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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您的 Kobo	eReader 

開啟或關閉	Kobo		eReader		

電源開關在您的 Kobo	eReader 下方位置，關閉 Kobo		eReader	
或使其進入休眠，有助於延長電池壽命。 

 

讓 eReader	休眠然後喚醒，可直接返回最後看到的螢幕。此螢 

幕可能是書籍中的一頁、Kobo	 目錄或是您自己的項目清單。

如果關閉 eReader，則在重新開啟時會直接前往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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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使您的 eReader 進入休眠狀態可能會中斷資料庫同步

和無線連結之類的操作。 

• 若要開啟 eReader	 : 長按電源開關 3	秒。電源指示燈

會閃爍，且 eReader	會開啟。 

• 若要關閉 eReader：長按電源開關，直到「已關閉電

源」螢幕出現為止。 

• 若要讓 eReader	休眠 : 快速按下電源開關。 

• 若要喚醒	eReader：快速按下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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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Kobo	eReader	充電	

首次使用 Kobo		eReader	之前，您應該先為其充電至少一小 

時。首次使用 Kobo		eReader 之前，您應該先為其充電至少一

小 

時。充飽電的 Kobo		eReader 電池可使用長達數個月，時間長 

短視您使用 eReader	的頻率而定 可以的話，使用隨附的 

Micro USB 連接線為	Kobo		eReader	充電。	
 

如果您需要更換 Micro		USB	連接線，可在任何販售 Micro	USB
連接線的商店購買新連接線。 

依照下列步驟為 eReader	充電 

1. 開啟您的電腦 

2. 將 Micro		USB	連接線連接至	eReader 與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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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eReader 充電時繼續閱讀。您可以在螢幕右上角查看

電池的充電狀態。您也可以使用任何 5V/	800mA	MicroUSB		配
接器為 Kobo	eReader 充電。 

備註：如果您到使用不同電壓系統的國家/地區旅行，請先確定

您有適當的轉接器，然後才連接電源插座來為 Kobo		eReader
充電。 

電池圖示 意思 

 您的 eReader 需立即充電。 

 您的 eReader 正在充電。 

 您的 eReader 還有部分電量 

 您的 eReader 已充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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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觸控螢幕	

您可以觸碰螢幕以開啟書籍、翻頁、選擇項目和進行其他動

作。 

• 輕點：輕輕觸碰螢幕以開啟書籍、翻頁、選擇功能表和

進行其他動作。 

• 滑動: 使用此手勢在您的 eReader 翻頁及滑動瀏覽目

錄。 

 

• 長按：觸碰螢幕並讓手指位置保持不動。您可以在書籍

封面和書名上使用此手勢，即可查看更多選項。此手勢

亦可讓您在閱讀時選擇文字。長按字詞，放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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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ader 會對您選擇的字詞畫底線並在字詞首尾處顯示

圓圈。您可以拖曳圓圈以選擇更多文字。 

• 拖動:	當您在閱讀 PDF 文件且將頁面放大時，您可以上

下左右拖動您的 PDF 來閱讀不同的範圍。您可以輕觸

螢幕並移動手指，螢幕即會隨著您的手勢方向移動，顯

示您想要閱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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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您的主畫面	

當您開啟您的 eReader，會先進入您的主畫面。	

您可以從主畫面進行以下操作：	

• 同步並更新您的	eReader：	同步功能可讓	eReader 與您

從	Kobo		購買的最新書籍保持最新同步狀態。同步	
還可以將	eReader	更新至最新的可用	eReader	軟體。如要同

步，請按 同步功能。	

• 購買書籍：在找書籍嗎？嘗試使用	 搜尋功能在	Kobo		
書店尋找書籍，或在	eReader	上尋找書籍。	

• 閱讀書籍：您最近閱讀或購買的書籍會顯示在主畫面若

要開啟書籍，只需輕點其封面即可。	

前往主畫面	

• 在閱讀時前往主畫面：輕點螢幕中間	以顯⽰閱讀功能

表，	接著輕點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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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在主畫面上看到以下圖示。若要與圖示互動，請輕點圖示

以檢視更多選項。	

• 		主要功能表	

在	eReader 上檢視功能表項目和設定清單。	

• 		Wi	Fi 圖示	

顯示	Wi	Fi	訊號強度。	

• 	燈光圖示	

	調整螢幕亮度和色溫。	

• 	電池圖示	

顯示	eReader 的電池電量，並可讓您調整 eReader	的
節能設定。	

• 同步和更新	

讓最新購買的書籍顯示在	eReader	上。並且檢查	

eReader	以進行軟體更新。	

• 	搜尋圖示	

在	eReader	或	Kobo		書店中搜尋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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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螢幕亮度	

您的 eReader 內建閱讀燈，讓您在昏暗處也能舒適閱讀。	

	
您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來調整螢幕亮度。	

• 閱讀時，沿著螢幕左緣向上或向下滑動。	

• 從主畫面上，輕點螢幕上方的「亮度」圖示	 		然後	

將「亮度」下方的圓圈圖示 向左或向右拖動。	
 

	
使用	Wi	Fi	

將您的	Kobo		eReader	連接至	Wi	Fi	網路	
	
連接至	Wi	Fi	網路以下載書籍至您的	eReader，並在您的	
eReader	上選購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同步」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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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點「立即同步」。	
您的 eReader	會嘗試連接至	Wi	Fi。這可能需要一段時

間。	
4. 系統會提示您選擇無線網路。輕點您要使用的網路名

稱。如果網路旁邊有「鎖」圖示	 	則表示您需要密碼	
才能加入該網路。	

5. 如果系統提示您輸入網路密碼，請使用鍵盤鍵入密碼，

然後輕點「加入」。您可以輕點「顯示密碼」以查看鍵

入的內容。	

	

檢查	Kobo	eReader	上的	Wi	Fi	狀態	

若要查看您是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請查看螢幕上方的	Wi	Fi	

狀態圖示。	
	

• 		Wi	Fi	為待命狀態以節省電池電量。	

• 	Wi	Fi	已停用。	

• 	您的	Wi	Fi	連線狀態良好。	

• 		您的	Wi	Fi	連線狀態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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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Wi	Fi	同步	Kobo	eReader	

請定期同步以將新購買的書籍下載到	您的		eReader，並取	

得近期軟體或應用程式更新，以及讓您在另一個裝置上閱讀時	

所加入的書籤或個人註記，同步更新至此裝置上的書籍。	
	
同步您的 eReader:	
	

• 下載您最近購買的電子書到您的 eReader。	

• 下載您最近加入的電子書預覽至您的帳戶	

• 檢查您的	eReader	軟體更新	

• 更新任何您在書籍上所作的書籤以及註記。	
	

同步您的	eReader: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同步」圖示	  	
3. 輕點「立即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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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	Kobo		eReader	上的	Wi	Fi	(飛航模式)	

您可以關閉	Wi	Fi，使	Kobo		eReader	無法連接至網際網路。	
這樣可延長	eReader	的電池壽命，而且可讓您在飛機上使用	
eReader。如果	Wi	Fi	連線處於無作用狀態超過	5	分鐘以上，	
便會自動關閉。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	「Wi	Fi」圖示	 		

Note:	如果沒有看到	Wi	Fi	圖示	 	請輕點螢幕頂	

端的同步圖示	 ，然後輕點「立即同步」。輕點螢幕	

上方顯示的「Wi	Fi」圖示	 		

3. 輕點圓圈圖示	 	，旁邊是「Wi	Fi：已啟用」。	

如果顯示「取消同步？」訊息，輕點「是」以繼續。看	
到顯示「Wi	Fi：已停用」的對話方塊時，eReader	將無

法繼續存取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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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書籍 

在	Kobo	eReader	上購買書籍	

當您找到一本您欲購買的書籍，您只需輕點「立即購買」，接

著您必須結帳付款。您可以使用 Visa,	MasterCard	等信用卡付

款，如您有優惠代碼，您可以在結帳時輸入代碼以獲得購書折

扣。	

購買書籍	: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左下方的「前往	Kobo	購書」。	

3. 在搜尋欄中，使用鍵盤輸入書名、作者姓名或書籍系

列。在輕點「前往」搜尋您想購買的書籍。	

4. 請輕點您想要購買書籍旁的「購買」	

注意:	如果您曾經在	Kobo		購買過書籍並儲存帳單資訊，你

將會直接進入確認畫面。請移至步驟 6。	

5. 輕點加入信用卡，使用鍵盤輸入帳單地址及信用卡資

訊。	



	

	

17	

備註:		我們需要您的帳單地址，並根據您所在的國家計算稅

款。	

6. 輕點「繼續」。 

7. 檢閱您的訂單。	

備註:		如果您想使用禮物卡或促銷代碼，請輕點「新增禮

物卡」或「新增促銷代碼」，並提供所需的資訊。	

8. 輕點「確認」。	

9. 輕點「繼續購書」以購買更多書籍，或返回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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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 eReader 上尋找您的書籍	

關於我的書籍 

輕點「我的書籍」可以看到在您的 eReader 上的所有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我的書籍」	
將顯示您擁有的書籍和已加入至	eReader	的書籍清

單。	

如果您看到下載圖示	 	 	在您的書封,	那代表您需要下載此本

書到您的 eReader 上。	

您只需輕點書籍封面以下載書籍。您需連接Wi	Fi 才能下載書

籍至您的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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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obo	eReader	中搜尋書籍	

搜尋在您的 eReader 上擁有的書籍或是從 Kobo 書店搜尋想購

買的書籍，請參照以下步驟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搜尋」圖示	 		
3. 輕點	 	下拉式清單圖示，	
4. 選擇您想搜尋的位置：	

A) 選擇「Kobo		Store」以搜尋	Kobo		書店	(您必須連接

至	Wi	Fi)	
B) 選擇「我的書籍」以搜尋	eReader	中的書籍。	

5. 使用鍵盤，輸入書名、作者姓名或書籍系列。	
6. 輕點「前往」以查看結果的完整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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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Kobo	eReader	中的書籍	

你可以從您的 eReader 或是 Kobo 帳戶中移除書籍。從 Kobo

帳戶中移除書籍代表您將不會在您的清單中看到那本書即使您

更新您的 eReader。	
	
移除書籍步驟: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首頁」		 		

3. 輕點「我的書籍」	

4. 輕點並長按書籍的封面或書名。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列

表。	

5. 輕點「移除」。此時會顯示對話方塊。	

6. 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a. 移除下載項目：將書籍自	eReader	中移除，但保

留自	Kobo		Cloud	重新下載的能力。您仍可於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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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Reader	中查看該書之封面。此為系統預設

值。	

b. 從我的書籍中移除：刪除	Kobo		帳戶以及您所有

裝置中的書籍。您將不會再於您的	eReader	或	
Kobo 應用程式中看到該書封面。欲將該書放回

您的	eReader	或	Kobo		應用程式中，您將需登錄	
Kobo.com	網站中自檔案資料中將書籍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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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obo	eReader	上閱讀書籍 

跳過章節	

1. 閱讀書籍時, 輕點螢幕的中央 

2. 將會顯示「閱讀功能列表」	

3. 輕點螢幕底部向前章節圖示  或向後章節圖示   。 

 

快速瀏覽書籍 

要快速瀏覽書籍請參照以下步驟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2. 於閱讀進度條上向左或向右拖曳圓圈圖示	 以瀏覽整

本書籍。您會在螢幕中間看到頁面預覽。 

3. 輕點螢幕中間的頁面預覽以開始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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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目錄 

查看目錄: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2. 輕點在螢幕底部的目錄圖示	 	。		

3. 輕點您想閱讀的章節。 

	
在 Kobo		eReader	上變更文字、字型選項及行距 

當您在閱讀時，您可以調整文字大小、字型、行間距和對齊，

讓您能更輕鬆地閱讀。	eReader	針對大多數的書籍提供數種不

同大小的文字選項	

變更文字、字型選項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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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輕點「文字」圖示 		

3. 調整您的字型設定：	

a. 輕點「字體」旁的下拉式功能列表 ，從可用

字型清單中選擇。	

b. 要放大或縮小文字，請在「字體大小」旁邊，輕

點+或–號，或在字體大小旁邊向左或向右拖動

圓圈圖示 。	

c. 要在文字之間添加更多空間，請輕點“行距”旁

邊的+或-號。	

d. 要在螢幕邊緣增加更多空間，請輕點邊距旁的+

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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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更文字在邊緣上的排列方式，請選擇對齊選項。	

• 		使用預設值	

• 		讓文字靠左右兩側對齊	

• 		讓文字靠左側螢幕對齊	

當您已完成修改後，請輕點螢幕上的任意位置以返回閱讀狀

態。 

備註:	

• 變更文字外觀時，eReader	會記住您偏好的大小和樣式

並將之套用到您閱讀的其他書籍。	

• 如果您正在閱讀的書籍為	PDF		檔案，則無法變更文字的

大小或樣式，但是您可以放大整個頁面讓您更輕鬆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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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書籤 

使用書籤標記您的書籍中最喜歡的部分。	

標記書籤 : 

• 閱讀時，請輕點頁面的右上角。書籤會以書頁摺角的形

式顯示。	

尋找已標記書籤的頁面 :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列表」。 

2. 輕點在螢幕底部的註記圖示  。 

3. 於您想查看的書籤旁邊，輕點「書籤」，即可前往您所

標記的書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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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Kobo 桌面應用程式	

Kobo	桌面應用程式是一款適用於 PC 或 Mac 的免費應用程式，

可讓您在 Kobo 商店購買電子書並在您的 eReader 上管理書

籍。		

Kobo	桌面應用程式提供您:	

• 在您的 eReader 新增或移除書籍	

• 閱讀您在 Kobo 購買的書籍	

• 在您的電腦上購買書籍	

• 更新您的 eReader	
	

下載 Kobo	桌面應用程式

https://www.kobo.com/us/en/p/desktop	
	
要知道更多關於 Kobo	桌面應用程式	
https://help.kobo.com/hc/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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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共電子圖書館借閱書籍 

OverDrive 是公共圖書館提供的一項免費服務，讓您可以從其

數位館藏中借閱書籍。備註:	您當地的圖書館可能不適用

OverDrive。	或，您的圖書館可能無法提供某些 Kobo 書籍，而

某些圖書館書籍亦無法於 Kobo	取得。 
	
在您的	eReader 上使用 OverDrive，您需要的只是一張借書證

和Wi	Fi 連接，以便從您的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便可以直接

從您的 eReader 瀏覽，借閱和放置圖書館書籍。	

	
尋找提供 OverDrive 的本地圖書館 

		
要尋找提供 OverDrive 的最近的圖書館，請至 overdrive.com，

然後單擊“查找附近的圖書館”。您將看到提供 OverDrive 的

圖書館的地圖。 

	
備註：OverDrive 在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可能不適用。大多數國

家的公共圖書館都提供 OverDrive，包括：加拿大，美國，英

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台灣和香

港。每個圖書館的書籍選擇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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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 eReader 上設置 OverDrive:	
	
要使用 OverDrive 借閱書籍，您需要使用圖書證資訊，

Facebook 或現有的 OverDrive 帳戶登錄。	

	
在開始之前，您需要:	
	

• 您當地圖書館的有效圖書證。	
• 有效的Wi	Fi.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設定」	
4. 輕點	OverDrive	
5. 輕點「開始」	

	
點擊「建立帳戶」以建立一個 OverDrive 帳戶，或者點擊「登

錄 OverDrive」以找到您的圖書館並使用您的圖書證，

Facebook 或現有的 OverDrive 帳戶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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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verDrive 借閱書籍	

	
登錄圖書館後，您可以在您的 eReader 上借閱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	Kobo	書店	

4. 尋找您想借閱的書籍	

5. 輕點您想借閱的書籍書名或是封面	

6. 輕點更多圖示		 	

7. 輕點「使用 OverDrive 借閱」	

如果書籍可供借閱，您會看到一個對話框，確認您已借閱該本

書。您只需同步您的 eReader，即可在螢幕上看到書籍。如果

該書籍已被借閱，您可以選擇將其保留。當書籍可以借閱後，

您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您借出的商品會在租借期結束時自動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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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您的 OverDrive 書籍	

從 OverDrive 借書之後，您可以設定書籍檢視，僅顯示從公共

圖書館借閱的書籍。 

	
設定書籍檢視您可以輕鬆查看從 OverDrive 借來的所有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我的書籍」	

4. 輕點螢幕上方灰色欄位中的「篩選」	

5. 輕點 OverDrive.	
	

您將看到使用 OverDrive 借閱的所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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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修復您的 Kobo	 帳戶 

如果您的	eReader	遺漏書籍或您的	eReader	帳戶遇到問題，您

可以嘗試修復您的	Kobo		帳戶。	

開始之前，您將需要先存取	Wi	Fi	連線。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設定」。	

4. 輕點「裝置資訊」。	

5. 在「修復您的	Kobo		帳戶」旁，輕點「修復」。	

6. 輕點「立即修復」。	

帳戶修復過程將開始。如果您有很多書，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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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您的 eReader		

如果您的	eReader	沒有回應，或是並未如預期運作，請嘗試

將其關閉，然後重新開啟。	

1. 長按電源開關，直到「已關閉電源」螢幕出現為止。	

備註：如果您看到「休眠中」螢幕，請將	eReader	重新

開啟，並再嘗試關閉	eReader。	

2. 長按電源開關，直到	eReader	開啟。	

如果您的	eReader	沒有回應且無法將其關閉，請嘗試為	
eReader 充電。	

	

登出後再重新登入您的 eReader	

登出您的 eReader，然後重新登入也可以解決一些常見問題。

重新登入後，您的電 eReader 將再次開始設定過程。您需要輸

入與 Kobo 帳戶相關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才能通過Wi-Fi

連接設置您的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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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之前，請先同步您的 eReader，以免遺失新增到書中的

最新書籤，筆記或重點內容。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設定」	

4. 輕點「帳戶」		

5. 在	Kobo 下方,	輕點「登出	」	
6. 輕點「登出	」	

	
一旦登出後，您需要重新設您的 eReader。設置您的 eReader
並登入後，請同步您的 eReader 以存取您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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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恢復原廠設定 

您可以執行恢復原廠設定，將您的	eReader	還原為其原始設	
定。在恢復原廠設定之後，您將必須再次設定並同步您的	
eReader。	
	
如果您在	eReader	上執行恢復原廠設定，您將會	

• 將	eReader	中的書籍全部移除。在恢復原廠設定後，任

何你從 Kobo 書店購買的書籍登必須重新下載	
• 自從上次同步	eReader	之後您在書籍中建立的任何書	

籤與個人註記將會遺失。	

• 登出	eReader	的帳戶。	

• 重設所有設定與偏好設定。	
• 將	eReader	恢復為原始設定。	

恢復原廠設定: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的「功能列表」圖示	 		

3. 輕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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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輕點「裝置資訊」。	

5. 輕點「進階」下的「恢復原廠設定」。	

6. 輕點「立即恢復原廠設定」。 

重置您的 eReader 後，請按照螢幕上的步驟重新設置您的

eReader。 

 

執行手動恢復原廠設定 

如果恢復原廠設定未能解決問題，您可以嘗試手動恢復原廠設	
定，將您的	eReader	還原為其原始設定。在手動恢復原廠設定

之後，您將需要再次設定並同步您的	eReader。	

 

開始前:	

• 請將您的	eReader	充電至少一小時。	
• 請確認您有連接Wifi 連線	

1. 透過以下其中一項操作將您的	eReader	連接到電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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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開啟電腦，然後將隨附的	USB	電源線先連

接至電腦，再連接至您的	eReader。	

b. 將電源充電器（未隨附）連接到電源插座，

然後將您的	eReader	連接到電源充電器。	

2. 按下電源開關並按住不動，直到「已關閉電源」的

文字出現在螢幕上方為止。	

3. 鬆開電源按鈕。	

4. 長按	eReader	上的電源開關	30	秒。	

5. 等候「還原」畫面出現。	

6. 鬆開電源按鈕。 

 

您的	eReader	螢幕畫面會變成黑色，然後開始還原程	
序。還原程序完成之後，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來設定	
eReader。您需要存取作用中的	Wi	Fi	或網際網路連	
線，以完成設定。您亦可在電腦上使用	Kobo		Desktop	
應用程式來設定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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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說明 

有任何問題需要幫忙或想了解樂天 Kobo 其他產品資訊，請至

以下網址尋求資源或服務:	
https://help.kobo.com/hc/zh-tw	
	

安全、法規與保固資訊 

關於 Kobo	eReader	的重要安全、法規與保固詳細資料可於以下

網址取得:		

• https://help.kobo.com/hc/zh-tw	
• www.kobo.com/userguides		

備註：「符合性聲明」內容可能因	Kobo		eReader	的型號不同

而有所不同。您可參考 Kobo.com/使用手冊找到您的 eReader
型號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