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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數位媒體插槽卡（僅限特定機型）

選購的數位卡提供安全的資料儲存及方便的資料分享方式。這些介面卡通常適用於具備數位媒體的相機
和 PDA，以及其他電腦。

數位媒體插槽支援下列數位卡格式：

● Memory Stick (MS)

● Memory Stick Pro (MSP)

● MultiMediaCard (MMC)

● Secure Digital Input/Output (SD I/O)

● Secure Digital (SD) 記憶卡

● xD 圖形卡 (XD)

● xD 圖形卡 (XD) Type M

小心 為避免數位卡或電腦受損，請勿將任何類型的介面卡插入數位媒體插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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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記憶卡

小心 為避免記憶卡接頭受損，請輕輕插入記憶卡。

1. 拿取記憶卡時，必須將記憶卡的標籤朝上且接頭對著電腦。

2. 輕輕將卡片推進數位媒體插槽，直到卡片卡住就定位。

系統偵測到裝置時會發出通知音效。

注意 您第一次插入記憶卡時，工作列最右端的通知區域內會顯示「找到新硬體」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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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並取出記憶卡

小心 為避免資料遺失或系統停止回應，請先停止記憶卡再取出。

1. 關閉與記憶卡相關聯的所有檔案和應用程式。

注意 若要停止傳輸資料，請按一下作業系統複製視窗內的「取消」。

2. 停止記憶卡：

a. 按兩下工作列最右端之通知區域內的「安全地移除硬體」圖示。

注意 若要顯示「安全地移除硬體」圖示，請按一下通知區域內的「顯示隱藏的圖示」
圖示（< 或 <<）。

b. 按一下記憶卡清單。

c. 按一下「停止」。

3. 按記憶卡 (1)，再將記憶卡從插槽 (2) 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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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ExpressCard

ExpressCard 是新一代的高效能 PC 卡，插入 ExpressCard 插槽中使用。

ExpressCard 和標準 PC 卡一樣，是根據個人電腦記憶卡國際協會 (PCMCIA) 的標準規格而設計。

設定 ExpressCard
請只安裝裝置的必要軟體。如果 ExpressCard 製造商要求您安裝裝置驅動程式：

● 請安裝作業系統專用的裝置驅動程式。

● 請勿安裝 ExpressCard 製造商提供的其他軟體，例如卡片服務、通訊端服務或啟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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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ExpressCard
小心 為避免電腦和外接式媒體卡受損，請勿將 ExpressCard 插入 PC 卡插槽，或將 PC 卡插入
ExpressCard 插槽。

小心 若要避免接頭受損：

請輕輕插入 ExpressCard。

請勿於使用 ExpressCard 時移動或搬動電腦。

ExpressCard 插槽可能有保護裝置。您必須先取出保護裝置，才可以插入 ExpressCard。

若要鬆開和取出保護裝置：

1. 按壓保護裝置 (1) 解除鎖定。

2. 將保護裝置從插槽 (2) 拉出。

若要插入 ExpressCard：

1. 拿取卡片時，必須將卡片的標籤朝上且接頭對著電腦。

2. 將卡片輕輕插入 ExpressCard 插槽，直到卡片正確固定。

系統偵測到裝置時會發出通知音效。

注意 您第一次插入 ExpressCard 時，工作列最右端的通知區域內會顯示「找到新硬體」
訊息。

注意 ExpressCard 會在插入後持續耗電，即使處於閒置狀態。因此為了節約電力，未使用
ExpressCard 時請將其停止或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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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並取出 ExpressCard
小心 為避免資料遺失或系統停止回應，請先停止 ExpressCard 再取出。

1. 關閉與 ExpressCard 相關聯的所有程式並完成所有的活動。

注意 若要停止傳輸資料，請按一下作業系統複製視窗內的「取消」。

2. 停止 ExpressCard：

a. 按兩下工作列最右端之通知區域內的「安全地移除硬體」圖示。

注意 若要顯示「安全地移除硬體」圖示，請按一下通知區域內的「顯示隱藏的圖示」
圖示（< 或 <<）。

b. 按一下 ExpressCard 清單。

c. 按一下「停止」。

3. 鬆開並取出 ExpressCard：

a. 輕按 ExpressCard (1) 解除鎖定。

b. 將 ExpressCard 從插槽 (2) 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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