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合一行動套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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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將所有資料儲存在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和其他數位裝置上。
這款多功能合一行動套件組包括一張記憶卡、 SD 轉接卡和 USB 轉接卡，
讓使用者能與所有和 SD卡及 USB 相容的儲存裝置搭配使用，包含平板電
腦、智慧型手機、一般手機、數位相機、筆記型電腦、電子書閱讀器、媒
體播放器及其他裝置等。
行動套件組包括一張提供 microSDHC 或 microSDXC 記憶卡使用的
SD轉接卡，以及一張
USB
轉接卡，為使用者提供最全面的行動解決
方案。此款記憶卡可在各種裝置間完美地轉換成 Secure Digital High
Capacity（SDHC）及 Secure Digital Extended Capacity（SDXC）
記憶卡或 USB 形式，讓您輕鬆地將照片、音樂、影片或資料轉存到平板電
腦、數位相機、手機或電腦。
攜帶方便且多功能
• 單獨使用 microSDHC/SDXC 記憶卡就能增加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 額
外的儲存空間，讓您存放音樂、遊戲、手機鈴聲、照片、影片和其他應
用程式。
• 使用數位相機拍照時，可以將 microSDHC/SDXC 記憶卡結合 SD轉
接卡使用，然後利用 SDHC/SDXC 規格的讀卡機讀取相片，也可以將
microSD 記憶卡結合 USB 轉接卡，搭配數位相框使用，或是透過電視的
SD 卡插槽或 USB 連接埠來瀏覽。
• 當 microSDHC/SDXC 記憶卡連接 SD轉接卡時，可利用SD卡插槽將檔
案快速且輕鬆地存入筆記型電腦。
套件附有造型時尚的 microSDHC/SDXC USB 轉接卡和 4GB、 8GB、
16GB、32GB 或 64GB microSDHC/SDXC 記憶卡。隨附的鑰匙圈可讓
您將 USB 轉接卡掛在手機上，方便外出時隨時使用。行動套件組的 USB 轉
接卡享有兩年產品保固、microSDHC/SDXC 記憶卡則享有終身保固以及
Kingston® 可靠的品質保證、技術服務支援。
儲存您全部的行動生活 – microSDHC/SDXC 記憶卡中的照片、歌曲、
簡訊、影片和個人資料，利用 Kingston® 多功能合一行動套件組可隨時
在不同的裝置平台之間完美轉移。若要確保相容性，請查詢主機裝置（
例如，平板電腦、手機和數位相機）上的 microSDHC/SDXC 標誌。

>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時，值得
信賴的儲存夥伴
>多用途：一張記憶卡、多種介面形式
請參閱背面之產品特性/規格 >>

多功能合一行動套件
產品特性/ 優點
>>完整性 — 單一記憶卡即可適用於多種裝置
>>簡易便利 — 簡化從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到筆記型電
腦、GPS 衛星導航、桌上型電腦、麥金塔電腦、數位相機
等的檔案交換作業
>>多功能 — 如果microSDHC/SDXC 記憶卡搭配內附的轉接
卡，則可作為具有防寫保護功能的 SDHC/SDXC記憶卡 或
USB 讀卡機來傳輸資料
>>通用性 — Class 4，儲存容量可高達 32GB
Class 10，儲存容量可高達 64GB
>>符合標準 — 記憶卡：符合 SDA 規格
讀卡機：相容於 USB 2.0
>>相容性 — 8GB†、16 GB†、32 GB† 及 64GB† 複合套件/行
動套件可透過轉接卡與 microSDHC，SDXC 及 USB 主機裝
置相容
>>產品保固 — USB 轉接卡兩年產品保固、記憶卡終身產品保固

KINGSTON 產品型號
MBLY4G2/8GB – 8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4G2/16GB – 16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4G2/32GB – 32GB microSDHC (Class 4)
MBLY10G2/16GB – 16GB microSDHC (Class 10)
MBLY10G2/32GB – 32GB microSDHC (Class 10)
MBLY10G2/64GB – 64GB microSDXC (Class 10)

產品規格
>>儲存容量1 8GB†、16 GB†、32 GB† 和 64 GB†
>> 高速等級2
Class 4：最低資料傳輸速率為 4MB/s
Class 10 UHS-I：最低資料傳輸速度 10MB/s
>> microSD 記憶卡尺寸  0.43 吋 x 0.59 吋 x 0.039 吋
（11 mm x 15 mm x 1 mm）
>>SD 轉接卡尺寸 0.94 吋 x 1.26 吋 x 0.08 吋
（24 mm x 32 mm x 2.1 mm）
>>USB 轉接卡尺寸  0.984 吋 x 0.478 吋 x 0.104 吋
（24.99 mm x 12.14 mm x 2.64 mm）
>>記憶卡作業溫度  -13°F 至 185°F（-25°C 至 85°C）
>>記憶卡儲存溫度 -40°F 至 185°F（-40°C 至 85°C）
>>USB 轉接卡作業溫度 32°F 至 140°F（0°C 至 60°C）
>>USB 轉接卡儲存溫度  -40°F 至 185°F（-40°C 至
85°C）
>>USB 轉接卡系統需求
- 系統具備 USB 支援
- Windows® 8.1
- Windows 8
- Windows 7（SP1）（不支援 ReadyBoost™）
- Windows Vista®（不支援 ReadyBoost™）
- Mac OS X v. 10.6.x+
- Linux v. 2.6.x +
1 快閃儲存裝置所列出的容量，有部分用於格式化和其他功能，並非全部用於資料儲存。因此，
實際可用來儲存資料的容量會略低於產品所列之容量。如需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Kingston《
快閃記憶體指南》，網址：kingston.com/flashguide。
2 速度可能因主機及裝置設定而異。
† 部分 SDHC 記憶卡不相容於標準 SD 規格的裝置；請參閱裝置使用者指南以確保相容
性。Kingston的 microSDHC 記憶卡符合 SD 規格第 2.00 版。請參閱裝置使用者指南以確
保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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