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57國被評為第⼀名的⼿機檢測軟體

手機醫生 
Phone Doctor Plus



⼿機醫⽣Phone Doctor Plus是⼀款⽅便且實⽤的軟體，透過
⾃動及互動檢測，讓⽤⼾輕鬆掌握⼿機健康狀況。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機⽤起來「卡卡的」，懷疑是不是有哪
個功能壞掉了，但⼜不知道具體會是哪個地⽅壞掉。我們不
會每次⼿機⼀有⼩狀況就拿去修理，畢竟就算⼿機不是真的
有問題，店家通常還是會酌收⼀點檢測服務費。如果這時候
有個檢測APP，能夠讓我們在家完成⼿機的健康檢查，那⼀
定非常⽅便。現在，⼿機醫⽣都能幫你做到！

About  
Phone	doctor	plus



⼿機醫⽣⽬前總下載量已超過580萬⼈，台灣
以及韓國Google的官推也曾推薦過此APP，
也曾獲得台灣及韓國的App Store 2015年度下
載冠軍，且在台灣的Samsung、Sony等⾨市
皆可看⾒此APP的檢測產品，是⼀個老牌且獲
得官⽅推薦或使⽤的功能檢測APP。 

好消息是現在個⼈版APP，不論是iOS還是
Android版本都可以免費下載了，並且⽀援的
檢測項⽬也變多了。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
APP內究竟⽀援哪些檢測吧，相信各位看完之
後，都會⼿⼑衝去安裝！

✴Over 2 Millions of User's choice of hardware device testing app


✴Overall Top1 app in 17 Countries


✴Utility Top1 app in 57 Countries


✴Avg. 4.7+ Stars of Global User Reviews



下中央的三⾓形按鈕，系統會⾃動

開始進⾏檢測流程，⽤⼾只需要照

著畫⾯上的指⽰操作檢測，就能在

五分鐘內完成超過30項功能檢測。

在⼀鍵檢測未通過的項⽬，也能在

後⾯的單項檢測再次測試。

功能介紹- 
一鍵檢測



不像很多的檢測APP，放出⼀段⾳樂

來讓使⽤者聽。⼿機醫⽣可以從低頻

(300Hz)到⾼頻(16000Hz)，⾃動交

叉檢測，除了⾃動檢測外，更能確認

低頻及⾼頻的狀況，比起⼈耳更精

準。

話筒與麥克風

除了喇叭與麥克風外，聽筒與話筒

也是錄放⾳設備，⼿機醫⽣也都考

慮到了，是不是相當⿑全呢！

喇叭與麥克風 耳機與麥克風

插入耳機，並將耳機盡量靠近⼿機

麥克風，特別叮嚀絕對不可戴上耳

機，因為耳機內會發出非常⼤的聲

⾳，這可能會些微影響你的聽⼒

檢測項目列表-



你應該很驚訝，看到上⾯就覺得夠⿑

全了，沒想到還有其他的麥克風對

吧。因此，⼿機醫⽣APP將每⼀個麥

克風都獨立出來檢測，若是有⾳訊設

備上的問題，也能幫助釐清問題

閃光燈

和震動器⼀樣，需要放在桌⾯上，

主要是為了閃光燈閃爍時，讓系統

能感應到光源，建議在室內檢測，

比較不會誤判喔

前、後、底部麥克風
氣壓計

很多⽤⼾可能不知道⼿機有氣壓計

這項功能，也不清楚當下所處地氣

壓的值為何，不過不⽤擔⼼，系統

會⾃動檢測當下的氣壓，來檢驗氣

壓器是否正常運作。

震動器

⽤⼾需要將⼿機放在平坦的桌⾯上，來

讓⼿機⾃⼰感應到震動，沒錯，這也是

⾃動的，如果拿在⼿上或是放在不平的

地⽅，可能會造成檢測失敗。另外⼀

提，⼿機醫⽣的檢測包含偵測震動⼒

道，⼀般⼈在沒有仔細比較的情況下很

難辨別震動⼒道出了問題，但這點⼿機

醫⽣也能輕鬆偵測

檢測項目列表-



此項檢測需要在關閉Wi-Fi的狀態下

進⾏，並且需要插入有網路的SIM

卡，來檢測網路晶片、IP、封包數量

等。

Wi-Fi

和網路檢測相反，這裡則需打開並

連接上有網路的Wi-Fi來檢測。

行動網路 藍牙

開啟並連上任何⼀個藍牙裝置就能

檢查了，主要是檢測藍牙的啟動、

搜尋、及連線能⼒。

檢測項目列表-



這項檢測也需要插入SIM卡，檢查電信

業者、網路、連線類型及是否⽀持

VoIP（網路通話）。

多點觸控

除了上述能⾃動檢測的功能，有些功

能需要藉由和⽤⼾互動來檢測，例如

多點觸控，螢幕上會顯⽰數個圓圈讓

⽤⼾點擊，來判斷功能是否正常。

通話功能 觸控螢幕

透過滑動來消除⼩⽅塊，檢視⼿機

螢幕每個⾓落有沒有觸控不良的問

題。

檢測項目列表-



有些異⾊或奇怪的線條，在⼀般的畫⾯

可能比較不好分辨，因此藉由全⿊、全

⽩的畫⾯，讓⽤⼾檢視螢幕顯⽰是否有

異常，如果你在10秒內就完成檢查，可

以兩指碰觸螢幕來完成檢查。

3D Touch

在紅圈圈處，由輕到重按壓螢幕，讓

紅圈擴⼤到 外圍灰⾊圈圈處即可。

順帶⼀提，若在測試此項⽬時發現紅

⾊圈圈以跳動的⽅式擴⼤，⼜或是無

法順利擴⼤，就代表你的⼿機使⽤的

可能是比較劣質的副廠螢幕。

螢幕顯示 方向感測器

⽤⼾需要傾斜⼿機，在時間內將橘

⾊的⼩球順利碰到每⼀個圓圈。

檢測項目列表-



陀螺儀式⼿機裡協助偵測⾓度的重要⼯具

之⼀，雖然我們可能不知道陀螺儀是什

麼，也不知道⼿機內有陀螺儀，但沒關

係，只要⼤⼒搖晃幾次⼿機，⼿機醫⽣就

能告訴我們⼿機的陀螺儀是否正常。

電子羅盤

同樣需要將⼿機放在⼀個平穩的地

⽅，然後旋轉⼿機⼀圈，注意旋轉

的速度不可以太快，不然很容易失

敗，只要讓指針通過圓圈的每⼀個

部分，就能完成檢測了。

陀螺儀 GPS

系統會給⼀個地址和定位，⽤⼾需

要依照地圖或是地址，來回答本⼈

是否就在附近。來確認定位功能是

否精準

檢測項目列表-



將⼿貼近⼿機上緣，直到⼿機感應到後

便會完成檢驗。可以協助⼿機判斷是否

在接聽電話時對應的功能是否正常

休眠鍵

iOS是以螢幕截圖的⼿勢來檢查休眠鍵，只要同時按下休眠鍵與⾳量增加鍵即可，若

是有Home鍵的iPhone則是同時按下Home鍵與休眠鍵；Android⼿機的情況，則是直

接按下休眠鍵就可以進⾏偵測，螢幕成功關閉後，再次開啟就能繼續檢測了。

接近感測器

檢測項目列表-



依序按下⾳量增加、⾳量減少鍵，記

得操作時要間隔⼀秒以上，如果操作

太快會讓系統判定失敗。

音量鍵

檢測項目列表-



照指⽰撥靜⾳鈕就好了，和⾳量鍵檢

測⼀樣，間隔不能⼩於⼀秒，不然也

是會造成判定失敗的，因為有些故障

的按鈕會快速地開啟關閉或亂跳

靜音鍵

檢測項目列表-



這個項⽬兩個系統會有⼀點差異，iOS⽤⼾需要快速點擊

兩下Home鍵開啟APP清單，Android則是按下Home鍵回

到桌⾯，之後再回到APP就能完成檢測

相機

分別⽤前置、後置相機拍下照片，檢查照片是否清晰即可

Home 鍵

檢測項目列表-



這邊也是需要分別⽤前、後相機來檢查，只要將鏡頭

對著⼈臉，系統就會⾃動判斷是否通過

Face ID

和臉部辨識可以利⽤照片不同，Face ID的檢測需要對

著真⼈的臉，也就是讓畫⾯照⼀下⾃⼰的臉，系統會

⾃動判斷功能正常與否

臉部辨識

檢測項目列表-



iOS⽤⼾只要簡單地把充電線插入，⼿機感應到有通

電，就能通過測試；如果⼿機當下是正在充電的狀

態，那麼就將充電線拔出即可。Android⽤⼾則需在時

間內依照指⽰，依序插入、拔出充電器

充電孔 

檢測項目列表-



有配備Touch ID（指紋辨識）的機

型，要放上已認證過的指紋，如果是

新⼿機檢測的話，記得要先設定⼀組

指紋，才能順利通過檢測哦

無線充電

配備無線充電的機型，會⽀援無線充

電檢測，不過若是沒有無線充電盤，

也可以選擇跳過這項檢測。

Touch ID  
(指紋辨識)

NFC

iOS和Android在這個項⽬的檢測也有些許差

別，Android的⼿機只需要使⽤具備NFC晶片

的卡片碰⼀下即可，但iOS因為系統上的限

制，就需要使⽤NFC標籤來感應才可檢測。和

無線充電⼀樣，如果iOS⽤⼾不具備此種設

備，也可以選擇跳過項測試。

檢測項目列表-



⼿機醫⽣對Samsung Note系列新增了S 

Pen的測試，此測驗分為兩個階段，第⼀階

段只需將S Pen懸空在螢幕上⽅使⽅塊變⾊

就⾏，第⼆階段則需將筆尖實際觸碰螢幕才

能使⽅塊變⾊.

S Pen

檢測項目列表-



專為Samsung打造的新檢測。Knox

是Samsung獨創的安全技術，若是

Knox測試未通過，可能會影響保

固。

Root

為Android才有的檢測，⽤來檢測⼿

機是否root過

Knox 光感測器

此為Android才有的檢測，⽤讓⼿機

接近光源的⽅式來檢測⼿機

檢測項目列表-



是Android才有的檢測，按照指⽰，在時間內插入、拔出耳機，操作的動作不可過快，否則可能造成判定失敗。

耳機孔

檢測項目列表-



iOS的機型需要先依⾃⼰對這⽀⼿機的認識來選擇型號及容量，系統會比對⼿機規格是否符合⽤⼾描述，如

此⼀來也能避免⽤⼾被詐騙的情況。

規格

檢測項目列表-



要是檢測硬碟的空間及讀寫速度，放著讓APP⾃動檢

測就⾏了。

CPU

讀取處理器的資訊，提供的是比較專業的資訊，包括

型號、核⼼數、架構、快取⼤⼩、及效能指數等

硬碟

檢測項目列表-



此項檢測會提供記憶體、存取速度等資訊，也是⼀樣

放著讓APP⾃動檢測就好

記憶體

檢測項目列表-



除了因為機型不同⽽⽀援不同的檢測外，iOS和

Android兩個版本還是有⼀些介⾯上及功能的差異。

點選功能列表的「⼿機狀態」，可檢視⼿機的電池、

容量、處理器、記憶體、規格、及網路⽤量等資訊。

iOS 版本特色



 
電池

電池的部分可以看電量還能使⽤多久、充電

狀況、以及充電紀錄，充電紀錄會從安裝⼿

機醫⽣後開始紀錄，其中循環次數是判斷電

池健康的標準之⼀，記得每次充電時要讓⼿

機醫⽣在後台運作，才能準確記錄下來唷。

iOS 版本特色



 
容量

此部份除了可以看到基本的總容量、被使⽤

容量等資訊，還提供了SSD讀寫速度，向右

滑還能看⾒各個相簿的相片數量，以檢視哪

⼀個相簿應該整理了

iOS 版本特色



處理器的部分，可以看到分成單核和

多核兩種分數，⽤來比較各種機型之

間的效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數

據。

記憶體

記憶體的⾴⾯，可提供速度、以及⽬

前已使⽤比例等資訊

CPU

iOS 版本特色



規格的部分詳細提供⼿機的硬體資

訊，包括型號、尺⼨等基本資訊、

顯⽰器、相機、感測元件等四⼤

項，⼀⽬瞭然。

網路

網路的部分可以進⾏流量監控，並且設定

每⽉使⽤上線，對於每⽉上網流量有限制

的⽤⼾來說，是⼀個非常實⽤的功能

規格

iOS 版本特色



Android的部分，因為系統的限制沒iOS那麼多，所以⽀援的

功能就多了⼀些。並且⼿機醫⽣團隊這次針對Android版本做

了⼤改版，除了界⾯上擺脫了原本較為死板的設計，推出的

新功能也算很有誠意，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次究竟有

哪些改變吧。

Android 版本特色



⾸先看到硬體狀態的部分， 上⽅的欄位顯⽰的、是檢測項⽬通過與失敗的

數量。下⽅欄位也和iOS⼀樣，能夠查看電池健康度、容量、記憶體、網路

使⽤流量等訊息，點開後能看詳細⼀點的資訊。

硬體狀態

Android 版本特色



 
驗機功能

驗機功能是只有Android限定的，能夠替⽤⼾檢測裝置內的

零件是不是原廠，此項功能很適合在送修⼿機前後拿來比

對，有時候我們送修⼿機也會擔⼼被無良商家偷換零件，

這時候拿⼿機醫⽣先記錄⼀下，送修回來後就能很清楚零

件是否有被換成副廠了。

Android 版本特色



清理快取也是Android限定的功能，可以看⾒各個

開啟中的APP佔了多少記憶體，如果記憶體負擔過

重時，也能⼀鍵清理，或是關掉⽤不到的APP，來

使⼿機運⾏更順暢。比較可惜的是，部分機型可能

因為系統版本限制⽽無法⽀援⼀鍵清理。

清理功能

Android 版本特色



電池的部分和iOS有點像，也是能查看電池健康度、以及告訴使⽤者

關閉功能可增加多少時間，不過Android還多了電池過熱提醒、以及

電池健康檢測兩項功能。電池過熱提醒會在裝置電池過熱時發出通

知，提醒使⽤者需要讓裝置休息⼀下了。

電池健康檢測則是這次改版新增的功能，透過讓電池放電約⼗分鐘

的⽅式，來計算電池的健康度，此項測試需在電池仍有60%以上的

狀態下才可進⾏，如果⽤⼾覺得裝置耗電愈來愈快，不妨利⽤此功

能好好檢測⼀下。

電池

Android 版本特色



結論

作為⼀個免費軟體，⼿機醫⽣能提供的檢測項⽬稱得上誠意⼗⾜，雖然有些檢測項⽬因為系統限制，沒辦法做到全⾃

動化，但對於個⼈使⽤者來說，已經算是相當⽅便快速了，相信比起它能提供的專業檢測項⽬來說，這些缺點都是瑕

不掩瑜的。

⼿機醫⽣結合了檢測的強項與⼆⼿機回收比價，讓⽤⼾省去了到處比價的時間，還能得到更準確的估價。不管是對於

只想檢測⼿機功能的使⽤者、或是有買賣⼆⼿機需求的使⽤者來說，都會是⼀個非常實⽤的APP。

另外，根據官⽅網站，如果您想要將⼿機醫⽣的技術應⽤在商業檢測上，可與⼿機醫⽣聯繫購買商⽤專業版，商⽤版

本提供⾼達80項的檢測以及更多的進階檢測，⽬前在台灣的各⼤通路或是富⼠康的⼯廠都可以看到⼿機醫⽣的技術。



相關連結
（iOS download）
（Android download）

https://apps.apple.com/app/id56511190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dea.PhoneDoctorPlus&hl=zh_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