Facebook和Twitter與朋友和同事分享筆記

頂級功能

能離線使用筆記本，以便隨時存取

允許其他人員編輯您的筆記本

在Evernote應用程式中新增PIN鎖

支援資訊

位在韓國的客戶：

http://evernote.com/intl/ko/contact/support/
位在其他國家的客戶：

http://evernote.com/contact/support/

http://evernote.com/intl/ko/contact/support/
http://evernote.com/contact/support/


Top HD Games - Gameloft

您可從Gameloft線上商店中的熱門HD Games將高品質的遊戲下載到您的Android平板電腦。您可選擇狂野飆車6、
實況足球2011以及近軌道先鋒聯盟二代這幾款熱門遊戲。

 支援資訊
http://support.gameloft.com/
support@gameloft.com
新加坡

65-6559-6220(星期一至星期五10:30-19:30)
香港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台灣

886-237-65-50-90(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19:00)
印度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澳大利亞

1-800-443-881(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8:00)
紐西蘭

0-800-451-974(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8:00)
沙烏地阿拉伯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泰國

66-2619-9814(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8:0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印尼

62-21-391-8614(星期一至星期五09:00-18:00)
馬來西亞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韓國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菲律賓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南非

0-800-980-825(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19:00)
越南

84-8-6297-11-64(星期一至星期五08:00-17:30)
科威特

僅限電子郵件支援

http://support.gameloft.com/


Xperia Link

您可以使用Xperia(TM)智慧型手機的繫連功能讓平板電腦連接網際網路*。您可以藉由遙控器從平板電腦控制智慧型
手機的繫連設定，因此即使將智慧型手機放置在背包或口袋中，仍然可以讓平板電腦連接網際網路。

* 若要使用此功能，您需要具備繫連功能的Xperia(TM)智慧型手機和[Xperia Link]應用程式。



Skype

撥打免費的Skype對Skype視訊電話，以及在旅途中以Skype費率撥打電話。
撥打免費的語音或視訊電話給Skype上的任何人員，不論他們使用Android或個人電腦，以及傳送即時訊息給親朋好
友。

功能

透過行動網路或Wi-Fi進行Skype對Skype之間的即時訊息、視訊電話及語音電話是免費的*。
從Android撥打價格低廉的電話或傳送SMS給行動電話或室內電話。
傳送圖片、影片及檔案給任何聯絡人。

撥打電話給Skype上的任何人都享有高品質的音效。
面對面交談或利用前後相機展示您目光所及之處。

* 您可能需要支付資料傳輸費用給電信業者。我們建議您使用吃到飽方案或Wi-Fi連線。

支援資訊

http://support.skype.com/

http://support.skype.com/


OfficeSuite Viewer

在平板電腦上利用功能齊全的單一行動Office解決方案來檢視及共用Microsoft Word、Excel、PowerPoint及PDF檔案
和附件。本軟體採用最常用的桌面文件格式，另含有檔案瀏覽器和Google Drive、DropBox、Box及SugarSync等的
整合功能，能協助您管理本機、遠端檔案及電子郵件附件。OfficeSuite Pro是將辦公室效率提升到極致不可或缺的生
產力應用程式。

支援資訊

http://www.mobisystems.com/support.html
support@mobisystems.com

http://www.mobisystems.com/support.html


AccuWeather

AccuWeather提供270萬個地點的天氣預報、支援27種語言，描述性的天氣圖更能增添平板電腦的魅力。在GPS和互
動式谷歌地圖的協助之下，這款免費的天氣應用程式能讓您輕易地從氣象業界最受信任的品牌獲得詳細的即時預報和

新聞。

功能包括惡劣天氣警告、主螢幕小工具、動畫雷達、衛星、特殊生活形態和健康預測、顯示選項等：

動畫雷達適用於北美洲、衛星和互動式谷歌地圖適用於全球各個地點，另有廣播品質的最新天氣影片。

針對雪、冰、雨、風及雷雨等天氣提出惡劣天氣警告。

未來24小時的每小時預測，加上未來15天的白晝和夜晚預測。
詳細資料包括相對濕度、能見度、氣壓、露點、降雨和降雨量、紫外線指數、陣風和風速、風向，以及日出和日

落的AM和PM時間。
RealFeel - AccuWeather的專屬天氣預報系統。由於人體會因為多種天氣狀況導致對當地氣溫產生比實際氣溫較
溫暖或較寒冷的感受，因此該系統會採用這些狀況來判斷人體對當地氣溫實際的感受。

特殊生活形態天氣和健康預測、特定戶外活動和運動(如高爾夫球、釣魚及慢跑等)的適宜度，以及與健康相關的
天氣預測(如流行性感冒和偏頭痛)。
AccuWeather適用於平板電腦主螢幕的小工具可讓您直接連接完整的應用程式。

註

AccuWeather應用程式權限
http://www.accuweather.com/en/privacy
http://www.accuweather.com/en/legal

支援資訊

(814) 235-8650
http://www.accuweather.com/en/contact
support@accuweather.com

http://www.accuweather.com/en/privacy
http://www.accuweather.com/en/legal
http://www.accuweather.com/en/contact


BIGFLIX for Tablet

BIGFLIX是您的個人專屬的Blockbuster電影院

只要下載這個免費的應用程式即可觀賞串流到Android平板電腦上的Blockbuster電影、最新預告、音樂錄影帶。
無限次數隨意觀賞

能選擇數百部完整長度的強檔電影

涵蓋印度文、坦米爾文、特拉古文、馬來亞拉姆文、孟加拉文、英文及其他等語言的電影。

搜尋及瀏覽電影，以及管理自己的佇列

註

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這項應用程式或服務。
BIGFlix隱私權政策
http://www.bigflix.com/privacy

支援資訊

http://www.bigflix.com/customer-care
ccare@bigflix.com

http://www.bigflix.com/privacy
http://www.bigflix.com/customer-care


mystar

mystar是一個互動式的影片平台，它能讓您串流及觀賞電視節目、電影、音樂、即時活動、獨家影片等，不僅兼具即
時和隨選等特性，只要指尖輕按便能收看您最愛的STAR網路頻道，包括Star Plus、LifeOK,、Channel [v]、Star
Jalsha、Star Pravah、Star Gold、Star Utsav、Star World、Star One等。

mystar可讓使用者挑選眾多以數種印度語言製作的節目和電影。全球各地的印度觀眾都能在自己喜愛的地點和時間取
用頂級的STAR內容。

不論您的存取方式為何，不管是透過網路、行動裝置、平板電腦、網路電視、數位機上盒及遊戲主機，mystar保證樂
趣絕不打折。

產品 / 服務屬性

mystar是以訂閱為基礎的服務，使用者可以在選擇的裝置上觀賞任何喜愛之節目的任何集數，也能觀賞Live TV。
mystar將提供
電視頻道：涵蓋Star Plus、Life OK、Star Jalsha、Star Pravah、Asianet、Star Vijay等網路頻道的VOD
TV內容。
隨選的熱門Star網路節目：Kyon ki、Kasauti zindagi ki、Just dance等。
國際內容：由New York Post、Fox News、WSJ等廣播業者製播的內容，包括音樂、電影預告、生活方式、
時尚、遊戲等。

電影：由Reliance Big Entertainment、Yashraj、Rajshri、Red Chillies Entertainment等知名製作公司出品的
最新Bollywood電影。
LIVE TV：當電視節目在當地市面上播放時，加入內容的線上串流。

這是第一個提供以多種印度語言(包括印度文、孟加拉文、馬拉提文、坦米爾文、特拉古文及馬來亞拉姆文)製作
之內容的服務。

使用者將擁有一個適用於所有裝置的整合登入帳戶。

註

在某些國家/地區可能無法使用這項應用程式或服務。
(c) 2012 & TM 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此應用程式包含的影像、商標名稱、商標及其他內容係由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所有或已授權給該公司。若未獲得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核准，嚴禁複製或使用。版權所有。

支援資訊

www.mystar.com
hello@mystar.com

http://www.mystar.com/


商標

“Xperia”和“Xperia Tablet”是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 AB的商標。
“Clear Phase”、“Clear Bass”和“xLOUD”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Reader”和“Reader”標誌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Sony Electronics Inc.、Sony和Sony標誌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標誌和“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是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Google、Android平台、Chrome瀏覽器、Gmail網頁郵件服務、Google+、GoogleLatitude位置資訊服
務、Google地圖的地圖繪製服務、Google Places商家清單、Google搜尋、Google Talk即時訊息服
務、Google翻譯的翻譯服務、Google Drive線上儲存服務、Google圖書服務及YouTube視訊社群是Google Inc.
的商標。

Adobe Flash Player Copyright(C) 1996-2011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dobe and
Flash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 Inc.的商標或註冊商標，Sony使用的任何這類符號都已經過授權。
“Crackle” and the Crackl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Crackle, Inc.
Evernote和Evernote大象標誌是Evernote Corporation的商標。
Facebook, the Facebook logo, and the F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Facebook, Inc.
(C) 2011 Gameloft. All rights reserved. Gameloft and the Gamel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Gamelof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iWnn (C) OMRON SOFTWARE Co., Ltd. 2008-2011 All Reserved.
此軟體有一部分是以Independent JPEG Group的作品為基礎。
MPEG Layer-3音訊編碼技術和專利已獲得Fraunhofer IIS和Thomson授權。
本產品乃依據AVC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取得授權，僅供消費者用於以下個人和非商業用途：
(i) 編碼符合AVC標準(“AVC VIDEO”)的視訊，及/或
(ii) 針對由涉及個人和非商業活動之消費者所編碼的AVC VIDEO進行解碼，及/或將取自授權視訊業者的AVC
VIDEO視訊解碼。
未經授權不得用於其他任何用途，亦不得以隱含的方式授與其他任何用途的權限。如需其他資訊，請造訪MPEG
LA, L.L.C.。請參閱HTTP://MPEGLA.COM
本產品乃依據MPEG4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取得授權，僅供消費者用於以下個人和非商業用途：
(i) 編碼符合MPEG4標準(“MPEG4 VIDEO”)的視訊，及/或
(ii) 針對由涉及個人和非商業活動之消費者所編碼的MPEG4 VIDEO進行解碼，及/或將取自授權視訊業者
的MPEG4 VIDEO視訊解碼。
未經授權不得用於其他任何用途，亦不得以隱含的方式授與其他任何用途的權限。如需其他資訊，請造訪MPEG
LA, L.L.C.。請參閱HTTP://MPEGLA.COM
本產品乃依據VC-1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取得授權，僅供消費者用於以下個人和非商業用途：
(i) 編碼符合VC-1標準(“VC-1 VIDEO”)的視訊，及/或
(ii) 針對由涉及個人和非商業活動之消費者所編碼的VC-1 VIDEO進行解碼，及/或將取自授權視訊業者的VC-1
VIDEO視訊解碼。
未經授權不得用於其他任何用途，亦不得以隱含的方式授與其他任何用途的權限。如需其他資訊，請造訪MPEG
LA, L.L.C.。請參閱HTTP://WWW.MPEGLA.COM
(C) 2012 NVIDI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VIDIA, the NVIDIA logo and Tegra are trademarks and/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NVIDIA Corpor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SD, SDHC和SDXC標誌是SD-3C, LLC的商標。



  

TinyURL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inyURL, LLC.
Twitpic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witpic, Inc.
The Twitter name, logo, Twitter T, Tweet, and Twitter bird are trademarks of Twitter,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Wi-Fi、Wi-Fi CERTIFIED標誌、WPA、WPA2和Wi-Fi Protected Setup是Wi-Fi Alliance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Windows Media is either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r trademark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Yfrog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ImageShack Corp.
(C) 2001-2011 Zinio LLC. - San Francisco - New York - London - Barcelona - Taipei -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oft, Outlook, Exchange and ActiveSync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Microsoft Exchange ActiveSync” in the Implementation user interface where appropriate “Microsoft(R)
Exchange ActiveSync(R)” for any printed material (including packaging, literature, marketing materials and
advertising)
(C) 2012 Anne Gutman & Georg Hallensleben / Hachette Livre
引擎由触宝（TouchPal）輸入法提供
TrackID(TM) is powered by Gracenote(TM) Mobile MusicID(TM). Gracenote, Mobile MusicID, and Video
Explore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Gracenote, Inc.
The product utilizes Japanese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technology, LaLaStroke provided by TOSHIBA
Corporation.
LaLaStroke is a trademark of TOSHIBA Corporation.
(R) MobiSystems 2012
RealFeel(R) - AccuWeather’s proprietary weather forecasting system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multiple weather
conditions to determine how the local temperature actually feels, which may be warmer or colder than the
temperature depending on these conditions.
The Skype name, associated trade marks and logos and the “S” logo are trade marks of Skype or related
entities.
(C) 2012 & TM 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 The images, trade names, trademarks and other contents contained
in this application are either owned by or licensed to 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 Any copying or usage of the
same is prohibited unless approved by 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ystar” logo and “mystar” are properties of Star India Private Limited.
HDMI和HDMI⾼畫質多媒體介⾯這些術語，以及HDMI標誌是HDMI Licensing LLC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
或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的系統、產品和服務名稱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本操作說明中沒有特別標明(TM)或(R)標
誌。



規格

作業系統 Android (TM)

處理器
NVIDIA(R) Tegra(R) 3行動處理器

作業頻率 最高1.4 GHz(1核心運作)；最高1.3 GHz(多核心運作)

主要記憶體 記憶體大小(已安裝) 1 GB

顯示器
螢幕大小/解析度 23.8 cm (9.4”) WXGA (1280 × 800)

類型 TFT彩色LCD

儲存空間 容量總計

SGPT121*：16 GB
SGPT122*：32 GB
SGPT123*：64 GB
SGPT131*：16 GB
SGPT132*：32 GB
SGPT133*：64 GB

輸入和輸出
多功能埠 是

耳機插孔 立體聲、迷你插孔 × 1(可做為單聲道麥克風插孔)

無線區域網路 IEEE 802.11a/b/g/n

GPS功能 是

Bluetooth(R)技術 Bluetooth(R)標準版3.0

IR 遙控功能 是

擴充插槽 SD記憶卡插槽 × 1

支援的SD記憶卡 SD、 SDHC、 SDHC UHS-I、 SDXC、 SDXC UHS-I

喇叭 內建立體聲喇叭

麥克風 內建單聲道麥克風

相機(正面) 1M像素

相機(後側) 8M像素

隨附配件 多功能埠USB纜線, 交流電源轉接器, 電源線

主機尺寸

寬度(mm) 239.8 mm

寬度(in) 9.45 in

高度(H1) (mm) 8.8 mm

高度(H1) (in) 0.35 in

高度(H2) (mm) 11.85 mm

高度(H2) (in) 0.47 in

深度(D1) (mm) 174.4 mm

深度(D1) (in) 6.87 in

主機重量

主機重量(g) SGPT12*：570 g
SGPT13*：585 g

主機重量(lb) SGPT12*：1.26 lb
SGPT13*：1.29 lb

* 某些國家/地區未販售某些型號。



功能和規格若有變更時將不再另行通知。



平板電腦未開啟。

電池電力可能過低。

將平板電腦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並為電池充電。

平板電腦可能已完全關閉。

按住電源按鈕約3秒鐘以開啟平板電腦。

當平板電腦使用插座提供的電力時，請確認您已安全地連接平板電腦和多功能埠USB纜線、多功能埠USB纜線和
交流電源轉接器、交流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以及電源線和交流電源插座。

將平板電腦放置於底座(單獨販售)中時，請確認您已安全地連接平板電腦和底座、底座和多功能埠USB纜線、
多功能埠USB纜線和交流電源轉接器、交流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以及電源線和交流電源插座。

如果您未適當關閉平板電腦，電源供應控制器可能會由於程式故障而停止運作。請按住電源按鈕約10秒鐘，接著
再開啟平板電腦來予以重設[細節]。



平板電腦的啟動速度很緩慢。

當您從電源關閉的狀態啟動平板電腦時，它需要一些時間來開機。



電池無法充電。

請確認您已安全地連接平板電腦和多功能埠USB纜線、多功能埠USB纜線和交流電源轉接器、交流電源轉接器和
電源線，以及電源線和交流電源插座。

在使用應用程式([瀏覽器]、[電子郵件]、[相機]或播放影片/音樂)等情況下，如果平板電腦的溫度升高，您可能會無
法為電池充電。當溫度升高時，請關閉執行中的應用程式。等到平板電腦回到正常溫度時，電池也會開始充電。

平板電腦不支援透過USB連接電腦或非Sony指定的市售充電器來為電池充電。



充電指示燈不會亮。

請確認您已安全地連接平板電腦和多功能埠USB纜線、多功能埠USB纜線和交流電源轉接器、交流電源轉接器和
電源線，以及電源線和交流電源插座。

平板電腦不支援透過USB連接電腦或非Sony指定的市售充電器來為電池充電。請使用隨附的交流電源轉接器或指
定的Sony交流電源轉接器來為電池充電。



電池電力的消耗速度增加。

電池的性能已降低。

請聯絡保證書指定的服務/支援中心，以便更換電池。



充電指示燈會閃爍。

當剩餘的電池電力等於或低於15 %時，充電指示燈會緩慢地閃爍(每3秒閃爍一次)。請將平板電腦插上交流電源插
座，並為電池充電[細節]。
即便是剩餘的電池電力等於或低於15 %時，當平板電腦關閉時充電指示燈不會閃爍。

當充電指示燈快速閃爍(每0.5秒閃爍一次)時，表示您的平板電腦可能需要維修。請停止使用平板電腦，並聯絡保
證書指定的服務/支援中心。



在使用平板電腦或為電池充電時，平板電腦和交流電源轉接器的溫度會升高。

在使用平板電腦時或充電時溫度升高是正常的狀況，並不會影響平板電腦的效能。

基於安全考量，平板電腦過熱時會關機。在這種情況下，請在涼爽的區域使用平板電腦，直到平板電腦冷卻為

止。

如果平板電腦的溫度異常升高，表示它可能需要維修。請關閉平板電腦並停止使用交流電源轉接器和平板電腦。

亦請聯絡保證書指定的服務/支援中心。



螢幕變暗。

請確認未將平板電腦的螢幕亮度設定為最低[細節]。

請確認剩餘的電池電力足夠。

請注意避免遮蔽環境亮度感測器。

室外光線良好的場所可能會讓您覺得螢幕變暗。

如果您已啟用亮度自動設定，系統便會根據周遭環境的亮度自動調整螢幕的亮度。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示] - [亮度] - [自動調整亮度]以移除核取符號並停用亮度自動設

定。



螢幕中有異常顯示的小點。

在少數情況下，您會看見LCD螢幕中有微小的黑點。這不是故障[細節]。



找不到Bluetooth(R)裝置。

請確認平板電腦的Bluetooth功能已開啟。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藍牙]，然後將[藍牙]設定為[開啟]。

請確認要配對的Bluetooth裝置已開啟。

當您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藍牙]，然後再點選畫面右上方的 [搜尋裝置]時，可能會無法立即

找到Bluetooth裝置。可能的原因包括平板電腦周遭的裝置數量、與裝置間的距離、環境及訊號狀況。
盡可能使要配對的Bluetooth裝置靠近平板電腦，然後再試一次。

請確認要配對的Bluetooth裝置是在可搜尋的模式下。
配對之市售Bluetooth裝置的Bluetooth功能應已開啟，且應處於可搜尋的模式下。
對於先前曾與平板電腦連接過且目前為中斷連線狀態的Bluetooth裝置，當您要重新連接該裝置時，請先刪
除Bluetooth裝置和平板電腦的註冊後再連接Bluetooth裝置。



平板電腦的運作速度變慢或效能不如預期。

在高溫或寒冷的環境中，平板電腦的運作速度可能會變慢。請在溫度適中的場所使用平板電腦[細節]。

當平板電腦的運作速度變慢或效能不如預期時，關閉平板電腦後再重新開啟可能可以恢復效能。

當平板電腦的資料儲存區已滿時，可能會導致平板電腦的效能不如預期。

解除安裝所有不需要的應用程式。



平板電腦無法運作。

請按住電源按鈕約10秒鐘以使平板電腦強制關閉，接著再開啟平板電腦[細節]。

如果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保證書指定的服務/支援中心。



平板電腦需要初始化。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備份與重設] - [恢復原廠設定]，接著再點選右側功能表底部的[重設平板

電腦][細節]。
資料儲存區內的所有資料都會被刪除，包括Google帳戶資訊、系統資料和設定，以及任何已下載的應用程式資
料。

由於使用者資料在刪除後即無法還原，因此建議您將重要的資料備份起來。

平板電腦會自動重新啟動。



喇叭播放的聲音扭曲失真。

請調整播放音量。

請確認平板電腦的充電量足夠。

將音效關閉後，可能可以改善音質。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音效] - [音效提升] - [設定] - [xLOUD(TM)]或[Clear Phase(TM)]以移除

該設定之方塊中的核取符號。



螢幕亮度不穩定。

如果您已設定螢幕亮度自動調整，系統便會根據周遭光源調整螢幕的亮度。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示] - [亮度] - [自動調整亮度]以移除核取符號並停用亮度自動設

定。



無法調整螢幕亮度。

當您將螢幕亮度設定為自動調整時，便無法手動調整螢幕亮度。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示] - [亮度] - [自動調整亮度]以移除核取符號並停用亮度自動設

定。



螢幕亮度未如預期自動調整。

如果您已設定螢幕亮度自動調整，當螢幕變亮後便不會變暗。這不是故障。當您按下電源按鈕以關閉螢幕(切換為
睡眠模式)，然後再按電源按鈕以再次開啟螢幕時，亮度會恢復為正常亮度。



螢幕消失/意外變暗。

螢幕會在一段時間後自動進入睡眠模式以節省電池電力。

當您按下電源按鈕後螢幕即會再次開啟。

如果您想要變更關閉螢幕進入睡眠模式前要經過的時間，請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顯

示] - [休眠]以設定時間。
如果您將進入睡眠模式前的時間設定為較長的時間間隔，電池電力的損耗也會變快。



觸控式螢幕的運作不如預期。

請確認您使用觸控式螢幕的方法是正確的[細節]。

當觸控式螢幕受損(刮傷等)時，請聯絡保證書指定的服務/支援中心。

如果觸控式螢幕無法運作，請先關閉平板電腦，接著再開啟一次。

如果您無法關閉平板電腦，請按住電源按鈕約10秒鐘以使平板電腦強制關閉，接著再開啟平板電腦[細節]。



日期和時間已重設。

當剩餘的電池電力過低時，日期和時間可能會重設。

為電池充電並重新設定日期和時間[細節]。



您想要關閉點選音效(操作音效)。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音效] - [觸控音效]以移除核取符號並停用點選音效。

按住平板電腦的VOL –(音量)按鈕，直到螢幕中的音量指標縮到最小。



轉動平板電腦時螢幕不會隨著旋轉。

某些應用程式不支援螢幕旋轉功能。這不是故障。



您想要關閉螢幕旋轉功能。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協助工具] - [自動旋轉螢幕]以移除核取符號並關閉螢幕旋轉功能。



您想要停用螢幕鎖定功能/在不鎖定螢幕的情況下使用平板電腦。

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 [安全性] - [螢幕鎖定]，然後再點選[無]以停用鎖定功能。



在旋轉螢幕時，內建喇叭播放的聲音會中斷。

如果在使用內建喇叭時旋轉螢幕，聲音可能會中斷。這不是故障。



無法顯示檔案或無法播放檔案。

資料可能已受損。

請確認資料的檔案格式是平板電腦支援的格式[細節]。

請確認檔案的格式是應用程式支援的格式。



影片中斷/跳動/無法與音訊同步。

請確認檔案的格式是應用程式支援的格式[細節]。

請關閉平板電腦，接著再重新啟動。

資料可能已受損。

請確認未有其他應用程式在背景中執行耗用大量處理器資源的工作。



平板電腦無法接收GPS訊號，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定位。

請移至GPS訊號接收良好且能清楚看到天空的區域[細節]。



GPS定位的結果與實際位置不符。

請移至GPS訊號接收良好且能清楚看到天空的區域[細節]。



相機拍攝的相片和影片模糊不清。

請確認相機鏡頭或保護蓋上的凝結物或灰塵已清除[細節]。



“遙控裝置”應用程式無法學習某些操作。

您的平板電腦可能無法學習某些遙控器作業，須視IR遙控器而定。這不是故障。

平板電腦的IR資料連接埠可能未正對著遙控器的IR資料連接埠。請查看平板電腦之IR資料連接埠的位置，然後再
嘗試以大約20公釐 - 50公釐的間隔配對平板電腦和遙控器的IR資料連接埠[細節]。



某些應用程式無法以選擇的語言顯示。

某些應用程式無法與在平板電腦之語言設定中選擇的語言相容，因此會以其他語言顯示。



無法解除安裝某些應用程式。

無法解除安裝(刪除)某些應用程式。這不代表平板電腦發生故障或應用程式中有錯誤。



出現行動電話或智慧型手機專用的網站。

某些網站會以行動電話或智慧型手機的配置來加以顯示。



您無法使用網際網路電話或語音交談。 (SGPT13)

請使用Wi-Fi來撥打網際網路電話或進行語音交談。



平板電腦無法連接Wi-Fi網路。

請確認Wi-Fi功能已開啟。
依序點選[  應用程式及小工具] - [  設定] -[Wi-Fi]，然後將[Wi-Fi] 設定為[開啟]。

請確認裝置之間沒有阻礙訊號傳遞的物件，且裝置之間的距離並未過遠[細節]。

使用[Wi-Fi 檢查程式]應用程式來檢查Wi-Fi連線[細節]。

變更存取點的頻道設定可能可以讓您成功連線。

請確認存取點的[網路 SSID]和[安全性]已正確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