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m/F5m 行動平板電腦產品特色

1 網路攝影機指示燈及網路攝影機(選配)
2 麥克風
3 功能鍵
4 Motion控制台
5 方向鍵
6 電池容量指示燈
7 B鍵
8 A鍵
9 觸控顯示屏
10 擴充底座接口

11 觸控筆繩連接處
12 音量鍵
13 觸控筆插槽
14 風扇蓋
15 電池
16 讀卡機 (選配)
17 Micro-3FF SIM 卡插槽 (須移除電池)
18 擴充底座指示
19 電池鎖扣
20 電池電量按鈕
21 電池電量指示燈
22 後置鏡頭 (選配)
23 喇叭
24 後置鏡頭閃光燈

25 USB 3.0 埠
26 電源孔
27 Windows® 鍵
28 防護鍵
29 指紋辨識器
30 電源鍵
31 條碼掃描器 (選配)

使用者操作文件: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User documentation: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tion utilisateur :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fr/support/userdocs
Benutzerdokumentation: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de/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ción del usuario: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es/support/userdocs
Documentação do usuário: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pt/support/userdocs

開始使用 Motion® C5m/F5m 行動平板電腦
開啟與關閉電源

觸控筆使用方法

檢查電池電力

按下C5m/F5m Tablet PC右上方之電源鍵可開啟電源.

與傳統電腦不同，使用移動平板電腦時是使用觸控筆

您可以依照以下方法檢查電池剩餘電量

而非鍵盤與滑鼠。Motion公司提供的觸控筆配備有

• 開啟Motion控制版，選擇電源(Power)即可看到剩餘電量

壓感式筆尖、擦拭與功能鍵。按下觸控筆上的功能鍵

• 由Windows系統右下角的通知區中選擇電源指示符號來察看目前電源狀態。

即等於傳統滑鼠之右鍵。

電源指示符號會有以下兩種情形：

您可以透過Windows作業系統關機:選擇”開始”
選單，點選”關機”選項即可關機。若Windows
作業系統無回應，也可長壓電源鍵五秒強制關機。

-若系統正在使用室電(插頭)則符號為：
-若系統正在使用電池 則符號為：

休眠

當電腦正在使用電池時，電池指示燈會顯示目前電量：當剩餘電量低於25%為一格琥珀色燈號；

若您需要暫時離開或暫時停止操作C5m/F5m請將系統

擦拭

進入休眠模式以節省電池消耗。當您返回繼續操作時

功能鍵(右鍵)

，系統能立即被喚醒且回復到與您離開時完全一樣的
狀態。
要讓系統進入休眠模式，請輕壓放電源鍵一下；如果
要將系統由休眠模式中喚醒，請再壓一次電源鍵即可
備註: 如果電源鍵燈輕閃即表示系統目前在休眠狀態。

電量為50%則為兩格綠色燈號；75%為三格綠色燈號；100%為四格綠色燈號。

筆尖

4個綠燈

75%-100%完成充電

3個綠燈

50%-75%完成充電

2個綠燈

25%-50%完成充電

1個綠燈

低於25%完成充電

閃琥珀色燈

電池電量過低請立刻充電

電池指示燈

鎖定及解鎖
想鎖定或解除鎖定您的C5m/F5m,請按下系統右側
的防護鍵。

使用觸控功能
C5m/F5m配備十點觸控，表示使用者可以使用手指

電池使用訣竅

直接點擊以選擇選項、開啟檔案、縮放畫面、捲放

• 盡量使用AC電源(插頭) 。當您使用AC電源，C5M/F5M的電池也會同時進行充電。.

網頁或文件頁面…等等。

• 當您暫時不使用電腦時請將它設置在休眠狀態。

觸控功能等同滑鼠功能，單擊為點選，雙擊為選擇

• 請盡量關閉不必要的背景程式。

或執行。

• 當您不使用電腦時請利用Motion控制台關閉無限網路，然後將欲關掉項目前的勾選符號取消。

小訣竅: 如果想要用觸控功能進入到滑鼠右鍵選單，

• 將螢幕設定成在特定時間為使用後則自動關閉。打開Motion控制台，進入”電源”(Power)選項，

使用您的手指輕壓屏幕直到畫面上出現圓圈的符號
然後移開您的手，選單即會出現。

選擇電源/進階之後選擇何時關閉螢幕。
• 當您使用無線網路時，請盡量減少檢查電子郵件的次數，大約間隔半小時或更長的時間 這樣可以減少電力

若您發現觸控功能未如預期的執行功能或者出現您並

的消耗。

未要執行的功能，可以重新設定觸控功能選項已達到

• 當您確知所區域不提供無線網路服務請即關閉無線網路功能。

最優化的觸控效果。如欲執行此功能請點開Motion

• 每個月請至少保養您的電池一次：讓電腦使用電池做為供電來源且至少將電池的剩餘電力消耗到低於20%。

Dashboard， 點選 Pen&Tablet選項/Touch
Settings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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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m/F5m正面按鈕使用與功能

無線網路設定

您可以使用C5m/F5m正面的按鈕執行許多功能而不需動用觸控筆。這些正面的按鈕

C5m/F5m內建WiFi無線網路及藍芽功能，您的電腦也可能可以使用無線寬頻。設定無線網路請依照以下步驟：

除了可以執行應用程式特定功能外，當您同時按下功能鍵與特定按鍵，可以執行另外
的功能(詳情請見下表)。另外，您也可以客製設定這些按鍵以執行您想要的動作。
功能鍵

執行
(enter)

Motion 控制台按鍵

步驟1. 啟用WiFi

步驟 4. 行動寬頻GPS設定 (選配)

1. 啟用WiFi

若您購買的C5M/F5M配備有行動寬頻模組GPS，則系統

a. 輕滑螢幕右側，選擇設定Settings
b. 在設定選單終點選網路符號。
c. 將WiFi開關切換至On處開啟

在您聯結到行動寬頻前請確認您擁有有效的寬頻帳戶並且

3.遵照螢幕指示操作

取得SIM卡以供上網使用

步驟 2. 藍芽設定

設定行動寬頻:

1. 啟用藍芽

1. 電腦關機，插入SIM卡之後開機
a. 輕滑螢幕右側，點選設定

c. 在電腦與裝置下選擇藍芽

b. 由設定選單中點選無線網路符號

d. 將藍芽開關切換至On處開啟，電腦即開始搜尋

c. 將行動寬頻開關切換至On處開啟

2. 新增藍芽裝置

a點選位置並確認OK
4. 選擇向要的服務供應商

b. 由清單中選擇藍芽裝置

5. 按照螢幕指示操作

c. 遵照螢幕指示操作

B鍵

當您的藍芽裝置被系統偵測到時即可在清單中找到.
同時按下功能鍵可執行之功能

Note

如果您購買的C5m/F5m附有選配的GPS模組行動

3. 選擇您想要啟動的藍芽裝置

寬頻或選配獨立的GPS模組後，您的行動平板即具有GPS

4. 接下來步驟請依照螢幕指示對話框操作即可

功能。您能使用GPS與您習慣使用的地圖應用程式找到您

按鍵功能說明

功能鍵

使用其他按鍵之次功能

執行(Enter)

執行/選擇
(相當Enter鍵)

開啟Windows開始選單

偵測到，請點選螢幕上的藍芽符號選擇開放設定 (open

Motion 控制台

開啟 Motion 控制台

開啟 Windows Journal™

到本電腦(Allow Bluetooth devices to connect to this

A鍵

Performs application-specific function

旋轉顯示方向

B鍵

使用條碼掃描器 (如果有安裝)

離開或取消目前工作(等同Esc鍵)

步驟 3. Wi-Fi設定
1.由Window右下角的通知列中點選無線網路符號

移動指標或在文件內導航，
相當於鍵盤上的上下左右方向鍵

功能鍵+左： Shift + Tab
功能鍵+右： Tab
功能鍵+上：上一頁
功能鍵+下： 下一頁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3. 如果您的服務供應商不在清單中，請點選尋找

a. 確認藍芽裝置已依照製造商指示安裝開啟

按鍵

方向鍵
Directional pad

2. 啟用行動寬頻

b. 在設定選單終點，選擇更改電腦設定

藍芽裝置

方向鍵

備註

2. 啟用選擇可用網路

a. 輕滑螢幕右側，選擇設定Settings

A鍵

可以聯結到高速封包無線網路。

當前的位置及目標位置。請參考用戶手冊以獲取更多信息。
訣竅 如果想要讓您的 C5m/F5m 也可以被其他的藍芽設備
settings)，在選項(Option)頁中選擇允許其他藍芽設備連接
computer)

2. 由清單中選取可用的無線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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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控制台
Motion 控制台主要方便使用者使用或設定部分常見功能。.
進入Motion 控制台:
• 由Windows工作列中點選Motion.控制台符號
或
• 直接由 C5m/F5m微軟8.1開始畫面點選Motion控制台符號

下表為Motion 之功能表

項目

功能

電腦Tablet

調整觸控筆與觸控設定
電腦設定
調整觸控
無線網路設定

電源 Power

開啟或關閉裝置
設定電源鍵動作(AC電源或電池時)：睡眠、休眠與關機
進階電源管理設定

傳感器Sensor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校正內建羅盤以及定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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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螢幕鍵盤或手寫輸入使用記事本

使用照相機

您可以在螢幕上的書寫區以手寫方式輸入或利用螢幕鍵盤來執行記事本，輸入文字。

C5m/F5m的背面配備有8百萬畫素的自動對焦照相機

照相機指示燈

照相機

(影像擷取最高為3百萬畫素)，您可以使用照相機拍照並儲存
開啟螢幕鍵盤：

在系統當中。

• 由微軟通知區點選鍵盤符號

如何拍攝照片:

或

1. 在windows工作列點選相機符號

• 點選輸入文字區域螢幕鍵盤即出現

進入Motion

Snapworks 拍攝軟體。
2. 將鏡頭對準欲拍攝物體並保持平穩，勿晃動。
3. 按下畫面上照相機符號

即可拍照

開啟手寫板
點選螢幕鍵盤右下方的鍵盤符號 即可切換成手寫板
使用觸控筆在手寫板上進行書寫

使用網路相機
小訣竅 越常使用手寫板，系統對於您的手寫辨識度越高

網路相機指示燈

網路相機

C5m/F5m配備有2百萬畫素的網路相機可支援彩色影像及影片。
攝影機鏡頭位在電腦左上方中央的位置。

延伸鍵盤：微軟提供多種鍵盤形式與延伸鍵盤，點選螢幕
鍵盤左下&123鍵，可叫出數字與特殊符號鍵盤

小訣竅 點選由上方關閉符號
最小化符號

C5m/F5m 快速使用指南

如果您想要利用Skype及網路攝影機進行視訊通話請由微軟
開始畫面點選Skype符號或其他應用軟體
依照螢幕指示使用Skype或其他網路攝影機應用程式

可關閉螢幕鍵盤，

可縮小螢幕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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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巧

更多訊息

利用以下的一些小技巧將幫助您使用本產品時更加方便.

更多產品相關資訊詳載於C5m/F5m的產品使用說明手冊，請上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support/userdocs.

觸控筆及觸控使用技巧
• 設定您的慣用手為左手或右手。由Motion 控制台中選擇Tablet
PC Settings/Other/Left-handed 即可設定慣用手為左。

建議您也可以由我們的網站下載以下資料，進一步瞭解本產品及

重要注意事項
使用本產品前，請務必詳閱產品安全規範須知。

• 設定單點擊即可開啟檔案：進入motion控制台 選擇folder

使用方法。
· Motion技術支援/Motion Support
· Motion產品資料庫/Motion Knowledge Base

options/Single-click to open an item即可

· 免費線上產品教學影片/Free online training videos
· C5m/F5m周邊配件/C5m/F5m accessories
· 軟體/Software for the C5m/F5m Tablet PC

一般使用技巧
• 使用C5m/F5m專用之觸控筆或您的手指進行觸控功能。
其他廠牌的觸控筆無法使用在本產品上。
• 當您安裝觸控筆繩時，請先將繩子的一端穿過觸控筆末端的小洞
確實拉緊後再將繩子的另一端穿進位在電腦背面的固定洞繩孔
拉緊後固定。
• 當您不使用時，請將觸控筆放回觸控筆插槽。將筆放回插槽時，
請按下觸控筆存放鈕，筆尖朝下，放回筆槽。要將筆取出時，
也請按下存放鈕將筆稍微往上推後取出。
• 請使用專用拭鏡布隨時清理螢幕上的指紋或灰塵.
• 產品序號標示在電腦背面的電池插槽中。

如果需要更多本產品周邊配備訊息，請上 http://www.motioncomputing.com/us/products/rugged-tablets/f5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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