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ad Air與iPad mini Retina
新機強勢登場

Part 1

一場 9.7 吋與 7.9 吋的對決，一個輕薄與更輕薄之間的選擇。 
更薄的機身、更輕的重量、更猛的反應、更快的網路，沒有止盡的進化！ 
不斷追求簡潔俐落的機身內更蘊藏著極其驚人的強大威力，這就是 iPad。
薄的機身 更輕的重量 更猛的反應 更快的網路 沒有止盡的進化

斷追求簡潔俐落的機身內更蘊藏著極其驚人的強大威力，這就是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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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硬體規格

iPad 誕生後即引領並開啟了全世界對於平板電腦的想像，每次推出新一代的產品就更確認 iPad 不可搖撼的地

位。這次 iPad Air 與 iPad mini Retina 的問世，可以說是 iPad 家族成立以來在規格上很大的提升。除了將整個

產品線帶入 Retina 視網膜解析度的領域，更一舉將機體的尺寸、重量縮小到極致，又力求執行效能再推升，

從此確立 iPad 在平板電腦界無法挑戰的門檻。到底 Apple 在 iPad Air 與 iPad mini Retina 的硬體規格上做了什

麼調整？小編特別為大家整理全新系列所有版本的詳細規格，讓你在選擇時能參考比較。

項目
iPad Air 

Wi-Fi

iPad Air  

Wi-Fi+Cellular

iPad mini Retina 

Wi-Fi

iPad mini Retina  

Wi-Fi + Cellular

顯示器
9.7 吋 Retina 顯示器，LED 背光多點觸控，採

用 IPS 技術，防指印疏油外膜。

7.9 吋 Retina 顯示器，LED 背光多點觸控，採

用 IPS 技術，防指印疏油外膜。

解析度 2048 x 1536 像素，解析度 264 ppi。 2048 x 1536 像素，解析度 326 ppi。

晶片 64 位元架構的 A7 晶片與 M7 動作感應協同處理器

無線網路 Wi-Fi (802.11a/b/g/n)；雙頻 (2.4GHz 及 5GHz) 和 MIMO。

行動網路 無 3G，LTE4 無 3G，LTE4

藍牙版本 Bluetooth 4.0

前後鏡頭
前置 Facetime HD 相機：120 萬相素，後置 iSight 相機：500 萬相素、f / 2.4 光圈，沒有閃光

燈。

錄影規格 1080p HD

輸入輸出 3.5 公釐立體聲耳機迷你插孔、內建揚聲器、雙麥克風，Lightning 連接器。

感應器 三軸陀螺儀、加速感應器、環境光度感應器

定位功能 Wi-Fi、數位指南針
Wi-Fi、數位指南針、

A-GPS、行動網路
Wi-Fi、數位指南針

Wi-Fi、數位指南針、

A-GPS、行動網路

電池續航 10 小時

尺寸 240 X 169.5 X 7.5 (公釐) 200 X 134.7 X 7.5 (公釐)

重量 469 公克 478 公克 331 公克 341 公克

顏色 太空灰、銀色

容量 台灣地區價格

16 GB NT$ 15,900 NT$ 19,900 NT$ 12,900 NT$ 16,900

32 GB NT$ 18,800 NT$ 22,800 NT$ 15,900 NT$ 19,900

64 GB NT$ 21,900 NT$ 25,900 NT$ 18,800 NT$ 22,800

128 GB NT$ 24,900 NT$ 28,900 NT$ 21,900 NT$ 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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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iPad Air與iPad mini Retina 新機強勢登場

硬體完全解析

無論是 iPad Air 或是 iPad mini Retina，除了有纖薄輕巧的外型，因為

使用鋁合金一體成形的設計，十分抗刮不易沾指紋，在掌握時會感到

整個機體相當紮實。比起上一代的 iPad，在外框上整個機體邊角使用

鑽石切割呈現圓弧線條，整個邊框也往內縮小，所以雖然是同樣的顯

示尺寸，但在比例上會有更大的可視面積，讓人更容易專注於畫面中

的內容。

不過還是有些遺憾，例如前置的 Facetime HD 相機或是後置的 iSight 

相機，在規格上還是一樣沒有升級，也不像 iPhone 一樣有加閃光

燈。另外就是這次 iPad 並沒有在 Home 鈕上加入 Touch ID 指紋身分

識別感應器，就沒有像 iPhone 5S 可以利用指紋來解鎖的功能，這可

能是因為 iPad 在使用方式上本來就與 iPhone 不同所做出來的區隔。

耳機插孔

3.5公釐立體聲迷你耳機插孔
Facetime HD 相機
120萬相素
睡眠 /喚醒按鈕
可以開啟、關閉、休眠

Retina
視網膜顯示器 IPS，多點觸控

1

2

3

4

Home 鈕
隨時回主畫面沒有指紋辨識

Lightning 接頭
輸入輸出埠

擴音器

立體雙聲道揚聲器

5

6

7

iSight 相機
500萬相素、f / 2.4光圈，但沒有閃光燈 
麥克風

在頂部及背部有二組麥克風

側邊切換控制

可切換控制音效 /靜音或畫面鎖定 /旋轉
音量調整鈕

可調整音量大小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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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7 搭配上全新的 iPad Air 與 iPad mini 儼然是最完美的組合，操作介面則改以平面化、極簡文字、鮮艷色彩

的設計方向，更加讓人愛不釋手。

使用 iPad 時，會先看到一個預設主畫面及排列在上方的內建圖示，iPad 的主畫面，不只顯示了設備相關資

訊，更放置了許多內建 App 讓你可以方便點選應用。畫面由上而下分為四個區域：

狀態列

狀態列裡的小圖代表了  i Pad 

設備相關資訊，如：  網路
訊號、目前時間、  電池狀
況...等。

App 圖示區
放置目前設備中可使用的 
App。

常用 App區
預設放置四個常用的  App 圖
示，當切換畫面時，這個區域

的圖示會固定顯示在下方。

目前所在畫面圖示

圓點表示畫面數量，白色圓

點代表目前所在畫面。

 主畫面

i Pa d 操作上最方便的

地方，就是免除了鍵

盤、滑鼠...等這些輔助

設備，通通由手指觸控

來進行，只要手指點一

點、滑一滑，就可輕鬆

搞定！

 點按  點一下  上下滑動  左右滑動  二指分開可放大檢視
比例，而二指靠攏可

縮小檢視比例。

主畫面圖示說明

用 iPad一定要知道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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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3：一觸即用．簡單操作

可以將 iPad 透過直向或橫向的擺放方式，瀏覽文件、相片、網頁或觀看影片...等。只要旋轉 iPad，畫面內容

也會自動跟著旋轉並調整。

有拿著 iPad 躺在床上看書或是上網的經驗吧！只要一

個翻身，咦！畫面又翻轉了，不然就是得用奇怪的姿

勢拿著 iPad 讓畫面不致於轉向，其實只要簡單的設定

一下，就可以鎖定畫面了！

用手指於畫面 "最底端" 往上一滑，開啟 控制中心，接

著點一下 方向鎖定 鈕，待出現 方向鎖定:開啟 文字就

表示你已將畫面鎖定而不會再隨意轉向了。

 要切換到直向的瀏覽畫面時，將 
iPad 垂直擺放。

 要切換到橫向的瀏覽畫面時，將 
iPad 水平擺放。

1

2

切換直向或橫向畫面

鎖定畫面不亂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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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CD歌曲加入 iTunes 音樂庫

將 MP3 加入 iTunes 音樂庫

如果想將音樂 CD 中的歌曲傳到 iPad 上播放，就必須先透過電腦中 iTunes 將歌曲擷取至電腦裡，才能傳輸至 

iPad 中，首先於電腦先開啟 iTunes 軟體，接著再將你想擷取的音樂 CD 放進光碟機中。

除了可將 CD 中的歌曲加入到 iTunes 音樂庫，也可以將原本就備份在電腦裡的 MP3 音樂檔加入至 iTunes 

音樂庫當中管理。

 只要讀取到光碟後，會彈出對話方
塊，先按 否 鈕取消匯入。

 選按 檔案 \ 將資料夾加入資料庫。

 選按清單鈕中 資料庫 \ 音樂 就可以看到完成匯入音樂庫中的歌曲。

 於右上角選按 匯入光碟 鈕，設定好
要匯入的格式後，按 確定 鈕。

 選取欲輸入的音樂資料夾，選按 選
擇資料夾 鈕。

 接著歌名左側即會有  表示正在匯
入當中，顯示  即代表完成。

 讀取完成後，會將資料夾中的 MP3 
音樂檔匯入 iTunes 資料庫。

1

2

4

開啟 iTunes 時，若習慣使用功能表及側
邊欄時，先選按 iTunes 視窗左上角  
鈕 \ 顯示功能表 開啟功能表列，再從功
能表裡選按 檢視 \ 顯示側邊欄 即可。

2

1

3

3



6-3

  Part 6：跨設備的影音玩樂全方位

將 iTunes 音樂庫中的音樂同步到 iPad

在 iPad 上播放音樂

當你將音樂都匯入了 iTunes 資料庫後，就可以將這些音樂檔案同步到設備之中，首先把 iPad 連接上電腦並在 

iTunes 軟體當中讀取到該設備，就可開始同步音樂資料囉！

要在 iPad 上直接聽音樂，只要點選 

 音樂 開啟畫面即可播放，你可

以依 演出者 或是 專輯...等選擇瀏

覽歌曲方式，或是像小編一樣選擇 

歌曲 將所有歌曲列出來，然後再選

擇隨機播放的方式來享受音樂。

 於右上角選按 iPad 鈕。(若是看不
到此按鈕，請先隱藏側邊欄。)

 點一下 歌曲 即可看到 iPad 中所有
已匯入的歌曲。

 接著選按 音樂 標籤並核選 同步音樂，再選擇你想要同步的項目，最後選按 
套用 鈕即可。

 點選想聽的歌曲名稱就會直接播放
了，可以利用上方播放列項目來自

訂播放方式。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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