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Windows® 10 使用手冊

升級至 Windows® 10 之前

為了方便順利升級至新的作業系統，請在升級至 
Windows® 10 作業系統前詳閱下表的系統需求。

處理器 1 GHz 或更快

記憶體 1GB（32-bit）或 GB（64-bit）

硬碟空間 16 GB（32-bit）或 20 GB（64-bit）

顯示卡 使用 WDDM 1.0 驅動程式的 Microsoft DirectX9 
（或更高）繪圖裝置

螢幕解析度 1024 x 600

說明：請至 http://www.windows.microsoft.com/en-us/
windows-10-faq 查詢系統需求的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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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觸控螢幕（選配）。

= 使用有線/無線滑鼠。

= 使用有線/無線鍵盤。

圖示

下列圖示分別表示可以用在 All-in-One 電腦上完成所有
工作的不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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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開始使用
當您第一次啟動您的電腦，會出現一系列畫面導引您進行 

Windows® 10 作業系統的基本設定。

第一次啟動您的 All-in-One 電腦，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1. 按下 All-in-One 電腦上的電源鍵，在設定畫面出現之前，請
先等候幾分鐘。

2. 選擇所在地區與使用語言。

3. 請仔細閱讀授權條款，然後按下 接受（I Accept）。

4. 依照畫面指示設定以下項目。

• 個人化

• 無線連線

• 設定

• 登入您的電腦

5. 一旦完成基本項目的設定，Windows® 10 便會開始安裝應用
程式與偏好設定。在設定程序中，請確認 All-in-One 電腦有
足供的電力供應。

6. 設定程序完成後，桌面畫面便會出現。

說明：本章節中的圖示僅供參考，實際操作畫面視機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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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功能表
在開始功能表中可以存取 All-in-One 電腦應用程式、Windows® 

應用程式、資料夾以及設定選項。

變更帳戶設定、鎖定或從您的帳戶登出

開啟開始功能表

關機、重新啟動或讓 All-in-One 電腦進入休眠模式

開啟所有應用程式

開啟工作檢視
從工作列中啟動應用程式

從開始畫面中啟動應用程式

開啟檔案總管

開啟設定選單

您可以使用開始功能表進下以下常見的操作：

• 開啟應用程式或 Windows® 應用程式

• 開啟常用的應用程式或 Windows® 應用程式

• 調整 All-in-One 電腦設定

• 獲得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說明與支援

• 將 All-in-One 電腦關機

• 從 Windows  登出或切換至其他使用者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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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開始功能表

輕觸桌面左下角的  圖示。

將滑鼠游標移至桌面左下角的開始按鈕  圖示
上方，然後按下左鍵。 

按下鍵盤上的 Windows 鍵 。

從開始功能表啟動應用程式

開始功能表最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啟動 All-in-One 電腦中的應
用程式。

輕觸以啟動應用程式。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然後按下左鍵以啟
動該應用程式。

使用方向鍵瀏覽應用程式。按下  鍵將其
啟動。

說明：選擇螢幕畫面左下角的 所有應用程式，以字母先後順序顯
示 All-in-One 電腦中完整的應用程式與資料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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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應用程式
在開始功能表右側畫面中可以看到許多釘在畫面中的應用程

式，這些應用程式以展示磚的方式顯示方便您輕鬆存取。

說明：某些 Windows® 應用程式在完全執行之前需要先登入您的 
Microsoft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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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ndows® 應用程式處理工作
使用 All-in-One 電腦的觸控板或鍵盤執行、個人化或關閉應用

程式。

從開始功能表啟動 Windows® 應用程式

輕觸以啟動應用程式。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然後按下左鍵以執
行該應用程式。.

使用方向鍵瀏覽應用程式。按下  鍵以啟
動該應用程式。

個人化 Windows® 應用程式

依照下列步驟，您可以將應用程式從開始功能表移動、重設大
小、取消釘選或釘選至工作列中。

移動應用程式

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然後將應用程式拖曳並放置
至 新位置。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然後將該應用程式
拖曳並放置至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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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釘選應用程式 

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然後輕觸  圖示。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並按下右鍵，然後點
按 自開始功能表取消釘選。

使用方向鍵瀏覽應用程式。按下  鍵，然後選
擇 自開始功能表取消釘選。

重設應用程式大小

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然後輕觸  並選擇應用程
式展示磚大小。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並按下右鍵，然後點
按 重設大小 並選擇應用程式展示磚大小。.

使用方向鍵瀏覽應用程式。按下  鍵，然後選
擇 重設大小 並選擇應用程式展示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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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多應用程式釘選至開始功能表

在所有程式選單中，輕觸並按住要新增至開始功能
表的應用程式，然後輕觸 釘選至開始功能表。

在所有程式選單中，將滑鼠游標移至您要新增至開
始功能表的應用程式上方並按下右鍵，然後點按 釘
選至開始功能表。 

在所有程式選單中，在您要新增至開始功能表的 應

用程式上方並按下 鍵，然後選擇 釘選至開始
功能表。  

將應用程式釘選至工作列

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然後輕觸 釘選至工作列。

將滑鼠游標移至應用程式上方並按下右鍵，然後點
按 釘選至工作列。

使用方向鍵瀏覽應用程式。按下  鍵，然後選
擇 釘選至工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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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檢視
透過工作檢視功能，可以快速在已開啟的應用程式間切換，您

也可以使用工作檢視功能切換桌面。

開啟工作檢視

輕觸工作列的  圖示或從螢幕畫面左側向右滑
動。

將滑鼠游標移至工作列的  圖示上方然後按下
左鍵。

按下鍵盤上的  組合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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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畫面（Snap）功能
子母畫面功能會並排顯示應用程式，方便您使用或切換應用

程式。

子母畫面（Snap）熱點

您可以拖曳並放置應用程式至這些熱點以在子母畫面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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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割畫面

或

1. 開啟您想要使用子母畫面的應用程式。

2. 按住應用程式檔名拖曳並放置於螢幕畫面頂端
以使用子母畫面。

3. 開啟其他應用程式並重複上述步驟以使用子母
畫面。

1. 開啟您想要使用子母畫面的應用程式。 

2. 按住  鍵，然後使用方向鍵以使用子母畫
面。

3. 開啟其他應用程式並重複上述步驟以使用子
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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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Center
Action Center 整合應用程式通知並作為存取應用程式的單一窗

口。底部的 Quick Action 欄位也非常好用。 

開啟 Action Center

輕觸工作列的  圖示或從螢幕畫面右側向左滑
動。

將滑鼠游標移至工作列的  圖示上方並按下左
鍵。

按下鍵盤上的  組合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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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鍵盤快捷鍵
您也可以使用下列的其他鍵盤快捷鍵，協助您開啟應用程式與

瀏覽 Windows® 10。

\ 開啟 開始功能表

開啟 Action Center

開啟桌面

開啟 檔案總管

開啟 分享 面板

開啟 設定 選單

開啟 連線 面板

啟動鎖定螢幕功能

將所有目前使用中視窗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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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搜尋

開啟 投影 面板

開啟 執行 視窗

開啟 輕鬆存取中心

開啟開始按鈕的內容選單

開啟放大鏡圖示以放大螢幕

縮小螢幕

開啟 朗讀程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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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Wi-Fi 無線網路

請依照下列步驟啟動 All-in-One 電腦的 Wi-Fi 無線上網功能：

Wi-Fi 無線上網

Wi-Fi
您可以使用 All-in-One 電腦的 Wi-Fi 無線網路連線上網，存取

電子郵件、瀏覽網頁以及分享應用程式。

重要！啟動 All-in-One 電腦的 Wi-Fi 功能前，請先確認已經關閉飛
航模式。更多細節請參考本手冊中的飛航模式章節說明。

1. 從工作列中選擇 。

2. 選擇  以啟動 Wi-Fi 功能。

3. 從可用的 Wi-Fi 連線中選擇一個存取點。

4. 選擇 連線 以啟動網路連線。

說明： 可能會出現彈出式訊息要求您輸入網路安全性金鑰以啟動 
Wi-Fi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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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連線
透過藍牙功能即可輕鬆與其它藍牙裝置進行無線資料傳輸。

與其它藍牙裝置配對

您的 All-in-One 電腦需要先與其它藍牙裝置配對才能啟動資料
傳輸。請依照下列步驟使用觸控板與其它藍牙裝置進行配對：

重要！ 啟動此功能前，請先確認已經關閉飛航模式。

1. 從開始功能表中開啟 設定 選單。

2. 選擇 裝置 然後選擇按 藍牙 以尋找已開啟藍牙功
能的裝置。

3. 從清單中選擇一個裝置。比對 All-in-One 電腦與
傳送至所選裝置的配對碼，如果配對碼相同，請
選擇 確定 以完成 All-in-One 電腦與裝置的配對。

說明： 某些藍牙裝置可能會以彈出式訊息要求您輸入 All-in-One 
電腦的配對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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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飛航模式

1. 從工作列開啟 通知區域與行動中心。

2. 選擇  圖示以啟動飛航模式。

按下  組合鍵。

1. 從工作列開啟 通知區域與行動中心。

2. 選擇  圖示以啟動飛航模式。

按下  組合鍵。

飛航模式
飛航模式會關閉 Wi-Fi 與藍牙無線連線，讓您在飛機上也能安

全使用 All-in-One 電腦。

說明： 請向您的航空公司詢問在飛機上使用 All-in-One 電腦所必
須遵守的相關規範。

啟動飛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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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至有線網路
您也可以使用 All-in-One 電腦的網路連接埠連線至有線網路，

像是區域網路與寬頻網路。

或

1. 執行 設定。

2. 選擇 網路和網際網路。

3. 選擇 乙太網路 > 網路和共用中心。

4. 選擇您的網路然後選擇 內容。

5. 選擇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TCP/IPv4）然
後選擇 內容。

6. 選擇 自動取得 IP 位址 然後選擇 確定。

設定動態 IP/PPPoE 網路連線

重要！ 在進行下列動作之前，請先確認網路傳輸線已經連接至 
All-in-One 電腦的網路連接埠與區域網路插孔。

請參考下列步驟設定您的設定值。

說明： 在設定您的網路連線時，請向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洽詢設
定細節或是向您的網路系統管理員尋求協助。

說明：若您正在使用 PPPoE 連線，請進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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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返回 網路和共用中心 視窗然後選擇 設定一個新
連線或網路。

8. 選擇 連線至網際網路 然後選擇 下一步。

9. 選擇 寬頻（PPPoE）。

10.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密碼與連線名稱然後輕觸 
連線。

11. 選擇 關閉 以完成設定。

12. 選擇工作列上的  圖示然後選擇您剛剛建立的
連線。

13.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然後選擇 連線 以開始
連線至網際網路。

設定固定的 IP 網路

或

1. 重複 設定動態 IP/PPPoE 網路連線 的步驟 1 至 5
。

2 選擇 使用下列 IP 位址。

3. 輸入網路系統管理員提供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
與預設閘門。

4. 若有需要，您也可以輸入慣用的 DNS 伺服器位址
與其他 DNS 伺服器位址然後選擇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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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您的 All-in-One 電腦
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一方式關閉您的 All-in-One 電腦。

或

• 從開始選單中，選擇  > 關機 以正常關
機。

• 從登入畫面中，選擇  > 關機。

• 按下  以開啟關機視窗。從下拉式
選單中選擇 關機 然後選擇 確定。

• 若您的 All-in-One 電腦沒有反應，請按住電源
鈕至少 4 秒直到您的 All-in-One 電腦關機。

讓 All-in-One 電腦進入睡眠模式

請依照下列步驟讓 All-in-One 電腦進入睡眠模式：

或

• 開啟開始功能表，然後選擇  > 睡眠 
以讓 All-in-One 電腦進入睡眠模式。

• 從登入畫面中，選擇  > 睡眠。

按下  以開啟關機視窗。從下拉式選單
中選擇 睡眠 然後選擇 確定。

說明：您也可以按一下電源按鈕讓 All-in-One 電腦進入睡眠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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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BIOS 設定程式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輸出入系統）儲存 All-

in-One 電腦開機所需的系統硬體設定。 

預設的 BIOS 設定適用於 All-in-One 電腦大部份的運作狀況。除
了發生下列情形，否則請勿變更預設 BIOS 設定： 

• 在系統開機時，畫面跳出錯誤訊息並要求您執行 BIOS 設定。

• 您已經安裝一個需要進一步 BIOS 設定或更新的新系統組件。

警告： 使用不合適的 BIOS 設定可能會導致系統不穩定或開機失
敗。強烈建議您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再進行 BIOS 設定的
變更。

快速進入 BIOS 
以下這些方式可以讓您快速進入 BIOS 設定程式畫面：

• 當 All-in-One 電腦關機時，按住電源按鈕至少 4 秒以上，即
可直接進入 BIOS。

• 按下電源按鈕將 All-in-One 電腦開機，然後於 POST（開機自
我檢測）過程中按下 <F2> 或 <Del> 鍵。

說明： 當 All-in-One 電腦開機時，所進行的 POST（開機自我檢
測）過程為執行一連串軟體控制診斷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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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復原
使用 All-in-One 電腦的復原選項可讓您將系統還原至出廠預設

值或重設電腦設定以提升效能表現。

Windows® 10 可讓您執行以下任一還原選項：

• 保留我的檔案 - 此選項可讓您在不影響個人檔案（照片、音
樂、影片與文件）以及應用程式的情況下，重新整理您的 
All-in-One 電腦。

  - 您可以使用此選項將 All-in-One 電腦復原至預設值並刪除其
他已經安裝的應用程式。

• 移除所有項目 - 此選項會將您的 All-in-One 電腦重設為出廠
預設值。在執行此選項前，您必須備份您的所有資料。

重要！

• 在 All-in-One 電腦執行任何復原選項之前，請先備份您的所
有資料。

• 記下重要的設定數值，像是網路設定、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以
避免資料遺失。

• 在復原系統之前，請確認您的 All-in-One 電腦已經連接至外
部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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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啟動 - 使用此選項可讓您在 All-in-One 電腦執行其他進階
還原選項，像是：

-  使用 USB 隨身碟、網路連線或 Windows 還原光碟已重
新啟動 All-in-One 電腦。

- 使用 疑難排解 以啟動以下任一進階還原選項： System 
Restore（系統還原）、System Image Recovery（系統
映像復原）、啟動修復、Command Prompt、UEFI 韌
體設定以及啟動設定。

啟動復原選項

若您想存取並使用 All-in-One 電腦的任何復原選項，請參考下
列步驟。

1. 開啟 設定 然後選擇 更新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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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更新與安全性 下選擇 復原，然後選擇您要執行的復原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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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觸控螢幕操作手勢（視機型而定）
此操作手勢可讓您執行應用程式並存取 All-in-One 電腦的設

定。各項功能可以在 All-in-One 電腦的觸控螢幕上使用以下操作
手勢啟動。

向右滑動 向左滑動

從螢幕左側向右滑動以開
啟 工作檢視。 

從螢幕右側向左滑動以開
啟 Action Center。

說明： 本章節中的圖示僅供參考，觸控螢幕面板的實際畫面視機
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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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觸/雙按 輕觸並按住

• 輕觸應用程式以選擇該
應用程式。

• 雙按應用程式以啟動。

輕觸並按住以開啟右鍵
選單。

放大 縮小

在觸控螢幕上分開兩指以
放大畫面。

在觸控螢幕上兩指併攏以
縮小畫面。



27

手指滑動 拖曳

上下左右滑動手指以上下
左右捲動畫面。

• 拖曳以建立選擇框選擇
多個物件。

• 拖曳物件並將其放置於
新位置。



說明：請至華碩服務網 http://support.asus.com 下載更多各國語
言的使用手冊。

http://support.as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