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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說明

©ASUSTeK Compu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權利

本使用手冊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包含的所有資訊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未經華碩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許可，不得任意地仿製、拷貝、謄抄、轉譯或
為其他利用。

免責聲明

本使用手冊是以「現況」及「以目前明示的條件下」的狀態提供給您。在法律允許
的範圍內，華碩就本使用手冊，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及保證，包括但不限
於商業適銷性、特定目的之適用性、未侵害任何他人權利及任何得使用本使用手冊
或無法使用本使用手冊的保證，且華碩對因使用本使用手冊而獲取的結果或透過本
使用手冊所獲得任何資訊之準確性或可靠性不提供擔保。

台端應自行承擔使用本使用手冊的所有風險。 台端明確了解並同意，華碩、華碩之
授權人及其各該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或關係企業皆無須為您因本使用手冊、
或因使用本使用手冊、或因不可歸責於華碩的原因而無法使用本使用手冊或其任何
部分而可能產生的衍生、附隨、直接、間接、特別、懲罰或任何其他損失（包括但
不限於利益損失、業務中斷、資料遺失或其他金錢損失）負責，不論華碩是否被告
知發生上開損失之可能性。

由於部分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允許責任的全部免除或對前述損失的責任限制，所以前
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對您不適用。

台端知悉華碩有權隨時修改本使用手冊。本產品規格一經改變，本使用手冊將會隨
之更新。本使用手冊更新的詳細說明請您造訪華碩的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網頁。關
於技術支援服務，建議請先與您配合之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管理者聯繫，或是與華
碩資訊產品技術支援專線 0800-093-456 聯絡。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網址：https://zenbo.asus.com/tw/commercial/zmc

於本使用手冊中提及之產品名稱或內容，其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皆為華碩所有且受
現行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及國際條約之保護。當本產品曾經過非華碩授權之維護、
規格更改或其他未經過華碩授權的行為，本產品將不再受到華碩之授權及服務。

身體、感官或心智功能減退，或是沒有相關經驗知識的使用者雖然可使用本產品，
請確保在監督或指導下以安全方式使用，並瞭解相關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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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C 系統啟用須知
• 請確認已提供欲登錄 ZMC 系統所使用的華碩帳號（ASUS ID）及裝置 SSN 序

號，以利開通 ZMC 系統使用權限。

• 請確認已收到華碩端協助開通成功的 ZMC 授權開通通知信件。

說明：

• 若您初次使用 Zenbo 機器人，強烈建議於 Zenbo 開機時的初始設定階段（Setup 
Wizard，SUW），即啟用 ZMC 權限，以避免未來還需經過機台還原步驟後才能
啟用。

• 若非初次前述情況，則請參考 ZMC 授權開通通知信件中「ZMC 授權綁定既有機
台之啟用流程 SOP」進行 ZMC 權限啟用。

ZMC 權限啟用

欲使用 ZMC 服務前，請先完成以下程序以啟用 ZMC 權限：

1. 新增裝置
a. 以華碩帳號（ASUS ID）登入 ZMC 系統後（https://zmc.asus.com），在 裝置管理 

中，新增裝置並輸入 SSN 序號。

 方法一：您可以在 裝置管理 > 群組管理 > 建立群組 後，在 新增裝置 選擇要單
次 輸入裝置 或是批次 匯入裝置（可匯入 Excel CSV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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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二：您可以在 裝置管理 > 所有裝置 > 新增裝置，指定想要的群組（預設為 
Default Group）後點選 確認，接著在新增裝置視窗，選擇要單次 輸入裝置 或是
批次 匯入裝置（可匯入 Excel CSV 檔）。

b. 裝置序號輸入後點選 確認，若出現 SSN 已新增 成功的提示畫面，表示已完成裝
置新增，點選 OK。

2. 取得 ZMC 授權金鑰（Key）
當裝置新增完成後，請至 帳戶管理 頁面查看並記錄金鑰（Key），以供後續在機

器人端的 ZMC 啟用頁面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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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定並連結您想使用的 Wi-Fi 環境，設定完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

c. 接著會出現詢問是否要啟用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ZMC）頁面，請勾選 啟用商
務管理系統 並輸入 2. 取得 ZMC 授權金鑰（Key） 時所記錄的 ZMC 授權金鑰
（Key）。

d. ZMC 授權金鑰（Key）輸入後點選 下一步，請閱讀使用條款。

e. 閱讀使用條款後，請點選 我已經閱讀且同意條款內容，接著點選 開始，即會進
入機器人啟用畫面。

3.  輸入ZMC 授權金鑰（Key）
a. 在取得 ZMC 授權金鑰（Key）之後，請將  Zenbo 機器人開機，並開始執行初始

設定（Setup Wizard, S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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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裝置與 ZMC 系統連結狀態
 Zenbo 端： 在 Zenbo 模式下從螢幕上方使用手指由上而下滑動兩次開啟通知面

板，點選  開啟設定選單，點選 關於平板電腦 > 狀態，檢視是否

有 ZMC 系統授權狀態。

 網頁端： 以華碩帳號（ASUS ID）登入 ZMC（https://zmc.asus.com），點選 裝置
管理 > 所有裝置，檢視裝置與 ZMC 連線狀態，顯示為  時表示 ZMC 
系統授權已開啟完成，您可以開始使用 ZMC 系統相關服務。

說明：

• 當 ZMC 系統為離線狀態時，請檢查 Wi-Fi 網路連線是否正常。

• 若 ZMC 系統權限啟動失敗時，請由 Zenbo 通知面板點選  開啟設定選單，

點選 設定 > 備份與還原 > 恢復原廠設定，將 Zenbo 恢復原廠設定後再次依照 
第 6 頁  3.  輸入ZMC 授權金鑰（Key） 的步驟啟用 ZMC 系統授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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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bo 商務管理系統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Zenbo Management Console，ZMC），是一個多功能的管

理系統平台。讓您可根據不同需求，即時進行所需設定與管理，如遠端機台裝置註
冊、群組規劃、功能狀態客製化設定、App 遠端部署、Kiosk Mode 等多元化功能項
目，以促進管理效率，亦能提升機器人服務品質和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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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C 系統介面及操作簡介

裝置管理
您可以透過裝置管理新增裝置及管理群組，並能根據需求對不同裝置進行分類。

若您有 3 種不同客群，則可分別在 ZMC 系統上建立 3 個群組，以供後續個別管理
與維護。

項目說明

 群組名稱：Default Group 為預設群組，無法刪除。

 設定檔：群組目前套用之設定檔。

 裝置數量：群組內機台數量，若群組內無裝置會顯示 0。

 最新狀態： 群組設定檔套用狀態，套用成功時狀態顯示為 更新設定檔已更新。

注意！閒置超過十分鐘時，ZMC 系統會自動將使用者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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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群組及新增裝置
1. 點選 裝置管理，由群組列表旁，點選 建立群組。

2. 於 群組名稱 輸入欲新增的群組名。

3. 選擇設定檔，或不選、自動帶入預設設定檔 Defaul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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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是否要在目前建立的群組中新增裝置，包括輸入裝置（單次輸入個別裝置
SSN）、匯入裝置（可匯入 Excel CSV 檔，完成大量裝置匯入），或是由預設群
組中選取裝置。

5. 點選 確認 完成建立群組及新增裝置。

說明：

• 欲重新命名群組時，請點選 裝置管理 > 群組管理，點選欲重新命名的群組後，

點選群組名稱旁的  即可修改。

• 與 ZMC 系統連線之裝置，裝置 SSN 前會有藍點  標示；紅點  則為離線裝
置。

說明：刪除群組中的裝置將自動移至預設群組。

刪除群組
1. 點選 裝置管理 > 群組管理，勾選欲刪除的群組。

2. 點選 刪除群組，點選 確認 進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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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裝置與重置裝置
您可以使用以下兩種方式刪除裝置與重置裝置：

1. 由群組列表

a. 點選 裝置管理 > 群組管理 進入 群組列表，點選預計變更裝置的所屬群組名稱，
以進入設定頁面。

b. 進入該群組後，會看到群組內的裝置列表資訊。

說明：若點選的群組內無裝置，則無法執行刪除裝置或重置裝置功能。

c. 選取選預計變更的裝置，此時刪除裝置或重置裝置字樣顏色會由灰轉藍，代表可
以點選並進行刪除或重置裝置。



13Zenbo 商務管理系統使用手冊

2. 由所有裝置

a. 由 裝置管理 > 所有裝置 可檢視目前 ZMC 系統內的裝置資訊。

 b. 選取選預計變更的裝置，此時刪除裝置或重置裝置字樣顏色會由灰轉藍，代表可
以點選並進行刪除或重置裝置。

說明：

• 刪除裝置 會將該裝置由 ZMC 系統上刪除。刪除裝置後 ZMC 將無法控管該裝
置，若該裝置已指派過設定檔，建議將設定檔回復為預設值，以免造成不可預期
之影響。

• 重置裝置 會將該裝置回復為原廠設定狀態。建議先備份該裝置上所有重要資料
後再執行此功能。

• 若要刪除群組內部分裝置時，請進入群組後個別勾選裝置後，點選 刪除裝置 即
可刪除。

• 若要重置群組內部分裝置時，請進入群組後個別勾選裝置後，點選 重置裝置 即
會回復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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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裝置
a. 點選 裝置管理 > 群組管理 進入 群組列表，點選預計移動裝置的所屬群組名稱，

以進入設定頁面。

b. 進入該群組後，會看到群組內的裝置列表資訊。

說明：若點選的群組內無裝置，則無法執行刪除裝置或重置裝置功能。

c. 選取選預計移動的裝置，此時移動裝置字樣顏色會由灰轉藍，代表可以點選並進
行移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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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點選 移動裝置 後，選擇欲指派的群組名稱，點選 確認 即完成裝置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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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管理
您可以利用此功能建立欲套用至群組的客製化功能設定。設定檔管理可對指定群

組之裝置，設定藍牙、照相機等功能。例如在某特定活動展場時，指派設定檔讓 
Zenbo 持續開啟藍牙功能，使展場裡的裝置不會因人為操作影響而關閉藍牙。若裝
置設定為 Kiosk Mode，用戶僅可使用 Kiosk Mode 選定之 APP。

項目說明

 設定檔名稱：Default Profile 為預設設定檔，無法刪除。

 版本號：設定檔修改次數，若修改兩次則版本號為 2，以此類推。

 指派群組數：目前套用此設定檔之群組數目。

 設定檔更新時間：可檢視設定檔發送更新時間及發送之群組資訊。

建立設定檔及 Kiosk Mode 設定
1. 在設定檔清單旁，點選 建立設定檔。



2. 點選 功能狀態 進入設定頁面，您可以在此設定各功能項目。

3. 點選 鎖定權限 進入設定頁面，您可以在此鎖定不同功能項目，以限制各階管理
員權限。

4. 點選 Kiosk Mode 進入設定頁面，請滑動開啟 Kiosk Mode 設定開關，即可開始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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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允許 Kiosk Mode 下使用的應用程式並點選 確定。

6. 勾選指派的群組後點選 確定，即會發送設定檔到指定群組內裝置。您也可以不
選擇指定的群組，直接點選 確定，即完成新增設定檔。

說明：

• 欲重新命名設定檔時，請點選 設定檔管理，點選欲重新命名的設定檔後，點選

設定檔名稱旁的  即可修改。

• 當設定檔 功能狀態 內的 允許安裝 APP 被設定為 關閉 時，定義為禁止可由裝
置端直接安裝 APP，但此時仍可由 ZMC 系統的 APP 管理 推送 APP 至群組內裝
置並安裝。

• 使用者需自行承擔調整設定檔後造成的所有損失與風險。詳細條文內容請參考 
第 2 頁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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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說明

 已上傳應用程式：檢視已上傳至 ZMC 系統的應用程式。

 新增應用程式： 上傳應用程式，檔案格式需為 APK，且單次應用程式上傳容量限

制為 300MB。

 下一步： 當上傳完應用程式後，可勾選欲傳送之應用程式並點選下一步，即會出

現傳送至指定群組裝置的設定畫面。

APP 管理
APP 管理功能包含上傳、移除、檢閱自行開發或第三方開發之應用程式，以及針

對群組進行安裝或解安裝應用程式。

新增及指派應用程式
1. 點選 APP 管理，在 已上傳應用程式 旁點選 新增應用程式。

2. 瀏覽欲上傳之應用程式後點選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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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傳完成之應用程式會顯示於 已上傳應用程式，請勾選欲指派的應用程式之後
點選 下一步。 

4. 請勾選一個或多個群組進行指派；您也可以展開群組，選擇該群組內特定裝置。

5. 點選 確定，即可將應用程式指派至選擇裝置。

說明：群組名稱後方的圖示  表示該群組內有裝置；  表示該群組內無裝置。

解安裝（移除）應用程式

裝置端（Zenbo 端）
若要移除裝置內所指派過的應用程式，請點選 APP 管理 > 解安裝應用程式，選擇

對應的裝置群組，並點選 下一步 即可移除裝置上之應用程式。

ZMC 系統網頁端
若要刪除上傳至 ZMC 系統的 APP，請點選 APP 管理 > 已上傳應用程式，

 即可移除。

說明：
• 若指派的裝置顯示為 （離線）時，指令將待裝置連結 ZMC 系統且狀態顯示 

（連線中）時執行

• 解安裝（移除）應用程式與刪除應用程式的功能屬於兩種不同的應用服務，請務
必確認後再執行。

 例 1： 若欲解安裝裝置端（Zenbo 端）所安裝之應用程式（APP），請至 解安裝
應用程式 執行。

 例 2： 若欲刪除 ZMC 系統上之應用程式，請至 APP 管理 > 已上傳應用程式 > 
刪除 APP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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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
檔案管理功能包含上傳、刪除、檢視檔案，以及可針對特定裝置或群組進行檔案

派送。

項目說明

 檔案列表：檢視已上傳至 ZMC 系統的檔案。

 上傳檔案： 上傳檔案，格式包含但不限於 APK，且單次檔案上傳容量限制為 

300MB。

 指派： 上傳後可選取欲傳送之檔案並點選 指派，即會出現傳送至指定群組裝置

的設定畫面。

上傳及指派檔案
1. 點選 檔案管理，在 檔案列表 旁點選 上傳檔案。

2. 瀏覽欲上傳之檔案後點選 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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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傳完成之檔案會顯示於 檔案列表，請勾選欲指派的檔案之後點選 下一步。

4. 請勾選一個或多個群組進行指派；您也可以展開群組，選擇該群組內特定裝置。

5. 點選 確定，即可將檔案指派至選擇裝置。

說明：群組名稱後方的圖示  表示該群組內有裝置；  表示該群組內無裝置。

刪除檔案

ZMC 系統網頁端
若要刪除上傳至 ZMC 系統的檔案，請點選 檔案管理，於檔案列表勾選欲刪除的檔

案後，點選 。

說明：
• 若指派的裝置顯示為 （離線）時，指令將待裝置連結 ZMC 系統且狀態顯示 

（連線中）時執行

• 欲上傳自行開發或第三方廠商開發之應用程式（APP）檔案，並直接於 Zenbo 端
完成安裝時，請參考 第 19 頁  新增及指派應用程式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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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管理
帳戶管理中，包含 我的帳戶 和 帳戶列表，可顯示各階層帳戶管理員之相關資

訊。

項目說明

 我的帳戶： 可查看帳號資訊，包含註冊會員使用之姓名、電子郵件、綁定裝置之

五（Key）、可分配的 ABP 相關授權數量等資訊。

 帳戶列表： 可以查看、新增與管理子階帳戶，並且可在此對子階帳號進行設定檔

許可權限設定、指定群組設定，以及 ABP 相關授權的數量分配進行
管理。

新增子階帳戶
1. 若欲新增子階帳戶，如管理員或一般用戶，請由帳戶列表旁，點選 加入帳號。

2. 填寫所需資訊後點選 確認，完成新增子階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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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當子階帳戶新增完成後，該子階帳戶之電子信箱會收到 ZMC 系統發出之授權通
知信件。

• 加入子階帳號後，可於 帳戶列表 查看到新增的子階帳戶資訊，包含子階帳戶的
姓名、電子信箱帳號、帳戶權限、被指派的群組名稱、擁有的裝置數量，以及被
分配的 ABP 相關授權數。

說明：請參考第 27 頁的說明下載 Zenbo 程式玩家專業版（App Builder Pro）使用手
冊。

編輯與刪除子階帳戶
請由帳戶列表編輯子階帳戶之帳號權限、指定群組以及用戶授權數等。

項目說明

 帳號權限：可選擇讓子階帳戶成為 管理員 或 一般用戶。

 指派群組：可不選擇群組，或將已創建好的群組指派給子階帳戶。

 ABP 商務用戶授權： 擁有此授權即可登入程式玩家專業版（App Builder Pro）之

網頁端編輯器與 App 應用程式（Zenbo 小導演）。

 ABP 教師用戶授權： 擁有此授權即可登入程式玩家專業版（App Builder Pro）

之教師專用網頁端編輯器與 App 應用程式（Zenbo 小導
演）。

 ABP 學生大量授權： 此授權可供教師用戶新增學生帳戶，並賦予學生帳戶登入程

式玩家專業版（App Builder Pro）網頁端編輯器之權限，若
有 150 組，則可新增 150 名學生帳戶。

 ABP 機台連線授權： 此授權可供商務用戶或教師用戶使用 App 應用程式（Zenbo 

小導演）連線Zenbo機台，若有 5 組，則可一次同時連線 5 
台 Zenbo。

項目說明

 ASUS ID：欲加入之帳號須已註冊成華碩會員的電子信箱帳號。

 帳號權限：可選擇讓子階帳戶成為 管理員 或 一般用戶。

 指派群組：可不選擇群組，或將已創建好的群組指派給子階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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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P 相關授權分配規則

• 若 ZMC 系統端的進階管理員未分配「ABP 商務用戶授權」或「ABP 教師用戶授
權」數量給管理員或一般用戶，則不可單獨分配「ABP 機台連線授權」給管理員
或一般用戶。

• 若 ZMC 系統端的進階管理員未分配「ABP 教師用戶授權」數量給管理員或一般
用戶，則不可單獨分配「ABP 學生大量授權」給管理員或一般用戶。

• ZMC 系統端的進階管理員分配 ABP 相關授權給管理員，而管理員創建並分配部
分 ABP 相關授權給一般用戶時：

 (1)  若進階管理員減少管理員的 ABP 相關授權數量，ZMC 系統會提示可能影響
管理員已分配的授權數量；

   若進階管理員確認並執行減少管理員的 ABP 相關授權數量，則原先管理員
分配給一般用戶的 ABP 相關授權數將歸零，並回收到管理員以重新分配。

 (2)  若進階管理員將管理員的 ABP 相關授權數歸零，則將統一把管理員、普通
用戶的 ABP 相關授權全數回收至進階管理員內。

• 進階管理員可在 ABP 的班級管理後台創建學生帳戶，並賦予其學生帳戶登入 
ABP 網頁端編輯的許可權。若此時進階管理員另外在 ZMC 系統端分配該授權數
量給子階帳戶，ZMC 會提示該帳號已於 ABP 班級管理後台創建學生帳戶，若仍
欲配發授權數量，將造成原帳戶授權數量不足，底下管理的學生帳戶之 ABP 登
入許可權也將暫時凍結。

• 管理員正在配發授權數量給一般用戶，但進階管理員此時調整管理員的授權數量
時：

 (1)  若進階管理員減少其授權數量，則管理員在要保存配發給一般用戶的數量
時，會跳出提示頁面告知進階管理員已更改其可配發數量，並需重新分配。

 (2)  若進階管理員增加其授權數量，則管理員在要保存配發給一般用戶的數量
時，可成功保存並配發，之後會跳出提示頁面告知進階管理員已更改其可配
發數量。

帳戶權限說明
1. 進階管理員： 可創建 / 編輯子階帳戶成為 管理員 或 一般用戶，並可分配群組以

及 ABP 相關授權數量給 管理員 或 一般用戶。

2. 管理員： 可創建 / 編輯 一般用戶，並可分配其群組及 ABP 相關授權數量給一般
用戶，但不可新增 / 刪除裝置、上傳裝置清單的 Excel CSV 檔、重置裝
置。

3. 一般用戶：僅可查看裝置資訊、設定檔資訊、應用程式清單資訊、帳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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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帳號的設定檔相關規則
• 進階管理員分配給管理員的設定檔，會成為管理員的預設設定檔；

 管理員分配給一般用戶的設定檔，會成為一般用戶的預設設定檔。

• 呈上，無論是進階管理員還是管理員，其自行新增的設定檔，會依據其預設設定
檔為範本進行新增。

• 若進階管理員將管理員的部分設定檔設立權限限制（即管理員無法對被限制的項
目進行編輯），則此設定檔之權限限制將同步生效於管理員所自行建立的所有設
定檔中，以及其所分配給一般用戶的設定檔中。

• 進階管理員與管理員如果同時編輯管理員的設定檔，且進階管理員先完成設定並
發送時：

 (1)  若進階管理員對管理員的更改不是鎖定管理員設定檔的項目權限，則無論進
階管理員和管理員更改的是同項或不同項目，會因管理員事後更改完，以管
理員後更改的設定為生效值（即設定檔的生效值會以最後一版來更新），並
會跳出提示告知進階管理員有做調整。

 (2)  若進階管理員對管理員的某項目做的更改是鎖定項目權限，則在管理員更改
完並保存後，會由進階管理員所設定的鎖定項目權限優先生效，並跳出提示
告知進階管理員有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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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

為了協助您遠端管理、監測、檢測、桌面控制您的華碩產品、改善及提升華碩產品
及服務、使用者經驗調查及分析，以開發、評估華碩的新服務及新功能，您瞭解並
同意華碩將可能透過華碩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及您的華碩產品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華碩尊重並承諾保護您的個人隱私，上述資料蒐集行為將遵循華碩隱私權保護政策
及各國個人隱私及個人資料安全之相關法令要求。更多詳情，請參考「華碩隱私權
保護政策」。（http://www.asus.com/tw/Terms_of_Use_Notice_Privacy_Policy/Privacy_
Policy/）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相關資訊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官網：https://zenbo.asus.com/tw/commercial/ZMC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使用手冊

http://zenbo.asus.com/commercial/ZMC-User-Guide_tw.pdf

Zenbo 商務管理系統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lcZC32tgFBrcVBBfNu2n5cZDphbNXrY5

• ZMC 使用教學影片：初始設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k8Fp6J8C8

• ZMC 使用教學影片：設定檔管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T3mkeUoLs

• ZMC 使用教學影片：商務模式 Kiosk Mo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Oqw328F6QI

• ZMC 使用教學影片：應用程式管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qsqzarbO0

• Zenbo 程式玩家專業版（App Builder Pro）使用手冊

 https://zenbo.asus.com/commercial/ABP-User-Guide_tw.pdf

商務合作與採購洽談信箱：zenbo_business@asus.com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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