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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本指南旨在協助您透過全新 Surface Pro 4 和 Surface 手寫筆的重要功能來運作。Surface.com 網站

可以找到更多線上說明：請前往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urface.com 網站上

的資訊也可透過 Surface Pro 4 上的 Surface 應用程式取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指南稍後說

明的 Surface 應用程式。  

認識 Surface Pro 4    
熟悉 Surface Pro 4 內建的功能。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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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Surface Pro 4 功能的快速概觀：   

電源按鈕  
按下電源按鈕，即可開啟 Surface Pro 4。此外，您也可以使用電源按鈕，使 

Surface 進入睡眠狀態，並在您再次準備好開始工作時將它喚醒。  

觸控螢幕  採用 12.3 吋顯示器，具備 3:2 外觀比例和 2736 x 1824 解析度，可觀賞 HD 電影、

瀏覽網路以及使用喜愛的應用程式。  

新版 Surface G5 觸控處理器提供高達 Surface Pro 3 兩倍的觸控精確度，並且讓您

可以用手指來選取項目、放大並到處移動項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 觸

控螢幕。 

Surface 手寫筆  手寫筆就像真的筆一樣，讓您享有自然書寫的體驗。使用 Surface 手寫筆可以啟動 

Windows 中的 Cortana，或者開啟 OneNote，以便快速寫筆記或抓取螢幕擷取畫

面。   

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手寫筆 (Surface Pro 4 版本)，取得詳細資

訊。  

支架  
將支架翻開，就能舒適地在桌上、沙發上工作或玩樂，或甚至以免持方式進行簡

報。  

Wi-Fi 和  

Bluetooth®  
Surface Pro 4 支援標準 Wi-Fi 通訊協定 (802.11a/b/g/n/ac) 和 Bluetooth 4.0。您可

以連線到無線網路並使用 Bluetooth 裝置，例如滑鼠、印表機和耳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新增 Bluetooth 裝置和將 Surface 連線

至無線網路。  

相機  
Surface Pro 4 配備兩台相機，可用來拍攝照片和錄製影片：8 百萬像素後方相機 

(具有自動對焦功能)，以及 5 百萬像素高解析度前方相機。兩台相機都可錄製 

1080p 影片，外觀比例為 16:9。隱私權光線位於兩台相機的右側。   

Surface Pro 4 還配備紅外線 (IR) 臉部偵測相機，讓您不需要輸入密碼就能登入 

Window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Windows Hello。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拍照和錄製影片以及使用 

Surface 3、Surface Pro 4 和 Surface Book 上的自動對焦。  

麥克風  Surface Pro 4 前方和後方都設有麥克風。前方麥克風可用來通話及錄音。它的消除

噪音功能已進行最佳化，能與 Skype 和 Cortana 搭配使用。  

立體聲喇叭  
立體聲前置喇叭提供身歷其境的音樂和電影播放體驗。若要深入了解，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聲音、音量及音訊配件。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he-surface-touchscree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he-surface-touchscree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he-surface-touchscree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add-a-bluetooth-de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add-a-bluetooth-de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networking-and-connectivity/connect-surface-to-a-wireless-network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networking-and-connectivity/connect-surface-to-a-wireless-network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networking-and-connectivity/connect-surface-to-a-wireless-network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networking-and-connectivity/connect-surface-to-a-wireless-networ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ecurity-sign-in-and-accounts/windows-hello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ecurity-sign-in-and-accounts/windows-hello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autofocu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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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埠與連接器  Surface Pro 4 配備您所期望的連接埠，就像完整功能的膝上型電腦所

具有的一樣。  

全尺寸 USB 3.0 連接埠  

連接 USB 配件，例如滑鼠、印表機、乙太網路卡、USB 磁碟機或智慧

型手機。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連接 USB 滑鼠、

印表機及其他配件。  

Surface Connect  

如果電池電力偏低，請將隨附的電源供應器連接到 Surface Connect 

充電連接埠。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電

池和電源。  

如果您使用 Surface 擴充座 (需另行購買)，須透過 Surface Connect 充

電連接器與擴充座連接器將 Surface 連接至擴充座，以傳輸電力和資

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擴充

座。  

MicroSD 記憶卡插槽  

microSD 記憶卡插槽和 microSD 記憶卡 (需另行購買) 可做為傳輸檔案

及額外儲存空間之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儲存選項。  

Mini DisplayPort 1.2 版  

將 Surface 連接至 HDTV、螢幕或投影機，即可立即分享 Surface 畫面

上的內容 (視訊卡需另行購買)。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將 Surface 連接到電視、監視器或投影機。  

3.5 mm 耳機插孔  

插入您喜愛的耳機，就能在聆聽音樂或進行會議電話時得到些許隱

私。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聲音、音量

及音訊配件。  

保護蓋連接器  

扣入纖薄、輕盈的 Surface Pro 4 實體鍵盤護套 (需另行購買)，當您外

出奔忙時，將隨時有鍵盤可以使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實體鍵盤護套。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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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Windows 10 Pro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提供全新功能及多種選擇，無論您是在學校、家裡或是

外出，都能隨時隨地享受休閒娛樂，同時保持高生產力。  

若要深入了解 Windows，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開始使用 

Windows 10。  

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 [開始] 功能表上主打的內建應用程式，並從 Windows 市

集安裝更多應用程式。若要深入了解，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應

用程式總覽並取得更多應用程式。   

您也可以在 Surface Pro 4 上安裝並使用所有喜愛的傳統型應用程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在 Surface 上安裝和解除

安裝應用程式。  

處理器  
第 6 代 Intel Core 處理器所提供的速度和功能，讓您享有順暢快速的

超高效能。   

記憶體與儲存空間   
Surface Pro 4 提供高達 16 GB RAM 和 512 GB 儲存空間的配置。請參

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儲存空間，取得有關可用磁碟空間的

資訊。  

若要了解 Surface Pro 4 其他儲存選項，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儲存選項。  

感應器  

加速計、磁力計、陀螺儀、周遭環境光感應器、霍爾效應、Wi-Fi SAR 

這六種感應器可讓應用程式執行如追蹤動作和判斷位置等工作。  

設定您的 Surface Pro 4   

為 Surface Pro 4 充電    
1. 連接電源線的兩個部分。  

2. 將電源線牢牢地連接到充電連接埠。  

3. 將電源供應器插入電源插座。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snew-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snew-cortana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all-about-app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all-about-app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install-apps-and-program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install-apps-and-program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torage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torage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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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保護蓋   

  

如果您擁有適用於 Surface Pro 4 的實體鍵盤保護蓋 (需另行購買)，請將保護蓋扣入定位並打開支架。   

設定您的 Surface Pro 4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 Surface Pro 4。Windows 隨即啟動並帶領您執行設定步驟。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設定您的 Surface。  

基本概念  

電源和充電  
Surface Pro 4 從耗盡的狀態到完全充好電只要 2 到 4 個小時。Surface 充電時，如果您使用 Surface 

進行需要耗用電源的活動，例如玩遊戲或視訊串流，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您可以在 Surface Pro 4 電源供應器上使用 USB 連接埠，在為 Surface 充電時，為電話等其他裝置

充電。電源供應器上的 USB 連接埠僅供充電之用，無法用來傳輸資料。如果您要使用 USB 裝置，

請將它插到 Surface 上的 USB 連接埠。   

    

查看電池電量  

您可以從鎖定畫面或從桌面查看電池電量：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getting-started/set-up-your-surface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getting-started/set-up-your-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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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畫面：   

當您喚醒 Surface 時，鎖定畫面右下角會顯示電池

狀態。  

  

桌面工作列：   

工作列右側會顯示電池狀態。選取電池圖示，畫面

即會顯示充電與電池狀態，包括目前剩餘電量等相

關資訊。  

  

延長電池續航力   

如需如何照護您的電池和電源供應器、節省電力，及延長 Surface 電池續航力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電池和電源 。   

觸控功能、鍵盤、手寫筆和滑鼠  
Surface 可讓您輕鬆切換使用觸控螢幕、鍵盤、滑鼠或手寫筆。   

• 觸控： 您可以使用手指在觸控螢幕上滑動，如同操作智慧型手機一般。例如，用手指在螢幕

上拖曳，即可捲動。如需查看可使用的手勢，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觸控螢幕。

您也可以在觸控螢幕上打字 - 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如何使用 Surface 觸控式鍵盤。 

• 實體鍵盤護套鍵盤和觸控板。 Surface Pro 4 實體鍵盤護套 (需另行購買) 扣入定位，即可打字並

反折到另一面，以將 Surface 當做平板電腦使用。由於護套的尺寸完全符合您的 Surface Pro 4，

因此蓋上護套可使 Surface 進入睡眠狀態，並保護觸控螢幕。實體鍵盤護套包含支援 Windows 

10 手勢的觸控板。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觸控板用法和設定。  

• Surface 手寫筆： 使用 Surface Pro 4 隨附的 Surface 手寫筆做筆記、繪圖及標記文件。按一下

頂端按鈕，可立即在 OneNote 中寫筆記，按兩下可在 OneNote 中直接擷取畫面，或按住按鈕

一兩秒鐘，以開啟 Cortana。利用筆尖自然地書寫、繪圖和點選 - 當筆尖靠近螢幕時，Surface 

會忽略手的觸控。將手寫筆翻過來，透過頂端按鈕來清除。靠近筆尖的按鈕可讓您按一下右鍵，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battery-and-pow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he-surface-touchscree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he-surface-touchscree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touch-mouse-and-search/how-to-use-the-on-screen-keyboard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touch-mouse-and-search/how-to-use-the-on-screen-keyboard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touch-mouse-and-search/how-to-use-the-on-screen-keyboard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ouchpad-a-builtin-mous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ouchpad-a-builtin-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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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須變更握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手寫筆 (Surface 

Pro 4 版本)。  

• USB 或 Bluetooth® 鍵盤和滑鼠。若要深入了解，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連接 USB 滑鼠、

印表機及其他配件和新增 Bluetooth 裝置。  

讓您的 Surface 保持最新狀態  
Microsoft 會發佈可改善 Windows 軟體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更新，以及系統和硬體更新 (亦稱為韌

體更新)，以協助改善 Surface 硬體的穩定性和效能。如需如何讓 Surface 保持在最新狀態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安裝 Surface 和 Windows 更新。  

上線  
Microsoft Edge 與 Cortana 搭配使用，有助您善加利用網際網路，您也可以使用 

Surface 手寫筆或觸控，建立可儲存或分享的網路筆記。  

  

若要開啟 Microsoft Edge，請從 [開始] 或工作列選取程式。或者，移至 [開始] ，並選取 [所有應

用程式] > [Microsoft Edge]。  

  

瀏覽秘訣  
Microsoft Edge 視窗右上角的圖示，可讓您輕鬆進行一般工作。  

  

 選取 [新增到我的最愛] 和閱讀清單 ，以將網頁加入您的閱讀清單或我的最愛資料夾。 

 選取 [中心] ，以檢視 [我的最愛] 、[閱讀清單] 、[歷程記錄] ，或 [下載] 。 

 選取 [閱讀檢視] ，以清開所有內容，只顯示您正在閱讀的文章。再選取一次即可檢視整個

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 Microsoft Edge 和什麼是 Cortana？。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connect-a-usb-phone-camera-mouse-and-mor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add-a-bluetooth-de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add-a-bluetooth-de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performance-and-maintenance/install-software-updates-for-surfa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performance-and-maintenance/install-software-updates-for-surfac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microsoft-edg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microsoft-edg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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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和登入  
當您設定 Surface 時，會為您設定帳戶。您可以在之後為親朋好友建立其他帳戶，因此使用您 

Surface 的每個人可隨意設定帳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帳戶總覽。  

您可以使用數種方式登入 Surface Pro 4：  

使用登入畫面  
1. 按下電源按鈕，以開啟或喚醒 Surface。  

2. 向上撥動畫面或點選鍵盤按鍵。  

3. 如果此時畫面顯示的是您的帳戶名稱和圖片，請輸入密碼，然後選取向右鍵或按下鍵盤的 

Enter 鍵。  

4. 如果您看見不同的帳戶名稱，請從左側清單中選取您自己的帳戶。然後輸入您的密碼，並選

取向右鍵或按下鍵盤的 Enter 鍵。  

  

使用 Windows Hello 登入  
由於 Surface Pro 4 有紅外線 (IR) 照相機，因此，您可以設定 Windows Hello，只要看一眼螢幕即可

登入。   

如果您擁有配備指紋識別碼的 Surface Pro 4 實體鍵盤護套 (需另行購買)，您可以設定利用觸控登入 

Surfac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什麼是 Windows Hello？。  

登出  
登出方法如下：   

 移至 [開始]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名稱。然後選取[登出]。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ecurity-sign-in-and-accounts/all-about-account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ecurity-sign-in-and-accounts/all-about-account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hello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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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Windows 10   
以下為部分有關 Windows 10 的基本概念。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開始使用 

Windows 10。  

移至 [開始]  

選取工作列中的 [開始] ，或按下鍵盤上的開始鍵 ，以開啟 [開始] 功能表。  

 在 [開始] 功能表的左下角，您會看到連至 [檔

案總管]、[設定]、[電源] (關閉、睡眠和重新

啟動)，以及 [所有應用程式] 的快速連結。   

 您最常用的應用程式會顯示在左上角。  

 您的名稱和設定檔圖片會顯示在左側的頂端。

選取以變更您的帳戶設定、鎖定畫面或登出。   

  

開始畫面上的磚可當做應用程式的快速連結。您

可以隨時重新排列磚、調整磚大小，以及移除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您喜

歡它嗎？可以釘選它。  

重要訊息中心  

從畫面右側向內撥動，或選取工作列中的 [重要訊息

中心] ，以開啟 [重要訊息中心]。   

您可以在此處調整常見設定，例如 Wi-Fi 連線或螢

幕亮度、開啟 OneNote、建立連至其他螢幕的無線

連線，及其他項目。如果有等候中的通知，這些通

知會顯示在重要訊息中心的頂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立即採

取動作。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et-to-know-windows-10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et-to-know-windows-10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love-it-pin-it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love-it-pin-it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take-action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tak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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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搜尋隨時準備好可供使用。選取工作列中的搜尋方塊，並輸入您的問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隨時隨地進行任何搜尋。  

或者，移至 [開始] ，並選取 [Cortana] 。您也可以按住 Surface 手寫筆上的頂端按鈕一兩秒，

以開啟 Cortana。  

如需詳細資訊，包括個人化 Cortana 的秘訣，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什麼是 Cortana？。  

  

工作檢視和虛擬桌面  

從畫面左側向內撥動，或從工具列選取 [工作檢視] ，以查看所有開啟的應用程式。選取要專注使

用的應用程式，或在應用程式右上角按一下 X，以關閉應用程式。  

  

當在 [工作檢視] 中時，可選取右下角的 [新增桌面]，以建立新的虛擬桌面。每個虛擬桌面可擁有自

己一套開啟的應用程式。若要在桌面之間切換，請開啟 [工作檢視]，並選取桌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將應用程式分組至桌面。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search-for-anything-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search-for-anything-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roup-app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roup-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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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移至 [開始] ，並選取 [設定]，以便存取您的所有設定。 

 

 

 

 

 

  
  

 

 

Surface Pro 4 鍵盤和觸控板的實體鍵盤護

套  
Surface Pro 4 實體鍵盤護套扣入定位之後，即成為傳統鍵盤、

具備手勢功能的觸控板及具保護作用的護套，這個纖薄的產品一

應俱全。  

蓋上護套後，Surface Pro 4 會隨即進入睡眠狀態。將保護蓋反

折，即可將 Surface 當做平板電腦使用。而且，保護蓋反折時，

Surface 不會偵測任何按鍵動作。  

如需有關實體鍵盤護套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實體鍵盤護套。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yp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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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Pro 4 實體鍵盤護套上的觸控板具有右鍵和左鍵

按鈕，並且支援 Windows 10 的手勢。   

如需有關如何使用觸控板按鈕的示範，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觸控板用法和設定。  

  

儲存空間和 OneDrive   
Surface Pro 4 提供高達 16 GB RAM 和 512 GB 儲存空間。您可以使用 OneDrive、USB 磁碟機，以

及 microSD 卡，以擴充儲存選項。如需有關內部和卸除式儲存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 儲

存選項。  

OneDrive   
OneDrive 是 Microsoft 帳戶隨附的線上儲存空間。將您的文件、相片及其他檔案儲存到 

Surface 上的 OneDrive 資料夾，只要您擁有網際網路連線，它們會同步到雲端上的 

OneDrive。您可從任何已連上網路的裝置使用雲端上的複本。如果您想要，您可以與其

他人分享 OneDrive 中的部分資料夾，或傳送給某人僅單一頁面的連結。為了節省 

Surface 上的空間，您可以選擇不要同步部分 OneDrive 資料夾。您仍可登入 OneDrive.com， 

下面說明如何選擇要同步的資料夾：   

1. 在工作列中選取 [檔案總管] ，並開啟 OneDrive 資料夾。  

2.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OneDrive 中的任何資料夾，並選取 [選擇要同步的 OneDrive 資料夾]，

以產生 OneDrive 帳戶中所有資料夾的清單。  

3. 選取您要同步到 Surface 的資料夾，然後選取 [確定]。   

將您正在運作的檔案儲存到 OneDrive   

若要將傳統型應用程式的檔案直接儲存到 OneDrive，請選擇 [另存新檔] 畫面之左側面板中的 

OneDrive。然後巡覽至您要儲存檔案的所在資料夾。    

如需有關 OneDriv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您電腦上的 OneDriv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ouchpad-a-builtin-mous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ouchpad-a-builtin-mouse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surface-storage-options
http://onedrive.com/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onedriv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one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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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手寫筆和 OneNote   
使用 Surface Pro 4 隨附的 Surface 手寫筆，來開啟 Cortana 或 OneNote、抓取螢幕擷取畫面，或在

任何支援筆跡的應用程式中書寫或繪圖。  

Surface 手寫筆功能  

  
  

具磁性的表面  
使用筆蓋平面一端上的磁鐵，即可將您的 Surface 手寫筆吸附到 

Surface Pro 4，或者連接任何具磁性的表面。  

LED  • 當手寫筆處於配對模式時，LED 會發出白光。  

• 當電池電力不足時，LED 會發出紅光。  

頂端按鈕  Bluetooth 技術會將您的 Surface 手寫筆連結到 Surface：  

• 按住頂端按鈕可以喚醒 Cortana 或 [搜尋]，然後就能在螢幕上輸入

問題。  

• 按一下頂端按鈕可以開啟 OneNote。   

• 按兩下可以抓取螢幕擷取畫面並貼到 OneNote。  

• 若要清除，請將手寫筆翻過來，將頂端當做橡皮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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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鍵按鈕  
手寫筆平面一端、突起的尖端可以在許多應用程式中當做右鍵按鈕使

用。   

只要在點選螢幕時按住按鈕即可。在某些應用程式中，右鍵按鈕可能

會以不同方式運作。   

筆尖  從手寫筆筆尖套件 (需另行購買) 中選擇您喜愛的筆尖。筆尖會與 

Surface 內建的防掌心技術和多點敏感度搭配運作，讓您可以自然地書

寫和繪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手寫筆 (Surface Pro 4 版本)。  

將手寫筆與 Surface 配對  
如果您在設定 Surface 時未配對手寫筆，可以立即配對。  

1. 移至 [開始] ，然後選取 [設定] > [裝置] > [Bluetooth]。  

2. 確認 [Bluetooth] 是 [開啟]。  

如果 [Surface 手寫筆] 出現在找到的裝置清單中，請選取它，然後選取 [移除裝置]。  

3. 按住手寫筆的頂端按鈕大約 7 秒鐘，直到手寫筆平面一端的燈號亮起白燈為止。  

  

4. 當手寫筆出現在 Bluetooth 裝置清單時，請選取手寫筆，然後選取 [配對]。  

試用手寫筆頂端按鈕的內建功能  
頂端按鈕會連接到 Surface 上的 Windows 10 功能。   

按住即可喚醒 Cortana 或搜尋  

當您按住頂端按鈕時，Cortana 會開啟 (若未設定 Cortana，則 [搜尋] 會開啟)。請在螢幕上輸入您的

問題。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pen-pr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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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即可開啟快速筆記  

OneNote 是尋找、擷取、組織和分享資訊的絕佳方式。當 Surface 處於睡眠狀態時，按一下手寫筆

的頂端按鈕，您就可以立即寫筆記或素描，而不需要將螢幕解除鎖定。當您正在使用 Surface 時，

按一下頂端按鈕即可開啟 OneNote。  

按兩下將螢幕擷取畫面置入快速筆記  

使用 Surface 手寫筆可以抓取螢幕擷取畫面並複製到 OneNote 中。方法如下：  

1. 顯示您要複製的內容。可能是網頁、相片或您在螢幕上看到的任何項目。   

2. 按兩下 Surface 手寫筆的頂端按鈕。  

3. 在螢幕上，用手寫筆的筆尖從範圍的一角拖曳到對角，選取您要擷取在螢幕擷取畫面中的內

容。當您提起手寫筆筆尖時，您的選取範圍就會出現在 OneNote 的新頁面中。  

現在，您可以使用手寫筆來標記螢幕擷取畫面、將螢幕擷取畫面移到 OneNote 的任何筆記

本，或者與其他人分享。  

熟悉 OneNote   
OneNote 是免費的應用程式，可用於任何裝置 - 甚至是 Mac、iOS 和 Android 裝置。您的資料會存

放在雲端，並在所有裝置之間同步。   

您可以視需求建立任意數量的筆記本。它們都在 OneNote 中。使用章節、頁面及標記以便尋找。搜

尋一本或所有筆記本，迅速找到您想要的內容。  

  



  Surface Pro 4  
  

© 2015 Microsoft   頁 21  

當您按一下手寫筆頂端，OneNote 即可開啟新的快速筆記。您可以將筆記移至任何想要的筆記本和

章節。  

傳送頁面或共用筆記本   

  

共用頁面   

選取右上角的 [共用] ，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或

社交媒體分享 OneNote 中的頁面。   

  

 

 

 

 

 

 

 

 

 

 

 

共用筆記本   

若要取得整個筆記本的連結，以貼到電子郵件

或檔案中：  

選取左上角的 [功能表] ，開啟筆記本清單。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您要分享的筆記本，然後選

取 [複製筆記本連結]。   

您可以在包含筆記本的 OneDrive 資料夾設定

哪些使用者能夠看到筆記本。如需有關設定權

限的資訊，請參閱 Office.com 網站的共用檔案

和資料夾。  

  

請前往 http://www.onenote.com/。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onedrive/share-file-folder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onedrive/share-file-folder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onedrive/share-file-folder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onedrive/share-file-folder
http://www.oneno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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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螢幕、配件和其他裝置   
您可以使用 USB 連接埠、Mini DisplayPort 或 Bluetooth，將螢幕、配件和其他裝置直接連接至 

Surface Pro 4。或者，將所有項目連接至 Surface 擴充座 (需另行購買)。有了 Surface 擴充座，您可

以在透過單一連接器完全連接和完全移動之間切換。  

使用 Surface 擴充座設定您的工作空間   
Surface 擴充座支援視訊、音訊和資料的高速傳輸。其簡潔的設計帶給您彈性，並讓您的桌面保持清

爽乾淨。  

  

  

下面說明如何使用 Surface 擴充座設定您的工作空間：   

1. 將 Surface 擴充座電源線的 AC 端插入電源插座或延長線，並將電源線的另一端插入 

Surface 擴充座上的電源連接埠。  

2. 如果您想要使用有線網路連線，請將網路線連接到 Surface 擴充座的乙太網路連接埠。  

3. 將您的電腦週邊設備連接到 Surface 擴充座的 USB 連接埠。  

4. 將螢幕的纜線連接到 Surface 擴充座的 Mini DisplayPort。如果您的螢幕纜線沒有 Mini 

DisplayPort 連接器，可能需要購買其他纜線或介面卡。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將 Surface 連接到電視、監視器或投影機。  

5. 連接任何音訊配件，例如喇叭或耳機。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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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外接式喇叭，您在使用 Surface 時就聽不到音訊。如果發生這個情形，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疑難排解 Surface 擴充座，了解如何切換到 Surface 的內建喇叭。  

現在您可以使用連至 Surface 上電源連接埠的單一連線，連接到螢幕和周邊設備：   

1. 拔除 Surface 電源供應器，並從 Surface 取下任何連接的配件。您可以將 microSD 記憶卡

留在 microSD 記憶卡插槽中。   

2. 使用提供的纜線將 Surface 擴充座連接到 Surface 的充電連接埠。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擴充座。  

連接或投影至螢幕、畫面或其他顯示器  
如果沒有 Surface 擴充座，或當您離開桌面時，可以將 Surface 連接至電視、螢幕或投影機。或者，

連接到 HDTV，在大螢幕觀賞電影。有多種方法可進行連接：   

• HDTV。如果您的電視具有 HDMI 連接埠，將需要 HDMI 纜線和 Surface Mini DisplayPort 轉 

HD AV 介面卡或 HDMI 轉 Mini DisplayPort 纜線 (兩者皆需要在 Surface.com 網站上另行購

買。)  

• 投影機或螢幕。如果您的螢幕有 DisplayPort，可以使用 DisplayPort 轉 Mini DisplayPort 纜線 

(需另行購買) 將螢幕連接到 Surface。如果您的監視器沒有 DisplayPort 或 HDMI 連接埠，請使

用 VGA 纜線和 Mini DisplayPort 轉 VGA 介面卡。   

注意：VGA 介面卡或纜線僅適用於視訊。除非您已連接外接式喇叭，否則，音訊會透過 

Surface 喇叭播放。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聲音、音量及音訊配

件。   

• 無線。當 Windows 在附近偵測到無線顯示器時，您可以連接到無線顯示器。或者，使用 

Microsoft 無線顯示轉接器 (需另行購買) 連接使用 Miracast 的螢幕。  

下面說明如何連線至無線顯示器：   

1. 在您的 Surface 上，從畫面右側向內撥動，或選取工作列中的 [重要訊息中心] 。  

2. 選取 [連線]，並在顯示器清單中選取無線顯示器的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將 Surface 連接到電視、監視器或投影機。  

攝影機和攝影機應用程式  
根據預設，您可以立即使用內建的 [相機] 應用程式拍照，還可以輕鬆地在相片模式與影片模式之

間切換。若要拍照或錄製影片：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roubleshoot-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troubleshoot-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docking-station-surface-dock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ound-volume-and-speaker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connect-surface-to-a-tv-display-or-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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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至 [開始] ，並選取 [相機]。   

2. 選取螢幕上的 [相機]  或 [影片]  按鈕，啟動您要使用的相機，然後再次選取按鈕，即

可拍照或開始錄影。  

使用時，使用中的相機附近會出現隱私權光線。隱私權光線無法加以關閉。   

檢視相片和影片  
根據預設，您的相片和影片會儲存到 Surface 的 [手機相簿]。您可以選擇儲存到 OneDrive，以便

從任何連接網路的裝置存取它們。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Surface 上使用 OneDrive。  

有幾個方法可以查看您的相片和影片：  

• 相機應用程式： 選取左上角的 [相片] ，開啟 [相片] 應用程式並檢視最新拍攝的照片或影片。

向右撥動即可查看您收藏的其他項目。  

• 相片應用程式：選取左上角的 [檢視收藏] ，即可查看您收藏的其他相片和影片。  

• 檔案總管或 OneDrive 應用程式：移至您的 [圖片] 媒體櫃並開啟 [手機相簿]。  

如需詳細資訊，包括有關變更相片儲存位置及編輯相片和影片的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使用 Surface 拍照和錄製影片。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onedrive-on-surfa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torage-files-and-folders/onedrive-on-surfa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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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Pro 4 上的應用程式   
以下是一些準備就緒，即將在您的全新 Surface Pro 4 上推出的應用程式。  

OneNote  

您可在 Surface 上使用 OneNote 應用程式來做筆記並將筆記儲存在雲端中。有了 

OneNote 之後，您可在需要時透過電腦、手機或網路隨時做筆記。如果您擁有具

備 Bluetooth 功能的 Surface 手寫筆，只要按一下手寫筆的頂端按鈕，就能開啟 

OneNote。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onenote.com。  

郵件  

[郵件] 會自動組織您的收件匣。您可以新增多個帳戶並透過這個程式進行存取。

此外，您也可以向左或向右撥動，為郵件設定標幟、封存或刪除郵件，或者將郵

件標示為已閱讀或未閱讀。請參閱設定並使用電子郵件，以便開始使用。   

行事曆  

使用 [行事曆] 可以管理您的忙碌行程。使用 [接下來要做什麼] 檢視以查看行程，

或者查看整天、整週、工作週或整個月份。   

連絡人  

[連絡人] 應用程式會將您的所有連絡人集合在一個地方。讓您可以快速查看每位

連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網站和其他資訊。   

Microsoft Edge   

Microsoft Edge 可讓您快速、流暢地存取網際網路。您可以在 [閱讀檢視] 中開啟

網頁、將網頁儲存到閱讀清單，或直接在使用 [筆跡] 的網頁上寫筆記。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了解 Microsoft Edge，以取得詳細資料。   

Groove 音樂  

[Groove 音樂] 可讓您存取您的音樂收藏，以及 Surface 的更多功能。   

相機  

[相機] 應用程式可讓您使用 Surface 上的前方或後方相機來拍攝一般相片、連拍

相片或影片。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使用 Surface 拍照和錄製影片，取得操

作說明資訊。   

  

http://www.onenote.com/
http://www.onenote.com/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email-and-communication/mail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email-and-communication/mail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et-to-know-microsoft-edg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get-to-know-microsoft-edg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urface-cam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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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使用 [相片] 應用程式編輯並組織您的相片。裁剪影像、提高影像吸引力、為影像

增加效果，並且將影像設為鎖定畫面背景。   

電影與電視   

[電影與電視] 為您帶來最新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精選影片。它會根據您曾經

觀賞的內容提供建議，讓您輕鬆地找到喜歡的新項目。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

的觀賞電視節目、電影和影片，以便開始使用。   

新聞  

[新聞] 為您帶來最新的新聞，以及深度報導。您可以自訂專題主題，加入更貼近

當地的資訊或突顯您選擇的主題。   

氣象  

天氣應用程式提供每小時、每天和 10 天的預測，以及歷史資訊和年度天氣趨勢。

您也可以增加其他地點，這樣您不僅會看到所在地點的資訊，還能看到可能前往

的地點資訊。   

金錢  

[金錢] 不僅包含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還可讓您追蹤您的投資組合、瀏覽金融新

聞，並且存取用於常見金融工作的工具和計算機。   

運動  

[運動] 可為您提供計分板、賽程、影片、投影片和新聞頭條及專題，協助您隨時

掌握全球運動賽事及喜愛球隊的最新資訊。   

地圖  

[地圖] 可讓您查看目前位置、放大以查看更多細節、縮小以查看較大範圍、捲動

或搜尋新地點、取得路線等等。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watch-tv-shows-movies-and-video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music-photos-and-video/watch-tv-shows-movies-and-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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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應用程式  
Surface 應用程式會預先安裝在 Surface Pro 4 中。請選取應用程式左側的按鈕以進行以下動作：  

調整手寫筆敏感度。  

 

最佳化音訊。  

 

快速存取 Surface 的線上說明。  

 

檢視有關您的 Surface 的資訊，例如序號和電腦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安裝和使用 Surface 應用程式。  

取得更多應用程式  
準備好取得更多應用程式嗎？您可以從 Windows 市集、網站，或者 CD 或 DVD 安裝更多應用程式

和程式。若要深入了解，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在 Surface 上安裝和解除安裝應用程式。  

如需有關 Windows 市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探索市集。  

個人化和設定  
Surface 的外觀與操作幾乎取決於設定控制。藉由調整設定，您可以自訂 Surface 依您偏好的方式

工作。下列是一些不同方式可以尋找及變更您的設定：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surface-app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surface-app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install-and-uninstall-apps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install-and-uninstall-app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explore-the-stor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explore-th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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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設定  

Windows 10 擁有更簡單、簡化的方

法畫面可以調整設定。   

1. 移至 [開始] ，並選取 [設定]。  

2. 選取您要變更或檢視的設定類型。  

您可以在 [尋找設定] 方塊中輸入您要

變更的設定，然後從清單中選擇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設定的嶄新面貌。   

重要訊息中心  
您可以一邊忙碌，一邊在工具列中的

重要訊息中心  變更常見設定，例

如飛航模式和 Wi-Fi。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立即採取動作。  

Cortana  

1. 在工作列中選取搜尋方塊，以開啟 Cortana 。  

2. 詢問您的問題，然後在 [設定] 下方選取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什麼是 Cortana？  

Surface 應用程式  
開啟 Surface 應用程式，以調整 Surface 手寫筆、OneNote 等等的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安裝和使用 Surface 應用程式。  

同步您的設定  
若要了解如何在不同裝置之間同步設定，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關於 Windows 10 中的同步

設定。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a-new-look-for-setting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a-new-look-for-setting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take-action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take-action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what-is-cortana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surface-app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apps-and-windows-store/surface-app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about-sync-settings-on-windows-10-devices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about-sync-settings-on-windows-10-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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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Windows 應用程式中的設定  
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中的設定，變更喜好設定、尋找支援及新增帳戶。  

1. 開啟應用程式並選取 [功能表]  > [設定]。   

2. 選取 [選項]，並進行您要的變更。  

協助工具  
「輕鬆存取」功能可讓您隨意使用 Surface。若要查看哪些功能可以使用：  

 移至 [開始] ，並選取 [設定] > [輕鬆存取]。  

如需關於輕鬆存取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讓您的電腦更容易使用。  

適用於 Surface 的輕鬆存取選項  
您的 Surface 提供下列功能。  

• 朗讀程式： 這個工具可大聲讀出螢幕上的文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com 網站的

使用朗讀程式聆聽文字。  

• 放大鏡： 可讓您將部分或整個螢幕放大，讓您將文字和影像看得更清楚。   

• 高對比： 可讓您使用高對比佈景主題，使 Surface 的螢幕畫面內容更容易閱讀。若要使用高對

比佈景主題，請在 [選擇佈景主題] 下方，選擇任何高對比佈景主題，並選取任意顏色以變更

文字類型或背景顏色，然後選取 [套用]。  

• 隱藏式輔助字幕： 可讓您控制隱藏式輔助字幕的字型和其他功能。  

• 鍵盤： 可讓您使用觸控式鍵盤來控制 Surface。  

• 滑鼠： 可讓您變更滑鼠指標的大小和色彩，並使用數字鍵台來控制滑鼠。  

其他選項  
這些選項可讓您更輕鬆使用 Surface：   

在 Windows 中播放動畫： 若要在每次開啟和切換應用程式時都看到動畫，請選取 [開啟]。  

顯示 Windows 背景： 若要在桌面看到背景影像，而非黑色背景，請選取 [開啟]。  

顯示通知：如果通知出現和消失的速度太快，請選擇時間 (5、7、15 或 30 秒鐘；1 或 5 分鐘) 以

變更通知顯示的時間長度。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make-your-pc-easier-to-us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make-your-pc-easier-to-use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hear-text-read-aloud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10/getstarted-hear-text-read-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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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標寬度：如果很難看見游標，您可以變更游標的寬度。  

觸控螢幕時顯示視覺化回饋： 若要在觸碰螢幕任何地方時都看到灰色動畫，請選取 [開啟]。  

使用較暗、較大的視覺化回饋 (適用於簡報)： 若要在觸碰螢幕任何地方時都看到較大、較暗的動

畫，請選取 [開啟]。  

自訂登入畫面  
移至 [開始] ，然後選取 [設定] > [輕鬆存取]，選擇每次 Surface 啟動時可讓您使用的設定：  

• 朗讀程式  

• 放大鏡  

• 高對比  

• 隱藏式輔助字幕  

• 鍵盤  

• Mouse  

保養及清潔  
為了維持您的 Surface 外觀和操作，請遵循以下簡單的步驟。  

觸控螢幕照護  
刮傷、油漬、灰塵、化學物質及紫外線會影響觸控螢幕的效能。下列提供一些可協助保護螢幕的方

法：  

• 經常清潔。 使用柔軟、無棉絮的布料，輕輕地擦拭螢幕。您可以用水或眼鏡清潔劑沾濕布料，

但請勿直接將液體倒在 Surface 上。請不要在 Surface 上使用窗戶清潔劑或其他化學清潔劑。    

• 不使用時蓋上護套。 當您在移動或未使用 Surface 時，請蓋上護套。   

• 避免陽光照射。 避免陽光長時間直接照射 Surface。紫外線和高溫可能會損毀顯示器。  

護套和鍵盤照護  
Surface Pro 4 的實體鍵盤護套只需要一點簡單保養，就可以維持良好運作。若要清潔鍵盤，請用

肥皂水沾濕無棉絮的布料來擦拭。請勿直接將液體倒在護套上。   

如需有關安全地清潔及照護 Surfac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安全性與控管資訊。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afety-and-regulatory-informatio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afety-and-regulatory-information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hardware-and-drivers/safety-and-regulatory-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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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線照護  
電源線像任何其他金屬線或纜線一樣，若同一個地方反復地扭纏或彎折，可能會變得脆弱或受損。

這裡提供一些防止電源線受損的方法：  

• 避免扭纏或擠壓電源線。  

• 請勿將電源線纏繞得太緊，尤其是纏繞在電力轉換盒上。請使用寬鬆的線圈 (而非緊繃的角度) 

來纏繞電源線。  

• 定期檢查您的電源線，特別是電源線插入的電力轉換盒。  

拔除 Surface 時，避免拉扯電源線。輕輕地從充電連接器移除連接器有助於防止電源線受損。  

註冊、維修和擔保  

註冊您的 Surface   
如果您尚未註冊 Surface Pro 4 和其他 Surface 產品，請前往 

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register。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尋找 Surface 上的序號。  

維修  
將 Surface 產品送交維修之前，可先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疑難排解文章。如果還是無

法解決問題，請透過 Surface.com 網站的連絡我們來與我們連絡。  

如果您的 Surface 持續發生問題，您可以提出維修要求並將您的產品寄回維修。   

將 Surface 送交維修之前，請先參閱如何準備您的 Surface 以進行維修。然後，移至 Surface.com 

網站的將我的 Surface 寄回維修，使用您的 Microsoft 帳戶登入，然後依照螢幕上的指示執行。   

擔保  
如需擔保資訊，請參閱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擔保和 Surface 擔保文件。  

其他協助  
如需如何使用 Surface Pro 4 的詳細資訊，請使用預先安裝在全新 Surface 上的 Surface 應用程式，

或造訪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支援。Surface 應用程式會直接帶您進入 Surface.com 網站的 

Surface 說明主題。  

http://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register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find-the-serial-number-on-surfa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find-the-serial-number-on-surfa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troubleshoot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troubleshoot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contact-u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support/contact-u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how-to-get-your-surface-ready-for-ser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how-to-get-your-surface-ready-for-service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ervice-order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service-order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surface-warranty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warranty-service-and-recovery/surface-warranty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documents
https://www.microsoft.com/surface/zh-tw/support/documents
http://www.surface.com/support
http://www.surface.com/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