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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您的 Kobo eReader

此部分內容

• Kobo eReader 剖析

• 開啟或關閉 Kobo eReader

• 為 Kobo eReader 充電

• 使用牆壁插座為 Kobo eReader 充電

• 使用觸控螢幕

• 使用您的主畫面

• 調整螢幕亮度

• 關於自然光功能

• 使用自然光功能

• 連接至您的電腦

Kobo eReader 剖析

 



 

電源開關 - 按下此開關即可開
啟或關閉 eReader，或者進入
休眠模式。

Micro USB 連接埠 - 請使
用隨附的 Micro USB 連接線
將 eReader 連接到您的電
腦，為 eReader 充電或新增
書籍。Micro USB 連接埠位



於 eReader 底端，在電源開
關旁邊。

開啟或關閉 Kobo 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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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開啟 eReader：按下並按住不動電源開關 3 秒。
電源指示燈會閃爍，且 eReader 會開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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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關閉 eReader：按下電源開關並按住不動，直到
「已關閉電源」螢幕出現為止。

如果 eReader 未開啟，您可以嘗試充電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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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飽電的 Kobo eReader 電池最長可使用 2 個月，時間長
短視您使用 eReader 的頻率而定。可能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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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販售 Micro USB 連
接線的任何地點購買新連接線。

依照下列步驟為 eReader 充電。

1. 開啟電腦。

2. 使用 Micro USB 連接線連接 eReader 和電腦。

為 eReader 充電時，您可以繼續閱讀。

您可以在螢幕右上角查看電池的充電狀態。

電池圖示

• 電力不足 

• 充電中 

• 部分充電 

• 完全充電 

使用牆壁插座為 Kobo eReader 充電

您可以使用任何 5V 為 Kobo eReader 充電。800mA Micro
USB 配接器。

備註：如果您到使用不同電氣系統的國家/地區旅行，請先確定
您有適當的轉換器，然後才使用電源插座來為 Kobo eReader
充電。



使用觸控螢幕

開啟 eReader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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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您可能覺得有用的一些手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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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您最常使用的手勢。

• 滑動：使用此手勢在您的 eReader 和翻頁。

• 按下並按住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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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字詞並按
住不動，放開時，eReader 會對您選擇的字詞畫底線並
在字詞首尾處顯示圓圈。拖曳圓圈以選擇更多文字。

備註：並非所有書籍都能選擇文字。例如，您無法在 PDF 或漫
畫書中選擇文字。

使用您的主畫面

您的主畫面將顯示您正在閱讀的書籍、書籍推薦內容及其他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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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eReader 軟體可能包括改進功能和新功能。

• 購買書籍：在找讀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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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視您最近開啟的書籍：最近閱讀的書籍會顯示在螢幕
頂端。

前往主畫面

在閱讀時或者在 eReader 上瀏覽書籍時可以隨時前往主畫面。

• 在閱讀時前往主畫面：輕點螢幕中間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然後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圖示 。輕點首頁以前往
主畫面。

• 在瀏覽書籍或在功能表中時前往主畫面：輕點螢幕頂端

的功能表圖示 ，然後輕點首頁。

主畫面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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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 含義

同步和更新：讓最新購買的
書籍顯示在 eReader 上。



圖示 含義

同步還會檢查 eReader 以
進行軟體更新。

主要功能表：在 eReader
上檢視功能表項目和設定清
單。

燈光圖示：調整螢幕亮度和
色溫。

Wi Fi 圖示：顯示 Wi Fi 訊
號強度。

電池圖示：顯示 eReader
的電池電量，並可讓您調整
eReader 的節能設定。

搜尋圖示：在 eReader 或
Kobo 書店中搜尋書籍。

調整螢幕亮度

您可以從主畫面或是在閱讀時，調整亮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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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預設，eReader 會自動調整螢幕亮度。這可在周圍
的光線級別發生變化時自動維持您偏好的光照級別。輕

點「自動」旁的圓圈圖示 ，即可開啟或關閉此功能。

當圓圈圖示  朝向右側 ，即意味著「自動」功能
開啟。



關於自然光功能

自然光功能會隨一天當中的時段變化逐漸調整螢幕色彩，讓您
閱讀起來更加舒適。閱讀時，您可能不會注意到螢幕的色彩有
所改變。

白天螢幕會呈現少量藍光。隨著一天時段的變化，光線會逐漸
變為橘色燭光且含有較少藍光。

藍光有助於您在白天保持清醒，但也會讓您在夜間難以入眠。
自然光功能會限制夜間的藍光暴露量，讓您更輕鬆地入眠。限
制 eReader 螢幕發出的藍光量，也能讓您在光線幽暗或黑暗中
閱讀時，提升眼睛的舒適度。

使用自然光功能

藉由自然光功能，您可以調整螢幕色彩。其中包含多種色彩，
如適合夜間閱讀的橘色燭光，以及適合日間的白色陽光。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上方附近的「亮度」圖示 。
自然光設定功能表隨即顯示。

3. 在「睡前」旁邊輕點下拉式箭頭 。

4. 選擇您通常就寢的時間。

5. 調整螢幕色彩：



• 若要讓 eReader 自動調整螢幕色彩，請確保「自

動」旁邊的圓圈圖示  朝右 .

• 若要手動調整自然光設定，請確保「自動」旁邊的圓

圈圖示  朝左 。將圓圈圖示  向太陽圖示

 拖曳，讓螢幕色彩變為白光，以方便日間閱讀。

將圓圈圖示  向月亮圖示  拖曳，讓螢幕色彩
變為橘光，以方便夜間閱讀。備註：手動調整自然光
設定時，eReader 將不會根據時刻自動調整螢幕色
彩。

連接至您的電腦

Kobo Desktop 是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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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ktop 可讓您：

• 快速新增和刪除 eReader 中的大量書籍。

• 閱讀您從 Kobo 購買的書籍。

• 在電腦上購買書籍。

• 同步您的 eReader。

如需關於 Kobo Desktop 的更多資訊，您可以：

• 在 kobosetup.com 下載 Kobo Desktop。

http://www.kobosetup.com


• 從 kobo.com/userguides 下載 Kobo Desktop 使用
者指南。

• 搜尋我們的說明網站 kobo.com/help。

http://www.kobo.com/userguides
http://www.kobo.com


使用 Wi Fi

此部分內容

• 將您的 Kobo eReader 連接至 Wi Fi 網路

• 檢查 Kobo eReader 上的 Wi Fi 狀態

• 關閉 Kobo eReader 上的 Wi Fi

將您的 Kobo eReader 連接至 Wi Fi 網路

使用 Wi Fi 連接至 eReader 上的網際網路，以搜尋 Kobo 書店
並同步您的 Kobo eReader。您只需要存取無線網路。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同步」圖示 。

3. 輕點「立即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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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看螢幕頂端的 Wi Fi 狀
態圖示。

Wi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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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必須同步 eReader，才能查看 Wi Fi 狀態圖示。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同步」圖示 。

3. 輕點「立即同步」。
Wi Fi 狀態圖示將顯示在螢幕頂端

關閉 Kobo eReader 上的 Wi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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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點螢幕頂端的 「Wi Fi」圖示 。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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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點螢幕頂
端顯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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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您的 Kobo eReader

此部分內容

• 了解同步

• 透過 Wi Fi 同步 Kobo eReader

• 將 Kobo eReader 與 Kobo Desktop 同步

了解同步

請務必定期同步以將新購買的書籍下載到 Kobo eReader、取
得近期軟體或應用程式更新，以及使用您在另一個裝置上閱讀
時加入的書籤或附註來更新書籍。

有兩種同步方法：使用 Wi Fi，或是將 Kobo eReader 連接到
電腦上的 Kobo Desktop。

同步後，您將看到所有的書籍封面和預覽。有些書籍會在書名

旁顯示「下載」，或在封面上顯示「下載」圖示 ，視 eReader
型號而定。輕點封面，將書籍下載到您的 eReader。

透過 Wi Fi 同步 Kobo eReader

依照下列指示，在 Kobo eReader 上閱讀您最近從 kobo.com
購買的書籍。開始之前，您必須先存取作用中的 Wi Fi 連線。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同步」圖示 。

3. 輕點「立即同步」。

同步 Kobo eReader 之後，書籍將新增至 Kobo eReader 的
主畫面和「我的書籍」功能表中。只要輕點書籍封面即可開始
閱讀。

將 Kobo eReader 與 Kobo Desktop 同步

您也可以將 Kobo eReader 連接至電腦，使之與 Kobo
Desktop 同步。您應該先將電腦連接至網際網路，然後再進行
同步。

若要下載 Kobo Desktop，請造訪 kobosetup.com。

1. 請使用 Micro USB 連接線並輕點「連接」，將 eReader
連接到您的電腦。

2. 在電腦上開啟 Kobo Desktop。

3. 如果您尚未登入 Kobo 帳戶，請按一下螢幕頂端的「設

定檔」圖示  並登入。

4. 按一下「同步」圖示 。 您的 eReader 將同步並以
最新書籍進行更新。

 

http://www.kobosetup.com


 

5. 按一下螢幕頂端的「退出」按鈕 ，以中斷 eReader
與電腦的連接。



新增書籍

此部分內容

• 在 Kobo eReader 上購買書籍

• 瀏覽 Kobo 書店

• 將書籍新增至願望清單

• 檢視您的願望清單

在 Kobo eReader 上購買書籍

您可以直接在 eReader 上購買電子書。您只需要 Wi Fi 連線
和有效的信用卡。

完成結帳程序之後，您的書籍將顯示在主畫面上。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左下方的「選購 Kobo」。

3. 輕點您感興趣的類別或書籍。

4. 請輕點您想要購買書籍旁的「購買」。

5. 如果您曾經在 Kobo 購買過書籍並儲存帳單資訊，請移
至步驟 8。

6. 使用鍵盤輸入帳單地址及信用卡資訊。



備註：我們需要您的帳單地址，才能根據您的地點為您
的訂單計算稅款。

7. 輕點「繼續」。

8. 檢閱您的訂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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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因為並非所有出版商都選擇參加促銷活動，所以
促銷代碼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電子書。

10.輕點「確認」。

11.輕點「繼續購物」以購買更多書籍，或返回主畫面。
備註：如果沒有看到您在主畫面購買的書籍，請輕點螢

幕頂端的「同步」圖示 ，再輕點「立即同步.」。

瀏覽 Kobo 書店

Kobo 書店讓您依照類型、人氣精選及其他選項來選購書籍。開
始之前，您將需要先存取 Wi Fi 連線。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左下方的「選購 Kobo」。

Kobo 書店網頁將出現。

3. 瀏覽您的書籍：



• 使用螢幕頂端的搜尋列來搜尋標題或作者。

• 輕點螢幕頂端的類別來檢視更多書籍類型。

將書籍新增至願望清單

願望清單可讓您追蹤想要購買的書籍。

1. 選購書籍時，輕點您有興趣的書籍封面。
書籍詳細資料頁面將出現。書籍詳細資料頁面會顯示書
籍簡介、評論及其他相關書籍。

2. 輕點書籍封面旁的「+ 願望清單」。

檢視您的願望清單

將書籍新增至願望清單後，您可以查看有興趣購買的書籍清單。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圖示 。

3. 輕點「願望清單」。

您將看到已新增至願望清單的書籍清單。輕點書籍封面以檢視
書籍的詳細資料。開啟書籍詳細資料頁面後，輕點書籍封面底
下的立即預覽以閱讀書籍範本。當您達到預覽結尾處時，即會
看到購買書籍的選項。



閱讀您的書籍

此部分內容

• 在哪裡尋找書籍

• 搜尋書籍

在哪裡尋找書籍

您的書籍和書籍預覽顯示在「我的書籍」功能表中。您也可以
在 eReader 上從「我的書籍」功能表中管理所有書籍。

若要存取購買的書籍、借閱的書籍和書籍預覽：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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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書籍

您可以在 eReader 上購買想要買的書籍。輸入書名或作者姓
名，從 Kobo 書店使用搜尋功能尋找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搜尋」圖示 。

3. 輕點 Kobo 旁的下拉式清單圖示 ，並選擇您想搜尋
的位置：

• 選擇「Kobo Store」以搜尋 Kobo 書店 (您必須連
接至 Wi Fi)。

• 選擇「我的書籍」以搜尋 eReader 中的書籍。

4. 使用鍵盤，輸入書名、作者姓名或書籍系列。
在您鍵入內容時系統將會顯示搜尋結果。

5. 輕點任一項建議即可前往該結果，或輕點「前往」以查
看結果的完整清單。



從 Kobo Cloud 下載書籍

此部分內容

• 關於 Kobo Cloud

• 從 Kobo Cloud 下載書籍到 Kobo eReader

• 一次將所有書籍下載至您的 Kobo eReader

• 移除 Kobo eReader 中的書籍，一次移除一本

• 一次將 Kobo eReader 中的所有書籍移除

關於 Kobo Cloud

您從 Kobo 所購買的書籍會儲存在 Kobo Cloud 上。Kobo
Cloud 是一個具有無限空間的線上儲存區域。您可選擇要從
Kobo Cloud 下載哪些書籍至您的裝置：當您讀完書籍時，您可
從裝置中移除書籍，以增加儲存空間。當您可以存取 Wi Fi 連線
時，即可隨時從 Kobo Cloud 重新下載書籍。

從 Kobo Cloud 下載書籍到 Kobo eReader

如果您的書籍儲存在 Kobo Cloud 上，則必須先將書籍下載到
eReader，然後才能進行閱讀。確定您的 eReader 已連接至
Wi Fi，才能從 Kobo Cloud 下載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3. 輕點「我的書籍」。
任何尚不存在於您的 eReader 內的書籍將會在書名旁

顯示「下載」，或在封面上顯示「下載」圖示 。

4. 輕點書籍封面以下載。
書籍將會開始下載。

5. 輕點書籍封面或標題即可打開書籍。

如果您選擇幾本書，書籍將會放置在佇列中，並且會下載至您
的 eReader，一次下載一本。在清單檢視中，下載佇列中的書
籍旁邊會出現 Pending (等待中) 等字。在封面視圖中，您會在
等待下載的書籍封面上看見進度列。將書籍下載到裝置之後，
您不必連接至 Wi Fi 即可閱讀內容。

一次將所有書籍下載至您的 Kobo eReader

您可以將整個書籍收藏下載至 eReader。如果您將前往無法存
取 Wi Fi 的區域，這將非常有幫助。例如，如果您即將旅行，將
所有書籍下載至 eReader 可確保您無需連接至 Wi-Fi 即可存
取書籍。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3. 輕點「我的書籍」。



4. 輕點灰色列中的「更多」圖示 。

5. 輕點「全部下載」。
您的書籍將會放置在佇列中，並且會下載至您的
eReader，一次下載一本。在清單檢視中，下載佇列中
的書籍旁邊會出現 Pending (等待中) 等字。在封面視
圖中，您會在等待下載的書籍封面上看見進度列。

移除 Kobo eReader 中的書籍，一次移除一本

移除 eReader 中的書籍之後，只要可以存取 Wi Fi 連線，即可
隨時從 Kobo Cloud 重新下載書籍。從 eReader 中移除一本
書可以協助您節省儲存空間。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3. 輕點「我的書籍」。

4. 輕點書籍的封面或書名，並按住不動。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5. 輕點「移除」。
此時會顯示對話方塊。

6. 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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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仍可於您的



eReader 中查看該書之封面。會自動選取這個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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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輕點「移除」。

一次將 Kobo eReader 中的所有書籍移除

您可以將所有下載的書籍從 eReader 中移除以釋放儲存空間。
在移除 eReader 中的書籍時，書籍仍然會儲存在 Kobo Cloud
中，您稍後可以重新下載。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3. 輕點「我的書籍」。

4. 輕點灰色列中的「更多」圖示 。

5. 輕點「管理下載」。

6. 在「下載 Kobo 書籍」旁，輕點「全部移除」。

7. 輕點「移除」。
您所有的 Kobo 書籍將會從您的 eReader 移除。



在 Kobo eReader 上閱讀

此部分內容

• 四處探索書籍

• 快速自動翻頁

• 在 Kobo eReader 上變更文字與字型選項

• 關閉書籍

• 為頁面標記書籤

• 尋找已標記書籤的頁面

• 在 Kobo eReader 上畫重點文字

• 在 Kobo eReader 上檢視已畫重點

• 在 Kobo eReader 上移除已畫重點

• 在 Kobo eReader 上新增書籍備註

• 在 Kobo eReader 上閱讀時檢視備註

• 在 Kobo eReader 上移除書籍備註

• 使用 Kobo eReader 上的字典

• 新增或移除字典

• 翻譯字詞



四處探索書籍

只要輕點幾下，即可快速前往書籍中的任何章節或頁面。

• 開啟書籍：在您的主畫面或「我的書籍」功能表中輕點
書籍封面或書名。

• 翻頁：輕點或滑動頁面側邊。

如果您想要向前跳不止一兩頁：

1. 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2. 輕點導覽圖示 。

• 若要捲動瀏覽書籍頁面，觸碰導覽列中的圓圈圖示

 並將其向右滑動以向前移動，或是向左滑動以向
後移動。

• 若要移動到下一頁，輕點「下一頁」圖示 。

• 若要移動到上一頁，輕點「 上一頁」圖示。

• 若要跳到下一章，輕點「 向前跳」圖示。

• 若要跳到上一章，輕點「 向後跳」圖示。

• 若要移至特定章節，依序輕點「目錄」和該章節。

• 輕點「 Snap Back」圖示，回到您先前所在的書
籍位置。



3. 輕點該頁面的任何位置以關閉導覽列。

快速自動翻頁

您可以在閱讀時快速翻閱頁面。在瀏覽圖像小說或漫畫這一類
的內容時，這將非常有幫助。

1. 閱讀時，輕點螢幕下角並按住不動。
 

 

• 快速前往下一頁：將手指輕點螢幕右下角並按住不
動。

• 快速前往上一頁：將手指輕點螢幕左下角並按住不
動。

2. 將手指從螢幕上提起以停止翻頁。



在 Kobo eReader 上變更文字與字型選項

eReader 針對大多數的書籍提供數種不同大小的文字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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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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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2. 輕點「文字」圖示 Aa。

3. 調整您的字型設定：

• 輕點「字體」旁的下拉式功能表，從可用字型清單中
選擇。

• 拖曳「字型大小」旁的圓圈圖示  以變更文字的
大小。

• 拖曳「行間距」旁的圓圈圖示  可增加或減少各
行之間的空間。

• 拖曳「邊緣」旁的圓圈圖示 ，使邊緣更大或更
小。

• 輕點您的對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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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書籍

當您讀完書籍時，您可以將之標記為「完成」，如此在您下次
開啟書籍時，即可從頭開始閱讀。

將書籍標記為「完成」並不會移除任何書籤、附註或已畫重點。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圖示 。

3. 輕點「我的書籍」。

4. 按下書籍封面並按住不動。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5. 選擇「標記為完成」。

為頁面標記書籤

您可以使用書籤來標記日後要回讀的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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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經為頁面新增書籤，則能使用閱讀功能表輕鬆再次找
到該頁面。



1. 閱讀時，輕點頁面中央以顯示「閱讀功能表」。

2. 輕點頁面底部的「更多」圖示 。

3. 輕點「附註」。

4. 輕點您想要看到的書籤。

在 Kobo eReader 上畫重點文字

大多數的書籍都可以畫重點文字，就像是在紙本書籍上使用螢
光筆一樣。

備註：您無法在 PDF 中畫重點文字。

1. 在閱讀時，按下並按住不動某個字詞數秒鐘，直到出現
底線為止。

2. 將手指從頁面上提起。

您會在每個字詞的首尾處看見一個圓圈 。

3. 將第一個圓圈拖曳至想要選擇的文字開頭，將第二個圓
圈拖曳至文字結尾。

4. 輕點「畫重點」。

在 Kobo eReader 上檢視已畫重點

閱讀時您可以查看書籍中的已畫重點清單。



1. 輕點頁面中央。
閱讀功能表隨即顯示。

2. 輕點頁面底部的 「更多」圖示 。

3. 輕點「附註」。
將顯示您在書籍中建立的書籤、已畫重點與備註的清單。

4. 輕點已畫重點以查看整個已畫重點的句子。

在 Kobo eReader 上移除已畫重點

閱讀時您可以移除書籍中的已畫重點。

1. 輕點頁面中央。
閱讀功能表隨即顯示。

2. 輕點頁面底部的 「更多」圖示 。

3. 輕點「附註」。

4. 輕點並按住想要移除的已畫重點。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5. 輕點「移除已畫重點」。
已畫重點將從您的書籍中移除。



在 Kobo eReader 上新增書籍備註

閱讀時，您可以新增書籍備註。

1. 在閱讀時，按下並按住不動某個字詞數秒鐘，直到出現
底線為止。

2. 將手指從頁面上提起。

您會在每個字詞的首尾處看見一個圓圈 。

3. 將第一個圓圈拖曳至想要選擇的文字開頭，將第二個圓
圈拖曳至文字結尾。

4. 輕點「新增備註」。

5. 使用鍵盤以輸入備註並輕點「儲存」。

在 Kobo eReader 上閱讀時檢視備註

加上備註之後，閱讀時隨時都能查看備註。

1. 輕點頁面中央。
閱讀功能表隨即顯示。

2. 輕點頁面底部的 「更多」圖示 。

3. 輕點「附註」。
將顯示您在書籍中建立的書籤、已畫重點與備註的清單。

4. 輕點右側「備註」旁邊的文字，以檢視整個備註。



在 Kobo eReader 上移除書籍備註

如果您不再需要備註，可以在閱讀時將其從書籍中刪除。

1. 輕點頁面中央。
閱讀功能表隨即顯示。

2. 輕點頁面底部的 「更多」圖示 。

3. 輕點「附註」。
將顯示您在書籍中建立的書籤、已畫重點與備註的清單。

4. 輕點並按住您要刪除的備註。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5. 輕點「移除附註」。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視窗。

6. 輕點「繼續」以刪除您的備註。

使用 Kobo eReader 上的字典

閱讀時，如果看到不熟悉的字詞，則可使用 eReader 的內建字
典來檢視其定義。

1. 閱讀時，按下您要查詢的字詞並按住不動。
該字詞下方會顯示底線。

2. 將手指從螢幕上提起。
字詞定義隨即顯示。



字典可能無法在某些書籍上運作，如 PDF、您從公共圖書館借
閱的書籍，或是您在網際網路上找到的免費書籍。

輕點螢幕即可移除字典。

新增或移除字典

您可以移除安裝在 eReader 上的字典，以節省儲存空間或是新
增其他語言的字典。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圖示 。

3. 輕點「設定」。

4. 輕點「語言及詞典」。

5. 在「字典」下，輕點「編輯」。

6. 新增或移除字典：

• 若要新增字典，請輕點您要新增字典旁邊的「加號」

圖示 。

• 若要移除字典，請輕點您想移除的字典旁的勾選標記

圖示 。

7. 輕點「儲存」。



翻譯字詞

Kobo eReader 具備翻譯字典，可供您在閱讀 Kobo eBooks
時使用。

字典可能無法在某些書籍上運作，如 PDF、您從公共圖書館借
閱的書籍，或是您在網際網路上找到的免費書籍。

1. 在書籍中按下您要翻譯的字詞並按住不動。

2. 將手指從螢幕上提起。
字詞的定義將顯示在對話方塊中。

3. 輕點對話方塊右下角的 下拉式清單圖示。
語言清單將顯示在下拉式功能表中。

4. 選擇您要翻譯的目標語言。



從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

此部分內容

• 了解 OverDrive 書籍借閱程序

• 開始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 步驟 1：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 步驟 2：建立 Adobe ID

• 步驟 3：授權電腦上的 Adobe Digital Editions

• 步驟 4：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將書籍新增至您
的 eReader

了解 OverDrive 書籍借閱程序

您可向多數公共圖書館借閱電子書，然後在 Kobo eReader 中
進行閱讀。

備註：OverDrive 可能不適用於您當地的圖書館。您的圖書庫
可能不提供部分書籍。

多數公共圖書館使用名為 OverDrive 的服務來為電子書編目和
管理電子書。以下指示將指引您學習如何使用 OverDrive 向當
地圖書館借閱電子書。



當您借閱電子書時，實際上是將授權檔案下載至電腦中。授權
檔案也稱為 .acsm 檔案。您需要使用名為 Adobe Digital
Editions 的免費軟體，將授權檔案複製到您的 eReader。

向圖書館借閱電子書的程序如下：

1. 使用 OverDrive 向公共圖書館借閱電子書。在借閱圖
書館電子書時，您會將電子書授權檔案下載至您的 PC
或 Mac 中。

2. 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將授權檔案複製到您的
Kobo eReader。

3. 在 Kobo eReader 上開啟並閱讀電子書。

在開始前，請確保您擁有：

• 有效的借閱證

• 網際網路存取

開始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E) 是一種免費軟體，您可以利用此
軟體將公共圖書館中的電子書、其他商店的電子書，或是 Kobo
商店中受到數位版權管理 (DRM) 保護的電子書新增至您的
Kobo eReader。

DRM 防止未經授權複製或重新發佈電子書，藉以維護作者與出
版商的權利。如果您下載受到 DRM 保護的書籍，您將會收到



有關書籍的授權，其格式為 .acsm 檔案。接下來可以使用
ADE 將受 DRM 保護的內容新增至您的 eReader。

若要開始使用 ADE：

• 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 取得 Adobe ID。

• 使用 ADE 授權您的電腦和 eReader。

如果您有以下需求，將需要使用 ADE：

• 閱讀從圖書庫借閱的電子書。

• 閱讀您從 Kobo 書店購買的受保護的 PDF 檔案。

從您的圖書庫借閱電子書時，您的圖書庫應可提供有關如何下
載書籍 .acsm 檔案的說明。

Kobo 書店中的某些書籍可能是 PDF 格式，因此需要使用
ADE 將 PDF 檔案下載至您的 eReader。

如果您使用 Kobo eReader 或 Kobo 的閱讀應用程式，您可能
不需要使用 ADE。Kobo 的閱讀應用程式及 eReader 可自動
下載並開啟 Kobo 商店中的大部分書籍。



步驟 1：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在您的 PC 或 Mac 上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E)，將
受到數位版權管理 (DRM) 保護的內容轉移至 Kobo
eReader。

1. 從 www.adobe.com/support/digitaleditions/
downloads.html 下載 ADE。

2. 尋找電腦中的 ADE 安裝檔案。

3. 開啟 ADE 安裝檔案。

4. 遵照螢幕上的指示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步驟 2：建立 Adobe ID

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之後，您需要建立 Adobe ID。如
果您已經擁有一個 Adobe ID，即可跳至步驟 3。

1. 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開啟的情況下，按一下螢幕
頂端的「說明」。

2. 按一下「授權電腦」。

3. 按一下「授權」視窗中的「建立 Adobe ID」。

備註：

• 確定已清除「我想要授權電腦而不使用 ID」旁邊的核取
方塊，並且沒有選取。

http://www.adobe.com/ca/solutions/ebook/digital-editions/download.html
http://www.adobe.com/ca/solutions/ebook/digital-editions/download.html


• 確定已選擇「電子書廠商」下拉式功能表旁邊的「Adobe
ID」。

 

 

4. 在適當的文字方塊中填寫資料，然後按一下「註冊」。

 





 

備註：

• 您的 Adobe ID 是您在註冊時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

• 您的 Adobe 密碼是您用來建立帳戶的密碼。

• 在您建立 Adobe ID 和 Adobe 密碼之後，可以立即使
用。

步驟 3：授權電腦上的 Adobe Digital
Editions

在安裝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E) 並且建立 Adobe ID 之
後，您需要使用 ADE 授權您的電腦。您只需要授權一次即可。

1. 在開啟 Adobe Digital Editions 的情況下，輸入剛剛建
立的 Adobe ID 與密碼。

 



 

2. 按一下「授權」。

3. 在 Adobe 完成授權您的電腦時，按一下「確定」。

步驟 4：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將書籍
新增至您的 eReader

倘若您下載受到數位版權管理 (DRM) 保護的書籍，您將獲得書
籍的授權。授權也稱為 .acsm 檔案。下載受 DRM 保護的電
子書時，您需要下載副檔名為 .acsm 的檔案。 您的圖書庫應可
提供有關如何下載 .acsm 檔案的說明。 若要取得真正的書籍



內容，您只需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ADE) 開啟檔案即可。
ADE 將會驗證您的授權，然後以 EPUB 或 PDF 格式下載電子
書。

1. 開啟您的 eReader。

2. 請使用 Micro USB 連接線將 eReader 連接到您的電
腦。

3. 輕點 eReader 上的「連接」。

4. 開啟 Adobe Digital Editions，接著遵照以下步驟：

a. 在「裝置」下方，以滑鼠右鍵按一下「Kobo
eReader」並按一下「授權裝置」。如果您未在

「裝置」下方看到「Kobo eReader」，關閉 Adobe
Digital Editions，然後再次開啟。
 



 

b. 按一下「授權」。
 



 

c. 按一下螢幕頂端的「檔案」。

d. 按一下「新增至圖書庫」。將出現瀏覽視窗。

e. 在 PC 上：按一下下拉式功能表中的「電子書」，
選擇「Adobe Content Server Message」。
在 Mac 上：在「顯示」旁的下拉式功能表，選擇

「ACSM 檔案」。

f. 尋找您從 Kobo 下載的 .acsm 檔案。

g. 選擇您從 Kobo 下載的 .acsm 檔案，然後按一下「新
增」。書籍將會開啟。

h. 按一下螢幕頂端的「圖書庫」，返回 ADE 主畫面。

i. 選擇您的新書籍，然後將其拖曳至 Kobo eReader
書架 (顯示在「裝置」底下的左側)。

5. 將 eReader 從電腦退出，然後將 eReader 上的 Micro
USB 連接線拔除。
書籍將顯示在您的圖書庫中。



鎖定 eReader 螢幕

此部分內容

• 鎖定 eReader 螢幕

• 變更 PIN 碼

• 忘記 PIN 碼？

鎖定 eReader 螢幕

使用 PIN 碼鎖定功能，您可以鎖定 eReader 的螢幕以防止他
人使用。根據預設，PIN 碼鎖定功能為關閉。

如果忘記 4 位數 PIN 碼，必須登出 eReader 再重新登入。這
代表您將失去書籍的附註和書籤。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電池圖示 。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3. 輕點「節能設定」。將出現「節能與隱私」畫面。

4. 在「喚醒或開啟電源時詢問 PIN 碼」旁，輕點右邊的核
取方塊。
將出現鍵盤試窗。

5. 輸入四位數的 PIN 碼。



6. 出現提示時，重新輸入相同的四位數 PIN 碼。
將出現「已啟用 PIN 碼鎖定」視窗，確認已開啟 PIN 碼
鎖定功能。

當您將 eReader 進入休眠狀態或重新開啟時，必須輸入四位數
的 PIN 碼以解除鎖定螢幕。

變更 PIN 碼

如果您已開啟 PIN 碼鎖定功能，可以隨時變更 PIN 碼。您需要
現有的 PIN 碼來進行變更。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電池圖示 。
此時會顯示一個功能表。

3. 輕點「節能設定」。

4. 在「變更 4 位數 PIN 碼」旁，輕點「變更 PIN 碼」。

5. 輸入目前的 PIN 碼。

6. 輸入新 PIN 碼。

7. 重新輸入新的 4 位數 PIN 碼。

忘記 PIN 碼？

如果忘記 PIN 碼，必須登出 eReader 再重新登入。



登出 eReader 時，您將失去在書籍中所做的書籤和附註。您必
須先存取有效的 Wi Fi 網際網路連線，才能設定 eReader。

1. 開啟您的 eReader。

2. 輕點螢幕底部的「登出」。
此時會顯示對話方塊。

3. 輕點「登出」。

4.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設定 eReader。
設定 eReader 後，必須重新設定 PIN 鎖定功能。



對 eReader 進行故障排除

此部分內容

• 對 eReader 進行故障排除

• 關閉您的 eReader

• 為您的 eReader 充電

• 修復您的 Kobo 帳戶

• 登出後再重新登入您的 eReader

• 執行重設出廠設定

• 執行手動重設出廠設定

對 eReader 進行故障排除

如果使用 eReader 時遇到問題，請嘗試以下幾個程序。

• 驗證您的帳戶詳細資料：仔細確認您在登入時已輸入正
確的電子郵件地址。確認建立帳戶時沒有任何拼字錯
誤。

• 關閉 eReader：如果 eReader 不如預期般運作，請
嘗試關閉 eReader，然後重新開啟。

• 為 eReader 充電：為 eReader 充電一小時，然後嘗
試重新開啟 eReader。



• 登出 eReader：登出 eReader，然後再重新登入也可
以解決一些常見問題。當您重新登入時，您的 eReader
將會再次啟動設定程序。您需要輸入與您的 Kobo 帳戶
關聯的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以透過 Wi Fi 連線設定
eReader。

• 重設 eReader 出廠設定：如果登出後再重新登入未能
解決問題，請嘗試在 eReader 上執行重設出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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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電源開關並按住不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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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電源開關並按住不動，直到 eReader 開啟。

如果您的 eReader 凍結且無法將其關閉，請嘗試為 eReader
充電。



為您的 eReader 充電

如果您無法開啟和關閉 eReader，請嘗試為 eReader 充電。
可能的話，使用隨附的 Micro USB 連接線為 Kobo eReader
充電。

1. 使用 Micro USB 連接線連接 eReader 和電腦。

2. 開啟電腦。

等候幾分鐘並查看 eReader 是否會自行重新啟動。如果您已
經一段時間未使用 eReader，可能是電池電力不足。請先為
eReader 充電至少一小時，然後再嘗試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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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大量書籍，此過
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功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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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修復您的帳戶未能解決問題，請嘗試登出並重新登入您的
eReader。

登出後再重新登入您的 eReader

如果您無法使用書籍，請嘗試登出後再重新登入您的 eReader。

先同步您的 eReader，然後再繼續，如此您就不會遺失您最近
新增至書籍的書籤、備註或已畫重點。

1. 前往主畫面。

2.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3. 輕點「設定」。

4. 輕點「帳戶」。

5. 在 Kobo 下方，輕點「登出」。

6. 輕點「登出」。

登出之後，您需要設定 eReader。設定 eReader 並登入之後，
同步 eReader 以存取您的書籍。



執行重設出廠設定

您可以執行重設出廠設定，將您的 eReader 還原為其原始設
定。在重設出廠設定之後，您將必須再次設定並同步您的
eReader。

如果您在 eReader 上執行重設出廠設定，您將會：

• 將 eReader 中的書籍全部移除。在重設出廠設定之
後，您透過 Kobo 購買的任何書籍可以從 Kobo Cloud
重新下載。

• 自從上次同步 eReader 之後您在書籍中建立的任何書
籤與附註將會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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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可能，請備份您使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新增
至 eReader 或是使用電腦手動新增的任何書籍或文
件。您不需要備份透過 Kobo 購買的任何書籍。在重設
出廠設定之後，您透過 Kobo 購買的任何書籍可以從
Kobo Cloud 重新下載。

2. 前往主畫面。

3. 輕點螢幕頂端的「首頁」 。

4. 輕點「設定」。



5. 輕點「裝置資訊」。

6. 輕點「進階」下的「原廠重設」。

7. 輕點「立即重設」。

執行手動重設出廠設定

如果重設出廠設定未能解決問題，您可以嘗試手動重設出廠設
定，將您的 eReader 還原為其原始設定。在手動原廠重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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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以下其中一項操作將您的 eReader 連接到電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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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壁式充電器（未隨附）連接到電源插座，然後將您
的 eReader 連接到壁式充電器。

2. 按下電源開關並按住不動，直到「已關閉電源」的文字
出現在螢幕頂端為止。

3. 鬆開電源按鈕。

4. 按下並按住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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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obo.com/desktop
https://www.kobo.com/desktop


取得說明

此部分內容

• 取得說明

• 安全、法規與保固資訊

取得說明

有疑問或需要幫忙？ 造訪 kobo.com/help。

安全、法規與保固資訊

關於 eReader 的重要安全、法規與保固詳細資料可於
kobo.com/userguides 取得。

備註：「符合聲明」內容可能因 Kobo eReader 的型號不同而
有所不同。Kobo.com/userguides 包含如何找到 Kobo
eReader 型號號碼的相關資訊。

關於此 eReader

• 機型名稱：Kobo Clara HD

• 型號：N249

• 作業溫度：0°C 至 45°C

http://www.kobo.com/userguides


警告：請勿打開或嘗試修理您的裝置，包括修理或更換本裝置
中的鋰離子電池。如有任何修理和/或電池相關的安全問題，請
聯絡 Kobo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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