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S Flash Drive    MoStash WG02

創新絕美圓弧形設計

可將本體完美隱藏在 Apple 裝置背面，記憶圓滿就是如此簡單

‧維持 Apple 簡約外觀的美感

‧大幅降低因碰撞或按壓而造成裝置損壞的機率

‧擁有絕佳握感

全球首創支架型 Apple 隨身碟
專利型支架設計，觀賞影片超舒適

精巧的結構，造就全球最無以倫比的 MoStash

蘋果外接儲存裝置。利用本體及帽蓋互扣的

小動作即能變為支架，方便固定 iPhone 以

觀看影片。

iOS Flash Drive with Smart Stand 



Charging Cable    WC01

金屬與橡膠雙材質的巧妙搭配

雙呼應出最完美的視覺藝術

鋅合金帽蓋呈現出非凡質感，與 Apple 產品

相輔相成，毫無違和感。橡膠儲存體帶來柔

順手感，絕不刮傷您心愛的行動裝置。

不需透過網路及 iTunes 即可傳輸資料
一切就如隨身碟隨插即用般的便利

MoStash 可擺脫 Apple產品的系統限制，

讓資料傳輸及分享更加直覺及方便。隨插

即用，分享及備份就在您的一指之間。

iOS Flash Drive    MoStash WG02

瞬間擴充 iPhone / iPad 的儲存容量
及時釋放空間以收納更多珍貴記憶

MoStash 共有四種容量可供選擇：16GB、

32GB、64GB、128GB，滿足不同需求的蘋

果族。只要接上 MoStash，手機容量便立即

升級，無需擔心儲存空間不足帶來的困擾。

高質感金屬材質
特製帽蓋

超耐久橡膠材質
儲存本體

儲存容量

iPhone

儲存容量

MoStash



iOS Flash Drive    MoStash WG02

內建 Lightning 及 USB 3.0 雙接頭
跨平台使用超便利

MoStash 不僅適用於各式蘋果裝置，亦能

運用於桌電及筆電。此外，其採用最新 

USB 3.0 標準，資料傳輸速度超快速。

內建檔案瀏覽器

支援超過 40 種檔案格式
有 MoStash 就能隨時隨地開啟檔案
MoStash App 支援多種檔案解碼器，可直接

開啟及瀏覽各式主流文件、相片、影片、

音樂、壓縮檔等。

MP3FLV

PDFDOC

PNGZIP

TIFF XLS

MPGPPT

一鍵備份及還原手機通訊錄

聯絡人資料永久保存

MoStash 可助您備份 iPhone 內的通訊

錄，即使日後更換手機，或通訊錄遺失，

亦可透過 MoStash 一鍵還原。



資料不想被看見，就隱藏

文件不想被打開，就加密

MoStash 可對您指定的檔案設定專屬密碼，

將您珍貴或私隱檔案進行隱藏或加密，擁有

絕佳安全保護。

Charging Cable    WC01

涵蓋各式Apple裝置
果粉的最佳夥伴

MoStash 適用於各搭載 Lightning 連接埠的

Apple 裝置，如：iPhone、iPad、iPod，

涵蓋範圍廣泛。

iOS Flash Drive    MoStash WG02

原廠 MFi 認證
保證相容最新 iOS 版本，絕不山寨
獲得 Apple原廠 MFi認證核可，無論您的

iOS升級到哪一版本，MoStash 皆可通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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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
全球首創支架型 Apple OTG 隨身碟，觀賞影片超舒適。
創新『雙 Arc型』設計，降低因碰撞或按壓而造成裝置損壞的機率。
金屬與橡膠雙材質的巧妙搭配，呼應出最完美的視覺藝術。

瞬間擴充及釋放 iPhone / iPad 的儲存空間。
不需透過網路及 iTunes 即可直接傳輸資料。
可對指定的檔案進行隱藏或加密，擁有絕佳安全保護。

通過 Apple原廠 MFi認證。

產品規格

型號

介面

尺寸

淨重

保固年限

相容Apple裝置

MoStash WG02
USB 3.0, Lightning
22 x 67.2 x 26.1 (mm)
72.6g
2年
iPhone : iPhone 6s Plus，iPhone 6s，iPhone 6，iPhone 6 Plus，iPhone 5s，iPhone 5c，iPhone 5
iPad : iPad Pro，iPad Air 2，iPad Air，iPad mini 4，iPad mini 3，iPad mini 2，iPad mini
iPod : iPod Touch（6 th Generation），iPod Touch（5 th Generation）

項目 規格

iOS Flash Drive    MoStash WG02

免費 MoStash 專屬 App
更多功能就在此處

注意事項：1. 若手機保護殼過厚，MoStash 可能將無法使用。
     2. MoStash 支架功能不支援 iPad。

MoStash
Backup

Storage

External  Storage

iPhone

External

Contacts Backup

TEAMGROUP

for iPod, iPhone & iPad

St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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