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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USB 裝置

通用序列匯流排 (USB) 是一種硬體介面，能將選購的外接式裝置（例如 USB 鍵盤、滑鼠、磁碟機/光碟
機、印表機、掃描器或集線器）連接至電腦或選購的擴充產品。集線器為系統提供額外的 USB 埠，可
用來連接電腦或另一個集線器。

本電腦有 3 個 USB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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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USB 裝置

小心 為避免 USB 接頭受損，在連接 USB 裝置時，請不要太用力。

若要將 USB 裝置連接至電腦，請將裝置的 USB 纜線連接至 USB 埠。 偵測到裝置時，您會聽到一個聲
音。

注意 在第一次連接 USB 裝置時，工作列最右邊的通知區域會出現「正在安裝裝置驅動程式軟
體」的訊息。

停止 USB 裝置

小心 為防止資料遺失或系統停止回應，在取出 USB 裝置之前，請先加以停用。

小心 為避免 USB 接頭受損，中斷連接 USB 裝置時，請不要用力拉纜線。

若要停止 USB 裝置：

1. 在工作列最右邊的通知區域中，連按兩下「安全地移除硬體」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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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一下清單上的裝置名稱。

注意 如果 USB 裝置未列出，則在您將該裝置取出之前，不需要先加以停用。

3. 按一下「停止」，然後按一下「確定」。

所需的 USB 軟體
有些 USB 裝置需要額外的支援軟體，通常會隨附裝置提供。有關裝置特定軟體的其他資訊，請參閱該
裝置的使用指南。

USB 舊版支援
USB 舊版支援（預設已啟用）可讓您

● 在啟動期間或在非 Microsoft® Windows® 應用程式或公用程式中，請使用連接到電腦上 USB 埠
的 USB 鍵盤、滑鼠或集線器。

● 從選購的外接式多工插槽啟動或重新啟動。

USB 舊版支援的出廠設定呈啟用狀態。 若要停用或啟用 USB 舊版支援：

1. 啟動或重新啟動電腦以開啟電腦設定 (Computer Setup)，然後在螢幕左下角顯示 "F10 = ROM
Based Setup" 訊息時，按下 f10 鍵。

2. 使用方向鍵選取「「系統設定」>「裝置配置 (Device Configurations)」」，然後按下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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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方向鍵來啟用或停用 USB 舊版支援，再按下 f10 鍵。

4. 若要儲存您的偏好設定並離開電腦設定 (Computer Setup)，請使用方向鍵來選擇「檔案 (File)」>
「儲存變更後離開 (Save Changes and Exit)」。然後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當電腦重新啟動時，您的偏好設定便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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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接駁接頭

接駁接頭可讓您將電腦連接至選購的接駁裝置。選購的接駁裝置提供額外的埠和接頭，可與電腦一起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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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紅外線埠

電腦與 IrDA 相容 － 每秒 4 MB (Mbps) 標準速率 － 而且可與其他 IrDA 相容的紅外線裝置通訊。

紅外線埠支援的最低連結速度為每秒 115 Kbps，最高連結速度為每秒 4 Mbps。紅外線的效能會根據紅
外線週邊設備的效能、紅外線裝置間的距離，以及使用的應用程式而有所不同。

紅外線訊號是透過看不見的紅外線光束來傳送，而且不能擋住傳輸的路徑。

ZHTW 5



索引

U
USB 埠, 識別 1
USB 軟體 2
USB 集線器 1
USB 裝置

所需的軟體 2
停用 2
連接 2
說明 1

USB 舊版支援 2
USB 纜線, 連接 2

九畫

紅外線 5

十一畫

埠

USB 1
紅外線 5

接駁接頭 4
軟體

USB 裝置 2

十二畫

集線器 1

二十五畫以上

纜線

USB 2

6 索引 ZHTW




	使用 USB 裝置
	連接 USB 裝置
	停止 USB 裝置
	所需的 USB 軟體
	USB 舊版支援

	使用接駁接頭
	使用紅外線埠
	索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SyntheticBoldness 1.0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Remo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Oblique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Symbol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Roman
    /ZapfDingbats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6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33333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ENU <FEFF0046004f005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360020004f004e004c0059000d0048005000490045002000530063007200650065006e0020004f007000740069006d0069007a0065006400200053006500740074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360020004f004e004c0059>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