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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使用手冊是以「現況」及「以目前明示的條件下」的狀態提供給您。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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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利益損失、業務中斷、資料遺失或其他金錢損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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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部分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前述損失的責任限制，所
以前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台端知悉華碩有權隨時修改本使用手冊。本產品規格或驅動程式一經改變，
本使用手冊將會隨之更新。本使用手冊更新的詳細說明請您造訪華碩的客
戶服務網 ht tp://suppor t.asus.com，或是直接與華碩資訊產品技術支援專線 
0800-093-456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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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兩種情況發生時，本產品將不再受到華碩之保固及服務：

（1） 本產品曾經過非華碩授權之維修、規格更改、零件替換或其他未經過華碩
授權的行為。

（2）本產品序號模糊不清或喪失。



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 ASUS 產品！

在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詳細閱讀 PadFone 包裝
盒內容物中 重要安全事項 的安全注意事項及操作指
示，並遵守這些規則，以避免發生危險或造成裝置損
壞。

注意！本快速使用指南僅供參考，內容會不定時地更新，但不

另行通知。如欲得知最新訊息，請造訪華碩網站 http://tw.asus.

com。

認識您的 Stylus Headset 

多功能鍵

音量調整鍵（+）

音量調整鍵（-）

Micro-USB 連接埠

麥克風

筆夾

LED 指示燈
（紅色/藍色）

注意！LED 指示燈的燈號說明請參考下頁表格。

聽筒



LED 指示燈顏色 說明 / 狀態

藍燈亮起 充電完成

藍燈間歇閃爍  電源開啟、配對且連線成功

藍燈快速閃爍 來電或通話中

紅燈亮起 充電中

紅燈閃爍 電源開啟、非配對模式

 紅燈與藍燈
交替快速閃爍

 配對模式、可被其他藍牙裝
置搜尋到

15060-07F03000



連接電源充電器
建議您在使用 Stylus Headset 前先將電池完全充

飽。

請依照以下步驟使用 PadFone 適用充電器為 Stylus 
Headset 充電：

1. 請將電源插頭與 USB 電源充電器組合，並確認
電源插頭的方向正確。

2. 請將 USB 訊號線連接 USB 電源充電器。

3. 請將 Micro-USB 訊號線連接 Stylus Headset 的 
Micro-USB 連接埠。

4. 請將電源插頭連接至插座。

警告！請再次確認電源插頭與電源充電器已連接妥當，避免因過

熱而造成訊號線、充電器或裝置損壞。

注意！ 

• 請使用 PadFone 包裝盒內容物中的電源充電器為 Stylus 

Headse t 充電，使用其他電源充電器可能造成 Sty lus 

Headset 故障。

• 本產品適用的電源輸入電壓範圍為 AC 100V–240V，

Micro-USB 連接埠輸出電壓為 DC 5V, 1.5A。



開啟 / 關閉 Stylus Headset 電源

請依照以下步驟開啟 Stylus Headset 電源：

請按下多功能鍵約 2 秒直到燈號亮起。首次開機
時，紅燈與藍燈會交替閃爍並進入配對模式。若已
配對過，藍燈會間歇閃爍並與曾配對過的藍牙裝置連
線。

請依照以下步驟關閉 Stylus Headset 電源：

請按下多功能鍵約 3 秒直到紅燈亮起。

多功能鍵

LED 指示燈（紅色/藍色）



注意！ 

• 請由華碩技術支援網站 http://support.asus.com 下載  

PadFone Station 的使用手冊以開啟藍牙功能。 

• 關於其他藍牙行動裝置的藍牙功能開啟設定，請參考該

裝置的使用手冊說明。

注意！關於其他藍牙行動裝置的配對設定，請參考該裝置的使用

手冊說明。

3. 在 Stylus Headset 維持配對模式的狀態下，請
於 PadFone Station 的應用程式選單點選 Stylus 
Headset，並依畫面上的指示進行配對並連線。

與裝置進行配對

請依照以下步驟與裝置進行配對：

1. 請在關機狀態下長按多功能鍵 5 秒開啟電源。

2. 若此時燈號為紅燈與藍燈交替閃爍，表示已進
入配對模式。此時 Stylus Headset 可與 PadFone 
Station 進行配對。

 若您看到的燈號不同，請長按多功能鍵 3 秒關
機，再長按 5 秒重新開機並進入配對模式。



撥打電話

請依照以下步驟撥打電話：

1. 請確認 Stylus Headset 已與裝置配對。

2. 請由 PadFone Station 的桌面或應用程式選單點

選 。

3. 請點選聯絡人或使用數字鍵盤輸入電話號碼。

4. 請點選  撥打電話。

5. 請使用 Stylus Headset 與對方通話，您可以使用
音量調整鍵調整通話音量。

6. 請按下 S t y l u s H e a d s e t 的多功能鍵，或由   
PadFone Station 螢幕點選  結束通話。

接聽電話

請依照以下步驟接聽電話：

1. 請確認 Stylus Headset 已與裝置配對並連線。

2. 當有來電時，Stylus Headset 會振動同時藍燈會
快速閃爍，請短按 Stylus Headset 的多功能鍵接
聽電話。

3. 請使用 Stylus Headset 與對方通話，您可以使用
音量調整鍵調整通話音量。

4. 請按下 Stylus Headset 的多功能鍵結束通話，
Stylus Headset 將以振動提示通話已結束。

注意！

• 使用 Stylus Headset 通話時請將筆夾朝向 PadFone Station 

的方向，有助於保持良好通話品質。 

• 為保持良好的藍牙連線，請勿彎折、破壞或遮蔽 Stylus 

Headset 的筆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