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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重要

 為了保護顯示器避免損壞，請勿對顯示
器面板施力過大。移動顯示器時，請握
住外框將顯示器抬起；請勿將手或手指
放在面板上抬起顯示器。

本電子使用指南旨在為使用 3KLOLSV 顯示器
的使用者提供說明。請在使用顯示器之前，
詳細閱讀本使用手冊。本手冊內容包括操
作顯示器的重要資訊及注意事項。

 如果您將長時間不使用顯示器，請拔除
顯示器插頭。

3KLOLSV 所提供的保固必須是產品依正常操作
程序使用下所造成的損壞，而且必須出示
具有購買日期、經銷商名稱、型號與產品
名稱的原始訂單或現金交易收據。

 如果您需要使用稍微沾濕的抹布清潔顯
示器，請拔下顯示器插頭。關閉電源
時，您可使用乾布擦拭。但請勿使用如
酒精或腐蝕性的液體等有機溶劑，清潔
您的顯示器。

 安全措施與維修

 為了避免遭受撞擊或永久損壞本機的危
險，請勿使顯示器暴露於灰塵、雨、水
或潮濕的環境中。

警告
若進行本文件未說明之控制、調整或操作
程序，則可能導致中風、觸電和 或機械
危害。

 如果不小心沾濕顯示器，請盡快用乾布
擦乾。
 如果有異物或水分進入顯示器內，請立
即關閉電源，並拔下電源插頭。然後，
請去除異物或水分，並將顯示器送至維
維修中心。

連接和使用電腦顯示器時，請閱讀並遵循
以下說明。
操作

 請勿將顯示器存放於高熱、陽光直射或
寒冷的地方；此外，請勿在這些地方使
用顯示器。

 有觸電或火災的危險！
 請避免顯示器遭受直接的日照，並遠離
爐具或其他任何的熱源。

 為維持顯示器的最佳效能與較長時間的
使用壽命，請於以下溫度與濕度範圍內
使用顯示器。

 請移開任何可能落入通風口內或使顯示
器無法正常散熱的物體。
 請勿遮蓋機殼上的通風口。

溫度：-°& -°)

 決定顯示器的放置位置時，請確定電源
插頭可輕易插入電源插座。

濕度：-% 5+
 重要事項：如果不使用顯示器，請務必
啟動會移動畫面的螢幕保護程式。如果
顯示器會顯示靜止的靜態內容，則請務
必啟動會定期更新畫面的應用程式。長
時間連續顯示靜止或靜態影像會導致螢
幕產生「灼影」現象，此現象亦稱為「
殘影」或「鬼影」。「灼影」、「殘
影」或「鬼影」是顯示器面板技術中的
普遍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電源關閉
一段時間後，「灼影」、「殘影」或「
鬼影」就會逐漸消失。

 如果您以拔除電源纜線或'&電源線的
方式關閉顯示器電源，再次接上電源纜
線或'&電源線前，至少需要等秒鐘，
才可正常操作。
 請務必使用3KLOLSV所提供的合格電源
線。如果電源線遺失，請與您當地的服
務中心聯絡。（請洽「客戶資訊服務
中心」）
 操作時，請勿讓顯示器受到強烈震動或
劇烈撞擊。
 在操作或運送過程中，請勿敲擊顯示器
或使顯示器摔落地面。



警告
嚴重的「灼影」、「殘影」或「鬼影」徵
狀將不會消失，而且無法修復。上述的損
壞不包含在保固範圍中。

 標誌說明

服務

在此指南中，文字段落配有圖標並以黑體
或斜體書寫。這些段落含有「注」、「注意」
或「警告」字句。其使用如下﹕

以下分節說明使用於此文件的標誌慣例。
注、注意、警告

 機蓋只能由合格服務人員開啟。
 如有任何修護或整合紀錄文件的需要，
請洽詢您當地的服務中心。（請參考「
消費者資訊中心」）

註
此圖標顯示重要資訊和提示，以協助你更
有效益使用你的電腦系統。

 有關搬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技術規
格」。
 請勿將顯示器留置於受陽光直接曝曬的
車內。

注意
此圖標顯示的資訊提醒你如何避免硬體的
潛在損害或數據遺失。

註
如果顯示器無法正常操作，或您不確定依
本手冊中的指示操作時該採取什麼程序，
請洽詢服務技術人員。

警告
此圖標顯示對身體傷害的可能性，並警告
你如何避免此問題。
某些小心警告可能以不同格式出現，也可
能不帶任何圖標。在此類情況下，小心警
告的具體顯示由管理機關規定。



 產品與包裝材料的棄置方式

5HF\FOLQJ,QIRUPDWLRQIRU&XVWRPHUV

:DVWH(OHFWULFDODQG(OHFWURQLF(TXLSPHQW
:(((

7KHUHLVFXUUHQWO\DV\VWHPRIUHF\FOLQJXSDQG
UXQQLQJLQWKH(XURSHDQFRXQWULHVVXFKDV7KH
1HWKHUODQGV %HOJLXP 1RUZD\ 6ZHGHQ DQG
'HQPDUN
,Q $VLD 3DFLILF 7DLZDQ WKH SURGXFWV FDQ
EH WDNHQ EDFN E\ (QYLURQPHQW 3URWHFWLRQ
$GPLQLVWUDWLRQ (3$ WRIROORZWKH,7SURGXFW
UHF\FOLQJ PDQDJHPHQW SURFHVV GHWDLO FDQ EH
IRXQGLQZHEVLWHZZZHSDJRYWZ
7KHPRQLWRUFRQWDLQVSDUWVWKDWFRXOGFDXVH
GDPDJHWRWKHQDWXUHHQYLURQPHQW7KHUHIRUH
LWLVYLWDOWKDWWKHPRQLWRULVUHF\FOHGDWWKHHQG
RILWVOLIHF\FOH

7KLV PDUNLQJ RQ WKH SURGXFW RU RQ LWV
SDFNDJLQJ LOOXVWUDWHV WKDW XQGHU (XURSHDQ
'LUHFWLYH(&JRYHUQLQJXVHGHOHFWULFDO
DQG HOHFWURQLF DSSOLDQFHV WKLV SURGXFW PD\
QRW EH GLVSRVHG RI ZLWK QRUPDO KRXVHKROG
ZDVWH <RX DUH UHVSRQVLEOH IRU GLVSRVDO RI
WKLV HTXLSPHQW WKURXJK D GHVLJQDWHG ZDVWH
HOHFWULFDO DQG HOHFWURQLF HTXLSPHQW FROOHFWLRQ
7R GHWHUPLQH WKH ORFDWLRQV IRU GURSSLQJ RII
VXFK ZDVWH HOHFWULFDO DQG HOHFWURQLF FRQWDFW
\RXUORFDOJRYHUQPHQWRIÀFHWKHZDVWHGLVSRVDO
RUJDQL]DWLRQWKDWVHUYHV\RXUKRXVHKROGRUWKH
VWRUHDWZKLFK\RXSXUFKDVHGWKHSURGXFW

)RUKHOSDQGVHUYLFHSOHDVHFRQWDFW&RQVXPHUV
,QIRUPDWLRQ &HQWHU RU )UVW &KRLFH &RQWDFW
,QIRUPDWLRQ&HQWHULQHDFKFRXQWU\

<RXU QHZ PRQLWRUFRQWDLQV PDWHULDOV WKDW FDQ
EHUHF\FOHGDQGUHXVHG6SHFLDOL]HGFRPSDQLHV
FDQ UHF\FOH \RXU SURGXFW WR LQFUHDVH WKH
DPRXQW RI UHXVDEOH PDWHULDOV DQG WR PLQLPL]H
WKHDPRXQWWREHGLVSRVHGRI
$OO UHGXQGDQW SDFNLQJ PDWHULDO KDV EHHQ
RPLWWHG :H KDYH GRQH RXU XWPRVW WR PDNH
WKH SDFNDJLQJ HDVLO\ VHSDUDEOH LQWR PRQR
PDWHULDOV
3OHDVH ILQG RXW DERXW WKH ORFDO UHJXODWLRQV RQ
KRZWRGLVSRVHRI\RXUROGPRQLWRUDQGSDFNLQJ
IURP\RXUVDOHVUHSUHVHQWDWLYH



安裝

 安裝顯示器

 將顯示器面朝下放在平面上。小心不要
刮傷或損壞螢幕。

 安裝
包裝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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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

 操作顯示器

DC 電源輸入
HDMI 音訊輸出
VGA 輸入
HDMI 輸入
連接電腦

產品正面說明

 先關閉電腦，再拉出電源線。

進入螢幕顯示選單
/ 確定。
使用 7XUER 功能 / 回到上一層
螢幕顯示選單。
切換顯示器電源的開關。
調整 HDMI 音量 調整螢幕顯
示選單。
6PDUW,PDJH。共有六種模式
可供選取：2IÀFH( 辦公室 )、
3KRWR( 相片 )、0RYLH( 影片 )、
*DPH( 遊戲 )、(FRQRP\( 省電 )、
2II( 關閉 ) / 調整螢幕顯示選
單。

 連接 VGA 訊號線或 HDMI 線至視訊接
頭。
 連接 HDMI 音訊輸出至立體聲擴大機
（如有需要）。
 連接 DC 電源輸入至顯示器。
 將 AC/DC 電源變壓器的電源線插入附近
的 AC 電源插座。
 開啟電腦及顯示器，若顯示器出現影
像，即表示已完成安裝。



26' 功能表

螢幕顯示選單說明

下圖為螢幕顯示總體結構圖，可作為之後
進行各種調節之參考。

什麼是螢幕顯示 (26') ？
螢幕顯示選單是所有 3KLOLSV 顯示器都具有
的功能，可允許一般使用者透過螢幕上的
指示視窗，直接調整螢幕效能或選擇顯示
器的功能。下圖便是使用者容易設定的螢
幕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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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按鍵的簡要基本說明

5HGa
*UHHQa
%OXHa

在上圖的螢幕顯示選單中，使用者可按下
顯示器前基座上的
按鈕移動游標，
或按下「OK( 確定 )」以確認選擇或進行調
整。

/DQJXDJH

(QJOLVK (VSDÙRO)UDQ£DLV'HXWVFK,WDOLD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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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注意事項
本顯示器的設計可在使用原始解析度 
[ #+] 的情況下發揮最佳效能。顯
示器以不同解析度開機時，畫面上會顯示
提示訊息： 最佳顯示解析度為  [ 
#+]。
從 26'（螢幕功能顯示）選單中的設定，
可關閉原始解析度提示訊息的顯示。
實際功能
傾斜






 產品資訊

除使用
鍵向下捲動外，您也可以按
按鈕選擇，再按「2.( 確定 )」確認選
取項並關閉 6PDUW,PDJH 26'。

 6PDUW,PDJH

共有六種模式可供選取：2IÀFH( 辦公室 )、
3KRWR( 相片 )、0RYLH( 影片 )、*DPH( 遊戲 )、
(FRQRP\( 省電 )、2II( 關閉 ) / 調整螢幕顯
示選單。

這是什麼？
6PDUW,PDJH 提供的預設值可依據不同內容
類型，透過即時動態調整亮度、對比度、
色彩和銳利度等方式最佳化顯示器。無論
您是要使用文字應用程式、展示影像或觀
賞影片，3KLOLSV 6PDUW,PDJH 都能呈現最佳化
至極致顯示器效能。
對我有何益處？
您需要的顯示器必須能完美顯示您最愛的
各類內容，SmartImage 軟體可即時動態調
整亮度、對比度、色彩及銳利度，進一步
提升您顯示器的使用體驗。

 2IILFH(辦公室)：可增強文字並降低亮
度，提高清晰度並減輕眼睛的疲勞程
度。處理試算表、3') 檔案、掃描文章
或其他一般辦公室應用程式時，此模式
可大幅提高清晰度和生產力。

如何運作？
6PDUW,PDJH 是 3KLOLSV 獨 家 尖 端 技 術， 能
分析畫面顯示的內容。只要您按下按鈕，
6PDUW,PDJH 即可根據您選取的情境即時動
態增強影像的對比度、色彩飽和度以及銳
利度，進而呈現更完美的影像。

 3KRWR(相片)：此設定檔結合色彩濃度、
動態對比度及銳利度增強功能，可透過
清晰而鮮明的色彩顯示相片和其他影
像，完全不會出現人工修改及退色等瑕
疵。

如何啟用 6PDUW,PDJH ？

 在畫面上按下

 0RYLH(影片)：提高亮度、加深色彩飽和
度，同時運用動態對比度及絕佳的銳利
度顯示視訊中深色區域的每個細節，但
又不會使明亮區域發生褪色現象，進而
能夠持續呈現出生動自然的頂級影像效
果。

可啟動 6PDUW,PDJH，

 *DPH(遊戲)：此設定檔能夠啟動超載迴
路並使回應時間最佳化，減少螢幕上快
速移動物體的鋸齒狀邊緣，以及強化亮
暗部分的對比度；從而為玩家帶來最佳
的遊戲體驗。

可切換 2IÀFH (辦公室)、3KRWR
 按住
(相片)、0RYLH (影片)、*DPH (遊戲)
、(FRQRP\(省電)以及2II(關閉)。
 畫面中的 6PDUW,PDJH 會停留  秒，您也
可以按2.(確定)確認。

 (FRQRP\(省電)：使用此設定檔時會調
整亮度、對比度，而且會將背光功能微
調成最適合日常辦公室應用的程度，以
減少耗電量。

 啟用 6PDUWOPDJH 時，V5*% 架構會自動
停用。若要使用 V5*%，請先使用顯示
器前基座的
按鈕停用 6PDUW,PDJH。

 2II(關閉)：不使用 6PDUW,PDJH 進行最
佳化。


 6PDUW&RQWUDVW

 3KLOLSV 6PDUW&RQWURO 3UHPLXP
由飛利浦研發的新款 SmartControl Premium
軟體提供簡單好用的螢幕圖形介面，方便
您控制顯示器。在此使用簡便的軟體出現
後，調整顯示器從此揮別以往的繁複困難，
更可指引您完成微調解析度、校正色彩、
調整時脈 / 相位、調整 RGB 白點等各種操
作。

這是什麼？
這是一項獨一無二的技術，能動態分析畫
面顯示內容，進而自動最佳化顯示器的對
比度比例，讓您在觀看時能感受到最大的
清晰度和觀賞娛樂；此項技術強化背光功
能，讓影像呈現更清晰、生動與明亮的效
果，亦可調暗背光，清楚顯現出黑暗背景
中的影像。

本顯示器的核心演算法採用最新技術，能
夠迅速處理和回應；而軟體則與 Windows
7 相容，並採用動畫圖示的動人設計，讓您
能在使用飛利浦顯示器時享受絕佳體驗！

對我有何益處？
無論哪一種內容類型，您都需要看得清楚、
舒適。6PDUW&RQWUDVW 能動態控制對比度並
調整背光，既可呈現清晰、明亮的遊戲畫
面與視訊影像，又能顯示清楚易讀的辦公
文件文字。只要減少顯示器的耗電量，您
不但可以節省能源成本，還能延長顯示器
的使用壽命。

 安裝
• 請按照指示完成安裝。
• 安裝完成後即可啟動。
• 如果要等稍後再啟動，您可以按一下桌
面或工具列上的捷徑。

如何運作？
6PDUW&RQWUDVW 啟動後就會即時分析顯示中
的內容，並且調整色彩及控制背光深淺。
此項功能可動態強化對比度，讓您在觀賞
影片或玩遊戲時能獲得絕佳的娛樂體驗。

初次啟動-:L]DUG 精靈
• 安裝 SmartControl Premium 後初次啟動
時，SmartControl Premium 會自動進入
Wizard (Wizard (精靈))進行初次啟動。
• Wizard (精靈)會引導您逐步調整顯示器
效能。
• 日後您也可以進入「外掛程式」功能表
啟動 Wizard (精靈)。
• 您可以透過「標準」窗格調整更多選
項，不需使用 Wizard (精靈)。



 使用「標準」窗格啟動：
$GMXVWPHQX(調整功能表)：
• 「調整功能表」可讓您調整「%ULJKWQHVV
(明亮度)」、「&RQWUDVW (對比度)」、
「)RFXV(焦點)」、「3RVLWLRQ(位置)」和
「5HVROXWLRQ(解析度)」。
• 您可以按照指示進行調整。
• 「&DQFHO (取消)」會提示使用者選擇是
否要取消安裝。



&RORUPHQX(色彩功能表)：
• 「&RORU PHQX(色彩功能表)」可讓您調
整「5*%」、「%ODFN /HYHO(黑階)」、
「:KLWH 3RLQW(白點)」、「&RORU
&DOLEUDWLRQ(色彩校正)」及 6PDUW,PDJH
(請參閱「6PDUW,PDJH」一節)。
• 您可以按照指示進行調整。
• 請根據您的輸入內容參閱下表中的子功
能表項目。
• 色彩校正範例



6PDUW,PDJH

. 「6KRZ 0H (播放)」開始顯示色彩校正
教學課程。
. 開始 - 開始  步驟的色彩校正順序。

可讓使用者根據內容，將設定變更為最好
的顯示設定。

. 「4XLFN 9LHZ (快速檢視)」會載入之
前 之後的影像。

設 定「(QWHUWDLQPHQW ( 娛 樂 )」 時， 會 啟 用
「6PDUW&RQWUDVW」和「6PDUW5HVSRQVH」。

. 若要返回「&RORU
(色彩)」主窗格，
請按一下「&DQFHO(取消)」按鈕。
 (QDEOH FRORU FDOLEUDWLRQ(啟用色彩校正)
- 此功能預設已開啟。若取消勾選，就
無法進行色彩校正，而且開始和4XLFN
9LHZ (快速檢視)按鈕均會變暗。
. 校正畫面一定會出現專利資訊。
第一個色彩校正畫面：

(&2
 出現第二個色彩畫面之前，會停用
「3UHYLRXV (上一個)」按鈕。
 「1H[W (下一個)」可進入下一個目標（
共有  個目標）。
 「)LQDO (最後)」可接著進入「)LOH (檔案)
」>「3UHVHWV (預設值)」窗格。
 「&DQFHO (取消)」可關閉使用者介面並
返回外掛程式頁面。



建立 3,1 碼後，「7KHIW 'HWHUUHQFH ( 防竊 )」
窗格會顯示「7KHIW 'HWHUUHQFH (QDEOHG ( 已
啟用防竊 )」並出現「3,1 選項」按鈕：

從「外掛程式」下拉式功能表選取「7KHIW
'HWHUUHQFH 0RGH ( 防竊模式 )」時，只會啟
用「7KHIW 'HWHUUHQFH 3DQH( 防竊窗格 )」。



顯示「7KHIW 'HWHUUHQFH (QDEOHG
(已啟用防竊)」。

 「'LVDEOH 7KHIW 'HWHUUHQFH (停用防竊模
式)」會開啟下一頁的窗格畫面。
 使用者建立 3,1 碼後才可使用「3,1 選
項」按鈕，此按鈕會開啟安全的 3,1 網
站。
「2SWLRQV ( 選 項 )」>「3UHIHUHQFHV ( 偏 好
設定 )」 - 選取「2SWLRQV( 選項 )」下拉功
能表的「3UHIHUHQFHV( 偏好設定 )」後才能使
用。在可使用 ''&/&, 的非支援顯示器上，
只能使用「+HOS DQG 2SWLRQV ( 說明與選項 )」
標籤。

若要啟用「7KHIW 'HWHUUHQFH ( 防竊 )」功能，
請按一下「(QDEOH 7KHIW 'HWHUUHQFH 0RGH ( 啟
用防竊模式 )」按鈕顯示下列畫面：
 使用者只能輸入介於  至  之間的 3,1
碼。
 輸入 3,1 碼並按下「$FFHSW (接受)」
後，使用者就會進入下一頁的快顯對話
方塊。
 最少分鐘數設為 ，滑桿預設為 。
 不需將顯示器連接至另一台主機，即可
進入防竊模式。

• 顯示目前的偏好設定。
• 核取方塊可啟用此功能。您可以切換此
核取方塊。
• 預設會勾選 21 (開啟) 桌面上的
「(QDEOH &RQWH[W (啟用內容功能表)」。
「(QDEOH &RQWH[W (啟用內容)」功能
表會在桌面的右鍵內容功能表中顯示
「6HOHFW 3UHVHW (選取預設值)」和「7XQH
'LVSOD\ (微調顯示器)」的 6PDUW&RQWURO
3UHPLXP 選項。「'LVDEOHG (停用)」會
移除右鍵內容功能表中的 6PDUW&RQWURO
3UHPLXP。



• 預設會勾選 21 (開啟)「(QDEOH 7DVN
7UD\ (啟用工作匣)」。啟用內容功能表
可顯示 6PDUW&RQWURO 3UHPLXP 的工作
匣功能表。在工作匣圖示上按一下滑
鼠右鍵，即可顯示「+HOS (說明)」、
「7HFKQLFDO 6XSSRUW (技術支援)」、
「&KHFN IRU 8SJUDGH (檢查升級)」、
「$ERXW (關於)」和「([LW 結束)」等功
能表選項。停用「(QDEOH 7DVN 7UD\ (啟
用工作匣)」功能表時，工作匣圖示只
會顯示「(;,7」(結束)。
• 預設會在勾選「6WDUWXS 開機)」 21
(開啟) 時執行。若停用，6PDUW&RQWURO
3UHPLXP 就不會在開機時啟動，也不會
出現在工作匣中。您只能從桌面捷徑或
程式檔案啟動 6PDUW&RQWURO 3UHPLXP。
若取消勾選此方塊 'LVDEOHG (停用)，就
不會載入任何設為在開機時執行的預設
值。
 (QDEOH WUDQVSDUHQF\ PRGH (啟用透明模
式)(:LQGRZV、9LVWD、;3)。預設透明
度為%。

 顯示「6RXUFH (來源)」指示窗格和目前
的輸入來源設定。
 單一輸入顯示器不會顯示此窗格。
「2SWLRQV ( 選 項 )」>「$XGLR ( 自 動 )」 選 取「2SWLRQV ( 選 項 )」 下 拉 功 能 表 中 的
「9ROXPH ( 音量 )」後才能使用。
在可使用 ''&/&, 的非支援顯示器上，只
能使用「+HOS DQG 2SWLRQV ( 說明與選項 )」
標籤。

「2SWLRQV ( 選 項 )」>「,QSXW ( 輸 入 )」
- 選 取「2SWLRQV ( 選 項 )」 下 拉 功 能 表
的「,QSXW( 輸 入 )」 後 才 能 使 用。 在 可 使
用''&/&, 的非支援顯示器上，只能使用
「+HOS DQG 2SWLRQV ( 說明與選項 )」標籤。
所有其他6PDUW&RQWURO3UHPLXP標籤均不會
啟用。

「2SWLRQV ( 選項 )」> 「$XWR3LYRW 自動樞
紐 )」



「+HOS ( 說 明 )」>「8VHU 0DQXDO ( 使 用 手
冊 )」- 選取「+HOS 說明 )」下拉功能表的
「8VHU 0DQXDO ( 使用手冊 )」後才能使用。
在可使用 ''&/&, 的非支援顯示器上，只
能使用「+HOS DQG 2SWLRQV ( 說明與選項 )」
標籤。

內容相關功能表
「&RQWH[W 6HQVLWLYH 內 容 相 關 」 功 能 表 預
設 會「(QDEOH 啟 用 」。 若 在「2SWLRQV ( 選
項 )」>「3UHIHUHQFHV ( 偏好設定 )」中勾選
了「(QDEOH &RQWH[W ( 啟用內容功能表 )」，
則不會顯示此功能表。

「&RQWH[W 0HQX ( 內容功能表 )」有四個項
目：
 6PDUW&RQWURO 3UHPLXP - 選取此項目時會
顯示「$ERXW (關於)」畫面。
 「6HOHFW 3UHVHW (選取預設值)」- 可提
供階層式的預設值功能表，供您立即
選用。勾選記號代表目前已選取的預
設值。您也可以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
「)DFRW\ 3UHVHW (原廠預設值)」。

「+HOS ( 說明 )」>「9HUVLRQ ( 版本 )」 - 選
取「+HOS 說明 )」功能表的「9HUVLRQ 版
本 )」 後， 才 能 使 用。 在 可 使 用 ''&/&,
的 非 支 援 顯 示 器 上， 只 能 使 用「+HOS DQG
2SWLRQV ( 說明與選項 )」標籤。

 7XQH 'LVSOD\ (微調顯示器) - 可開啟
6PDUW&RQWURO 3UHPLXP 控制窗格。
 6PDUW,PDJH – 檢查目前的設定：「2I
ÀFH(辦公室)」、「3KRWR(相片)」、
「0RYLH(影片)」、「*DPH(遊戲)」、
「(FRQRP\(省電)」以及「2II(關閉)
」。
啟用工作匣功能表
在工作匣中的 6PDUW&RQWURO 3UHPLXP 圖示
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即可顯示工作匣功能
表。按一下左鍵則會啟動應用程式。



7DVN 7UD\ ( 工作匣 ) 有五個項目：

 6PDUW'HVNWRS 指南

 「+HOS 說明)」- 可存取「8VHU 0DQXDO
(使用手冊)」檔案：使用預設的瀏覽器
視窗開啟「8VHU 0DQXDO (使用手冊)」
檔案。

6PDUW'HVNWRS
6PDUW'HVNWRS
包 含 在 6PDUW&RQWURO
3UHPLXP 套 件 內。 請 安 裝 6PDUW&RQWURO
3UHPLXP，並從「2SWLRQV ( 選項 )」中選取
6PDUW'HVNWRS。

 「7HFKQLFDO 6XSSRUW (技術支援)」顯示技術支援頁面。
 「&KHFN IRU 8SGDWH (檢查更新)」可讓使用者進入 3', 到達網頁，並檢查
使用者的版本是否為最新可用的版本。
 「$ERXW (關於)」- 顯示詳細的參考資
訊：產品版本、發行資訊和產品名稱。
 「([LW (結束)」– 關閉 6PDUW&RQWURO
3UHPLXP
若要再次執行 6PDUW&RQWURO 3UHPLXP，
您可以從「3URJUDP (程式)」功能表選取
6PDUW&RQWURO 3UHPLXP、連按兩下桌面上
的電腦圖示，或者重新啟動系統。

 啟用對齊分割核取方塊時，可在將視窗
拖曳放入定義的分割時自動對齊視窗。
 按一下圖示，選取所要的分割。所選的
分割將會套用至桌面，而圖示也會反白
顯示。
• 識別提供了快速的方格檢視方式。
7DVN7UD\0HQX'LVDEOHG( 停用工作匣功能
表)
停用偏好設定資料夾中的「7DVN 7UD\ 工
作匣 )」時，只能使用「(;,7」（結束）選
取項。若要自工作匣完全移除 6PDUW&RQWURO
3UHPLXP， 請 在「2SWLRQV ( 選 項 )」>
「3UHIHUHQFHV ( 偏好設定 )」中停用「5XQDW
6WDUWXS( 開機時執行 )」。
拖放視窗
在設定分割並選取「$OLJQ WR SDUWLWLRQ$OLJQ WR
SDUWLWLRQ ( 對齊分割 )」後，即可將視窗拖曳
放入區域，接著視窗便會自動對齊。視窗
和滑鼠游標放入區域內時，該區域便會反
白顯示。



標題列選項

註

桌面分割可從作用中視窗的標題列進入。
如此可快速並輕鬆管理桌面，同時還可將
任何視窗傳送到任何分割，而無須透過拖
放的方式。將游標移入作用中視窗的標題
列，進入下拉式功能表。

如果拖曳視窗時區域沒有顯示外框，表示
「6KRZ ZLQGRZV FRQWHQWV ZKLOH GUDJJLQJ ( 拖
曳時顯示視窗內容 )」為停用。若要啟用該
選項：
 在「&RQWURO 3DQHO (控制台)」中，按一
下「6\VWHP (系統)」。
 按一下「$GYDQFHG V\VWHP VHWWLQJV (進階
系統設定)」（如為 9LVWD 和 :LQ 作業
系統，此選項位於左邊的側列）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

 在「3HUIRUPDQFH (效能)」區段中，按一
下「6HWWLQJV (設定)」。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桌面分割圖示，檢視下
拉式功能表。

 勾選方塊中的「6KRZ ZLQGRZV FRQWHQWV
ZKLOH GUDJJLQJ (拖曳時顯示視窗內容)」
，然後按一下「2.(確定)」。
其他的替代路徑：
9LVWD：
&RQWURO 3DQHO ( 控 制 台 ) > 3HUVRQDOL]DWLRQ
( 個人化 ) > :LQGRZ &RORU DQG $SSHDUDQFH
( 顏 色 和 外 觀 ) > 按 一 下「2SHQ &ODVVLF
DSSHDUDQFH SURSHUWLHV IRU PRUH FRORU RSWLRQV
( 打開經典外觀內容視窗，獲得更多顏色選
項 )」> 按一下「(IIHFWV ( 效果 )」按鈕 > 勾
選「6KRZ ZLQGRZV FRQWHQWV ZKLOH GUDJJLQJ
( 拖曳時顯示視窗內容 )」

 )LQG :LQGRZV (尋找視窗) – 在某些
情況下，使用者可能會將多個視窗傳送
到同一個分割。尋找視窗可顯示所有開
啟中的視窗，並將所選的視窗移到最上
層。
 'HVNWRS3DUWLWLRQ(桌面分割) – 'HVNWRS
3DUWLWLRQ (桌面分割)可顯示目前所選的分
割，並讓使用者快速變更至下拉式功能
表中顯示的任何分割。

;3：
'LVSOD\ 3URSHUWLHV ( 顯示內容 ) > $SSHDUDQFH
( 外觀 ) > Effects... ( 效果 ) > 勾選「6KRZ
ZLQGRZV FRQWHQWV ZKLOH GUDJJLQJ ( 拖 曳 時 顯
示視窗內容 )」
:LQ：
沒有其他的替代路徑。

注意
如果連接一台以上的顯示器，使用者還能
選取要變更分割的目標顯示器。反白顯示
的圖示表示為目前作用中的分割。



 ,GHQWLI\ 3DUWLWLRQ (識別分割) ² 在桌面上
顯示目前分割的外框方格。

 )LQG:LQGRZV (尋找視窗) – 在某些情
況下，使用者可能會將多個視窗傳送
到同一個分割。尋找視窗可顯示所有開
啟中的視窗，並將所選的視窗移到最
上層。

 $OLJQ 2Q$OLJQ 2II (開啟對齊/關閉對齊)
²啟用/停用拖放自動對齊功能。
 ([LW (結束) ² 關閉桌面分割和顯示器調
整。若要重新初始化，請從開始功能表
或桌面上的捷徑啟動顯示器調整。

 'HVNWRS3DUWLWLRQ 桌面分割) – 桌面分
割可顯示目前所選的分割，並讓使用者
快速變更至下拉式功能表中顯示的任何
分割。

用滑鼠左鍵按一下功能表
用滑鼠左鍵按一下桌面分割圖示，可將作
用中視窗快速傳送至任何分割，而無須透
過拖放的方式。放開滑鼠，即可將視窗傳
送至反白顯示的分割。

 ,GHQWLI\3DUWLWLRQ 識別分割) – 在桌面
上顯示目前分割的外框方格。
 $OLJQ2Q$OLJQ2II 開啟對齊/關閉對齊)
– 啟用 停用拖放自動對齊功能。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工作匣
工作匣也包含標題列所支援的大部分功能
（但不包含自動將視窗傳送至任何分割）。



6PDUW'HVNWRS 分割定義
名稱

說明

影像

)XOO 'HVNWRS
( 全部桌面 )

將所有設定套用至整個桌面。

9HUWLFDO ( 垂直 )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等大的垂
直區域。
假如旋轉 / 度，將保持垂直組態。

+RUL]RQWDO ( 水平 )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等大的水
平區域。
假如旋轉 / 度，將維持水平組態。

9HUWLFDO 7ULSOH
( 垂直三等分 )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三個等大的垂
直區域。
假如旋轉  度，則水平分割  在上方，水平分割 
在中間，水平分割  在下方。
假如旋轉  度，則水平分割  在上方，水平分割
 在中間，水平分割  在下方。

9HUWLFDO 6SOLW /HIW
( 垂直分割（左）)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垂直區域，
左側保持單一區域，而右側則分割成兩個等大的區
域。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在上方，分割  和分割 
在下方。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在下方，分割  和分割 
在上方。

9HUWLFDO 6SOLW 5LJKW
( 垂直分割（右）)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垂直區域，
右側保持單一區域，而左側則分割成兩個等大的區
域。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和分割  在上方，分割 
在下方。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在上方，分割  和分割 
在下方。



名稱

說明

影像

+RUL]RQWDO 6SOLW 7RS
( 水平分割（上）)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等大的水平
區域，上方保持單一區域，而下方則分割成兩個等
大的區域。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在垂直右側，分割  和分
割  在垂直左側。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在垂直左側，分割  和分
割  在垂直右側。

+RUL]RQWDO 6SOLW %RWWRP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兩個等大的水平
區域，下方保持單一區域，而上方則分割成兩個等
( 水平分割（下）)
大的區域。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和分割  在垂直右側，分
割  在垂直左側。
假如旋轉  度，分割  和分割  在垂直左側，分
割  在垂直右側。
(YHQ 6SOLW
( 平均分割 )

評估畫面解析度並將顯示器分割成四個等大的區
域。



亮點瑕疵：

 飛利浦平面顯示器像素殘缺規
定

亮點瑕疵就是始終亮著或「開啟」的像素
或子像素。也就是說，亮點是顯示器顯示
暗色圖形時，會突顯出來的子畫素。以下
是亮點瑕疵的幾種類型：

飛利浦致力於提供最優質的產品。本公司
運用同行業最先進的製造程序，實行嚴格
的品質管理。不過，有時平面螢幕顯示器
的 7)7 顯示器面板也會出現像素或子像素
殘缺的情形，此為無法完全避免的現象。
沒有任何廠家能擔保所有的螢幕皆無像素
殘缺，飛利浦卻保證任何顯示器，若超過
不可接受的殘缺量，必將得到擔保條件下
的維修或替換。此須知將說明不同種類的
像素殘缺，以及規定每一種類可接受的殘
缺水準。為了符合擔保下的維修或替換，
7)7 顯示器面板上的像素殘缺量必須超過
這些可接受水準。例如：若 ;*$ 顯示
器的子像素不到 %，則可能屬於瑕疵
品。此外，由於有些像素殘缺種類或組合
比其他更引人注意，飛利浦將對此種類確
定更高的品質標準。本規定全球適用。

一個發亮的紅綠藍分像素

二個相鄰發亮的分像素：
-

紅+藍=紫
紅+綠=黃
綠 + 藍 = 氰（淺藍）

像素和分像素
一個像素（或稱圖像元素）由三個屬於紅
綠藍主顏色的分像素組成。許多像素在一
起形成一個圖像。像素中的所有分像素全
被照亮時，三個帶顏色的分像素一起以一
個白色像素出現。全部變暗時，三個帶顏
色的分像素一起以一個黑色像素出現。其
他類的明暗分像素組合則以其他顏色的單
個像素出現。

三個相鄰發亮分像素（一個白色像素）

像素殘缺種類

註
紅色或藍色亮點必須比周圍亮 % 以上，
而綠色亮點則比周圍亮 %。

像素和分像素殘缺在螢幕上以不同形式出
現。有兩類像素殘缺，每一類內有多種分
像素殘缺。



黑點瑕疵：

緊湊像素殘缺

黑點瑕疵就是始終暗著或「關閉」的像素
或子像素。也就是說，暗點是顯示器顯示
亮色圖形時，會突顯出來的子畫素。以下
是黑點瑕疵的幾種類型：

由於彼此相鄰的同類像素和分像素殘缺更
引人注意，飛利浦同樣製定緊湊像素殘缺
的容許規格。

像素殘缺容許規格
3KLOLSV 平面顯示器的 7)7 顯示器面板必須
有超過下表所列容許規格的像素和子像素，
才符合保固期間由於像素殘缺所需的維修
或替換條件。

亮點之缺點
機型
 個照明之副圖素
 個鄰接照明之副圖素
 個鄰接照明之副圖素（ 個白色圖素）
兩個亮點瑕疵之間的距離 *
所有類型之亮點缺點總數

可接受的程度
&/



>PP


黑點缺陷
機型
 個黑副圖素
 個鄰接之黑副圖素
 個鄰接之黑副圖素
兩個黑點缺陷間之距離 *
所有型式之黑點缺陷總數

可接受的程度
&/
 或以下
 或以下

>PP
 或以下

缺陷點總數
機型
所有型式之亮點或黑點缺陷總數

可接受的程度
&/
 或以下

注
 或  個鄰接副圖素缺陷 =  個點之缺陷
本顯示器符合 ,62- 規範。


 技術規格
畫面 顯示器
顯示器面板類型
背光
面板尺寸
長寬比
3L[HO 3LWFK ( 像素間距 )
%ULJKWQHVV ( 亮度 )
6PDUW&RQWUDVW
對比度（一般）
回應時間（典型）
最佳解析度
視角
畫質增強功能
顯示色彩
垂直更新頻率
水平頻率
V5*%
連接方式
信號輸入
輸入信號
便利性
使用便利性
26' 語言
隨插即播相容性
支架
傾斜
電源
「開啟」模式
耗電量
((QHUJ\6WDU  測試方法 )

正常操作（一般）
睡眠
關閉
散熱 *

正常操作

7)7-/&'
/('
" : ( 公分 )
:
 [  公釐
 FG/ 平方公尺
:
:
 毫秒
[ # +]
(+) /  (9) # &/5 > 
6PDUW,PDJH
 0
+] - +]
N+] - N+]
是
+'0, ( 數位 )、9*$ ( 訊號 )
個別同步、綠色同步

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俄文、西班牙文、簡體中文、
葡萄牙文、土耳其文
''&/&,、V5*%、:LQGRZV /9LVWD/;3、0DF 26;、/LQX[
- / +

< : ( 一般 )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
:
:
: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78/KU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
:
:
: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78/KU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
:
:
:
使用 9$& +/9$& 交流輸入
電壓時為 +]
+/-+]
 %78/KU

睡眠
關閉
電源 /(' 指示燈
電源供應器
大小
產品含支架 (:[+[')
產品不含支架 (:[+[')
包裝箱大小（寬 [ 高 [ 深）
重量
產品含支架
產品含包裝材料
操作條件
溫度範圍（操作中）
溫度範圍（非操作中）
相對濕度
高度
07%)（平均故障間格時間）
環保
52+6（電子電機設備有害物
質限用指令）
(3($7
包裝材料
法規與標準
法規核准
機箱
色彩
漆面

 %78/KU
 %78/KU
 %78/KU
 %78/KU
 %78/KU
 %78/KU
「開啟」模式：藍色、「待命」/「睡眠」模式：藍色 ( 閃爍 )
$&/'& 電源變壓器，9==$
 [  [  公釐
 [  [  公釐
 [  [  公釐
 公斤
 公斤
℃ 到  ℃
-℃ 到 ℃
% 到 %
操作：+ 英呎 ( 公尺 )
非操作中：+ 英呎（ 公尺）
 小時

是
銀獎認證 (ZZZHSHDWQHW)
 可回收
&( 0DUN、)&& &ODVV %、6(0.2、8//F8/、(QHUJ\ 6WDU 
黑/黑
亮面 / 亮面

注
上述資料如有更動，恕不另行通知。
請至 ZZZSKLOLSVFRP/VXSSRUW 下載最新版型錄。



 解析度與預設模式

 自動省電
如果您的電腦中裝有符合 9(6$ '30 的顯
示卡或軟體，顯示器未使用時可自動減少
耗電量。 只要偵測到鍵盤、滑鼠或其他輸
入裝置的輸入動作，顯示器就會自動「喚
醒」。下表顯示此項自動省電功能的耗電
量和信號：

最大解析度
 [ ， +]（類比輸入）
 [ ， +]（數位輸入）
建議解析度
 [ ， +]（數位輸入）
水平頻率
(N+])

解析度

垂直頻率



[



9(6$ 模式

視訊

水平
同步

垂直
同步

使用電源

/('
色彩



[



使用中

開啟

是

是

<  :
（典型）

藍色



[



睡眠

關閉

否

否



[



<  :
（典型）

藍色
（閃爍）



[



關閉

關閉

-

-

<  :
（典型）

關閉



[



下列為測量本顯示器耗電量時採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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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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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管理定義

原始解析度： [ 
對比度：
亮度： QLWV
色溫：N（使用全白模式）
音訊（關閉）

註
上述資料如有更動，恕不另行通知。



&('HFODUDWLRQRI&RQIRUPLW\

 法規資訊

7KLVSURGXFWLVLQFRQIRUPLW\ZLWKWKHIROORZLQJ
VWDQGDUGV

/HDGIUHH3URGXFW

 (1 6DIHW\UHTXLUHPHQWRI
,QIRUPDWLRQ7HFKQRORJ\(TXLSPHQW 

/HDGIUHHGLVSOD\SURPRWHV
HQYLURQPHQWDOO\VRXQGUHFRYHU\
DQGGLVSRVDORIZDVWHIURPHOHFWULFDO
DQGHOHFWURQLFHTXLSPHQW7R[LF
VXEVWDQFHVOLNH/HDGKDVEHHQHOLPLQDWHG
DQGFRPSOLDQFHZLWK(XURSHDQFRPPXQLW\·V
VWULQJHQW5R+VGLUHFWLYHPDQGDWLQJUHVWULFWLRQV
RQKD]DUGRXVVXEVWDQFHVLQHOHFWULFDODQG
HOHFWURQLFHTXLSPHQWKDYHEHHQDGKHUHGWR
LQRUGHUWRPDNH3KLOLSVPRQLWRUVVDIHWRXVH
WKURXJKRXWLWVOLIHF\FOH

 (1 5DGLR'LVWXUEDQFH
UHTXLUHPHQWRI,QIRUPDWLRQ7HFKQRORJ\
(TXLSPHQW 
 (1$$
,PPXQLW\UHTXLUHPHQWRI,QIRUPDWLRQ
7HFKQRORJ\(TXLSPHQW 
 (1 /LPLWVIRU+DUPRQLF
&XUUHQW(PLVVLRQ 
 (1$$
/LPLWDWLRQRI9ROWDJH)OXFWXDWLRQDQG
)OLFNHU IROORZLQJSURYLVLRQVRIGLUHFWLYHV
DSSOLFDEOH

(3($7
ZZZHSHDWQHW
´7KH(3($7 (OHFWURQLF3URGXFW
(QYLURQPHQWDO$VVHVVPHQW7RRO 
SURJUDPHYDOXDWHVFRPSXWHU
GHVNWRSVODSWRSVDQGPRQLWRUV
EDVHGRQHQYLURQPHQWDOFULWHULDGHYHORSHG
WKURXJKDQH[WHQVLYHVWDNHKROGHUFRQVHQVXV
SURFHVVVXSSRUWHGE\86(3$

 (& /RZ9ROWDJH'LUHFWLYH 
 (& (0&'LUHFWLYH 
 (& (X3'LUHFWLYH(&1R
PSOHPHQWLQJ'LUHFWLYH
IRU6WDQGE\DQG2IIPRGHSRZHU
FRQVXPSWLRQ DQGLVSURGXFHGE\D
PDQXIDFWXULQJRUJDQL]DWLRQRQ,62
OHYHO
7KHSURGXFWDOVRFRPSO\ZLWKWKHIROORZLQJ
VWDQGDUGV

(3($7V\VWHPKHOSVSXUFKDVHUVLQWKHSXEOLF
DQGSULYDWHVHFWRUVHYDOXDWHFRPSDUHDQG
VHOHFWGHVNWRSFRPSXWHUVQRWHERRNVDQG
PRQLWRUVEDVHGRQWKHLUHQYLURQPHQWDO
DWWULEXWHV(3($7DOVRSURYLGHVDFOHDUDQG
FRQVLVWHQWVHWRISHUIRUPDQFHFULWHULDIRUWKH
GHVLJQRISURGXFWVDQGSURYLGHVDQRSSRUWXQLW\
IRUPDQXIDFWXUHUVWRVHFXUHPDUNHWUHFRJQLWLRQ
IRUHIIRUWVWRUHGXFHWKHHQYLURQPHQWDOLPSDFW
RILWVSURGXFWVµ

 ,62 (UJRQRPLF
UHTXLUHPHQW$QDO\VLVDQGFRPSOLDQFHWHVW
PHWKRGVIRUHOHFWURQLFYLVXDOGLVSOD\V 
 *6(. *6PDUNUHTXLUHPHQW 
 SU(1 /RZ)UHTXHQF\(OHFWULF
DQG0DJQHWLFÀHOGVIRU9LVXDO'LVSOD\ 

%HQHÀWVRI(3($7
5HGXFHXVHRISULPDU\PDWHULDOV
5HGXFHXVHRIWR[LFPDWHULDOV

 035,, 035/RZ
)UHTXHQF\(OHFWULFDQG0DJQHWLFÀHOGV 
 7&2'LVSOD\V 5HTXLUHPHQWIRU
(QYLURQPHQW/DEHOLQJRI(UJRQRPLFV
(QHUJ\(FRORJ\DQG(PLVVLRQ7&2
6ZHGLVK&RQIHGHUDWLRQRI3URIHVVLRQDO
(PSOR\HHV IRU7&2YHUVLRQV
7KLVPRQLWRULVHTXLSSHGZLWKDIXQFWLRQIRU
VDYLQJHQHUJ\ZKLFKVXSSRUWVWKH9(6$'LVSOD\
3RZHU0DQDJHPHQW '30 VWDQGDUG7KLV

$YRLGWKHGLVSRVDORIKD]DUGRXVZDVWH(3($7·6
UHTXLUHPHQWWKDWDOOUHJLVWHUHGSURGXFWVPHHW
(1(5*<67$5·VHQHUJ\HIÀFLHQF\VSHFLÀFDWLRQV
PHDQVWKDWWKHVHSURGXFWVZLOOFRQVXPHOHVV
HQHUJ\WKURXJKRXWWKHLUOLIH



 &RQQHFWWKHHTXLSPHQWLQWRDQRXWOHWRQ
DFLUFXLWGLIIHUHQWIURPWKDWWRZKLFKWKH
UHFHLYHULVFRQQHFWHG

PHDQVWKDWWKHPRQLWRUPXVWEHFRQQHFWHGWR
DFRPSXWHUZKLFKVXSSRUWV9(6$'307LPH
VHWWLQJVDUHDGMXVWHGIURPWKHV\VWHPXQLWE\
VRIWZDUH
1RUPDO
RSHUDWLRQ
3RZHU6DYLQJ
$OWHUQDWLYH
2QHVWHS

9(6$6WDWH

/(',QGLFDWRU

3RZHU&RQVXPSWLRQ

21 $FWLYH

%OXH

: W\S

6OHHS
6ZLWFK2II

%OXH EOLQNLQJ
2))

: W\S
: W\S

 &RQVXOWWKHGHDOHURUDQH[SHULHQFHG
UDGLR79WHFKQLFLDQIRUKHOS
 &KDQJHVRUPRGLÀFDWLRQVQRWH[SUHVVO\
DSSURYHGE\WKHSDUW\UHVSRQVLEOHIRU
FRPSOLDQFHFRXOGYRLGWKHXVHU·VDXWKRULW\
WRRSHUDWHWKHHTXLSPHQW
8VHRQO\5)VKLHOGHGFDEOHWKDWZDVVXSSOLHG
ZLWKWKHPRQLWRUZKHQFRQQHFWLQJWKLVPRQLWRU
WRDFRPSXWHUGHYLFH

$VDQ(1(5*<67$53DUWQHUZH
KDYHGHWHUPLQHGWKDWWKLVSURGXFW
PHHWVWKH(1(5*<67$5
JXLGHOLQHVIRUHQHUJ\HIÀFLHQF\

7RSUHYHQWGDPDJHZKLFKPD\UHVXOWLQÀUHRU
VKRFNKD]DUGGRQRWH[SRVHWKLVDSSOLDQFHWR
UDLQRUH[FHVVLYHPRLVWXUH

 1RWH
:HUHFRPPHQG\RXVZLWFKRIIWKHPRQLWRU
ZKHQLWLVQRWLQXVHIRUDORQJWLPH

7+,6&/$66%',*,7$/$33$5$7860((76
$//5(48,5(0(1762)7+(&$1$',$1
,17(5)(5(1&(&$86,1*(48,30(17
5(*8/$7,216

)HGHUDO&RPPXQLFDWLRQV&RPPLVVLRQ )&& 
1RWLFH 862QO\

)&&'HFODUDWLRQRI&RQIRUPLW\

 7KLVHTXLSPHQWKDVEHHQWHVWHGDQGIRXQG
WRFRPSO\ZLWKWKHOLPLWVIRUD&ODVV%
GLJLWDOGHYLFHSXUVXDQWWR3DUWRIWKH
)&&5XOHV7KHVHOLPLWVDUHGHVLJQHGWR
SURYLGHUHDVRQDEOHSURWHFWLRQDJDLQVW
KDUPIXOLQWHUIHUHQFHLQDUHVLGHQWLDO
LQVWDOODWLRQ7KLVHTXLSPHQWJHQHUDWHVXVHV
DQGFDQUDGLDWHUDGLRIUHTXHQF\HQHUJ\
DQGLIQRWLQVWDOOHGDQGXVHGLQDFFRUGDQFH
ZLWKWKHLQVWUXFWLRQVPD\FDXVHKDUPIXO
LQWHUIHUHQFHWRUDGLRFRPPXQLFDWLRQV
+RZHYHUWKHUHLVQRJXDUDQWHHWKDW
LQWHUIHUHQFHZLOOQRWRFFXULQDSDUWLFXODU
LQVWDOODWLRQ,IWKLVHTXLSPHQWGRHVFDXVH
KDUPIXOLQWHUIHUHQFHWRUDGLRRUWHOHYLVLRQ
UHFHSWLRQZKLFKFDQEHGHWHUPLQHGE\
WXUQLQJWKHHTXLSPHQWRIIDQGRQWKH
XVHULVHQFRXUDJHGWRWU\WRFRUUHFW
WKHLQWHUIHUHQFHE\RQHRUPRUHRIWKH
IROORZLQJPHDVXUHV

'HFODUDWLRQRI&RQIRUPLW\IRU3URGXFWV0DUNHG
ZLWK)&&/RJR
8QLWHG6WDWHV2QO\

7KLVGHYLFHFRPSOLHVZLWK3DUWRIWKH)&&
5XOHV2SHUDWLRQLVVXEMHFWWRWKHIROORZLQJ
WZRFRQGLWLRQV  WKLVGHYLFHPD\QRWFDXVH
KDUPIXOLQWHUIHUHQFHDQG  WKLVGHYLFHPXVW
DFFHSWDQ\LQWHUIHUHQFHUHFHLYHGLQFOXGLQJ
LQWHUIHUHQFHWKDWPD\FDXVHXQGHVLUHG
RSHUDWLRQ

 5HRULHQWRUUHORFDWHWKHUHFHLYLQJDQWHQQD
 ,QFUHDVHWKHVHSDUDWLRQEHWZHHQWKH
HTXLSPHQWDQGUHFHLYHU



&RPPLVVLRQ)HGHUDOHGHOD&RPPXQLFDWLRQ
)&&'HFODUDWLRQ

(1  &RPSOLDQFH &]HFK 5HSXEOLF

 &HWpTXLSHPHQWDpWpWHVWpHWGpFODUp
FRQIRUPHDX[OLPLWHVGHVDSSDUHLOV
QXPpULTXHVGHFODVV%DX[WHUPHVGH
O·DUWLFOH'HVUqJOHVGHOD)&&&HV
OLPLWHVVRQWFRQoXHVGHIDoRQjIRXULU
XQHSURWHFWLRQUDLVRQQDEOHFRQWUHOHV
LQWHUIpUHQFHVQXLVLEOHVGDQVOHFDGUHG·XQH
LQVWDOODWLRQUpVLGHQWLHOOH
&(7DSSDUHLOSURGXLWXWLOLVHHWSHXW
pPHWWUHGHVK\SHUIUpTXHQFHVTXLVL
O·DSSDUHLOQ·HVWSDVLQVWDOOpHWXWLOLVpVHORQ
OHVFRQVLJQHVGRQQpHVSHXYHQWFDXVHUGHV
LQWHUIpUHQFHVQXLVLEOHVDX[FRPPXQLFDWLRQV
UDGLR
&HSHQGDQWULHQQHSHXWJDUDQWLUO·DEVHQFH
G·LQWHUIpUHQFHVGDQVOHFDGUHG·XQH
LQVWDOODWLRQSDUWLFXOLqUH6LFHWDSSDUHLOHVW
ODFDXVHG·LQWHUIpUHQFHVQXLVLEOHVSRXU
ODUpFHSWLRQGHVVLJQDX[GHUDGLRRXGH
WpOpYLVLRQFHTXLSHXWrWUHGpFHOpHQ
IHUPDQWO·pTXLSHPHQWSXLVHQOHUHPHWWDQW
HQIRQFWLRQO·XWLOLVDWHXUSRXUUDLWHVVD\HUGH
FRUULJHUODVLWXDWLRQHQSUHQDQWOHVPHVXUHV
VXLYDQWHV
 5pRULHQWHURXGpSODFHUO·DQWHQQHGH
UpFHSWLRQ

2
\QO

3ROLVK&HQWHUIRU7HVWLQJDQG&HUWLÀFDWLRQ
1RWLFH
7KHHTXLSPHQWVKRXOGGUDZSRZHUIURPD
VRFNHWZLWKDQDWWDFKHGSURWHFWLRQFLUFXLW D
WKUHHSURQJVRFNHW $OOHTXLSPHQWWKDWZRUNV
WRJHWKHU FRPSXWHUPRQLWRUSULQWHUDQGVR
RQ VKRXOGKDYHWKHVDPHSRZHUVXSSO\VRXUFH
7KHSKDVLQJFRQGXFWRURIWKHURRP VHOHFWULFDO
LQVWDOODWLRQVKRXOGKDYHDUHVHUYHVKRUWFLUFXLW
SURWHFWLRQGHYLFHLQWKHIRUPRIDIXVHZLWKD
QRPLQDOYDOXHQRODUJHUWKDQDPSHUHV $ 
7RFRPSOHWHO\VZLWFKRIIWKHHTXLSPHQWWKH
SRZHUVXSSO\FDEOHPXVWEHUHPRYHGIURPWKH
SRZHUVXSSO\VRFNHWZKLFKVKRXOGEHORFDWHG
QHDUWKHHTXLSPHQWDQGHDVLO\DFFHVVLEOH
$SURWHFWLRQPDUN%FRQÀUPVWKDWWKH
HTXLSPHQWLVLQFRPSOLDQFHZLWKWKHSURWHFWLRQ
XVDJHUHTXLUHPHQWVRIVWDQGDUGV31
7DQG31(

 $XJPHQWHUODGLVWDQFHHQWUHO·pTXLSHPHQW
HWOHUpFHSWHXU
 %UDQFKHUO·pTXLSHPHQWVXUXQDXWUHFLUFXLW
TXHFHOXLXWLOLVpSDUOHUpFHSWHXU
 'HPDQGHUO·DLGHGXPDUFKDQGRXG·XQ
WHFKQLFLHQFKHYURQQpHQUDGLRWpOpYLVLRQ
 7RXWHVPRGLÀFDWLRQVQ·D\DQWSDVUHoX
O·DSSUREDWLRQGHVVHUYLFHVFRPSpWHQWV
HQPDWLqUHGHFRQIRUPLWpHVWVXVFHSWLEOH
G·LQWHUGLUHjO·XWLOLVDWHXUO·XVDJHGXSUpVHQW
pTXLSHPHQW
1 XWLOLVHUTXHGHVFkEOHV5)DUPpVSRXU
OHVFRQQHFWLRQVDYHFGHVRUGLQDWHXUVRX
SpULSKpULTXHV
&(7$33$5(,/180(5,48('(/$&/$66(
%5(63(&7(7287(6/(6(;,*(1&(6'8
5(*/(0(17685/(0$7(5,(/%528,//(85
'8&$1$'$


1RUWK(XURSH 1RUGLF&RXQWULHV ,QIRUPDWLRQ

 EHL(UVDW]GHU%LOGU|KUHQXUHLQH
EDXDUWJOHLFKHHLQJHEDXWZLUG

3ODFHULQJ9HQWLODWLRQ
9$51,1*
)g56b.5$',*20$77+898'%5<7$5(
2&+ 877$* b5 /b7c7.20/,*$ 1b5
'867b//(5',18758671,1*3c3/$76

$XVHUJRQRPLVFKHQ*UQGHQZLUGHPSIRKOHQ
GLH *U XQGIDUEHQ %ODX XQG 5RW QLFKW DXI
GXQNOHP8QWHUJUXQG]XYHUZHQGHQ VFKOHFKWH
/HVEDUNHLWXQGHUK|KWH$XJHQEHODVWXQJEHL]X
JHULQJHP=HLFKHQNRQWUDVWZlUHQGLH)ROJH 
'HU DUEHLWVSODW]EH]RJHQH 6FKDOOGUXFNSHJHO
QDFK ',1   EHWUlJW G% $  RGHU
ZHQLJHU

3ODFHULQJ9HQWLODWLRQ
$'9$56(/
6  5 * 9 ( '  3 / $& ( 5 , 1 * ( 1  ) 2 5  $7
1(7/('1,1*(1667,.2*67,..217$.7
(51(077,/*1*(/,*(

 $&+781*%(,0$8)67(//(1
',(6(6*(5b7(6'$5$8)
$&+7(1'$1(7=67(&.(581'
1(7=.$%(/$16&+/8/(,&+7
=8*b1*/,&+6,1'

3DLNND,OPDQNLHUWR
9$52,786
6,-2,7$/$,7(6,7(1(77b9(5..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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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QD5R+6
7KH3HRSOH V5HSXEOLFRI&KLQDUHOHDVHGD
UHJXODWLRQFDOOHG0DQDJHPHQW0HWKRGVIRU
&RQWUROOLQJ3ROOXWLRQE\(OHFWURQLF,QIRUPD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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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IRUGHUWHQ:HUWHQHQWVSULFKWLVWGDUDXI]X
DFKWHQGD
 5HSDUDWXUHQQXUGXUFK)DFKSHUVRQDO
GXUFKJHIKUWZHUGHQ
 QXURULJLQDO(UVDW]WHLOHYHUZHQGHWZHUG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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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服務與保固

飛利浦 )UVW &KRLFH 保證書
感謝您購買 3KLOLSV 顯示器。

請選擇您所在的國家
險內容：

所有飛利浦顯示器之設計與製
造均符合高標準，並具有優異
性能，便於使用和安裝。如有
任何產品安裝和使用上的問題，
可持飛利浦 )UVW &KRLFH 保證書
聯絡客服部門； 兩年保固期內產品如有瑕
疵皆可更換。飛利浦會在接到您來電的 
小時內更換。

地區，以便閱讀保

西歐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法國
希臘 芬蘭 愛爾蘭 義大利
荷蘭 挪威 葡萄牙 瑞典
西班牙 英國 波蘭

德國
盧森堡
瑞士

保固範圍包括？
飛 利 浦 )UVW &KRLFH 保 證 書 適 用 範 圍 為 安
道 爾 ($QGRUUD)、 奧 地 利、 比 利 時、 賽 浦
路 斯 (&\SUXV)、 丹 麥、 法 國、 德 國、 希
臘、芬蘭、愛爾蘭、義大利、列支敦斯登
(/LHFKWHQVWHLQ)、盧森堡、摩納哥、荷蘭、挪
威、波蘭、葡萄牙、瑞典、瑞士、西班牙、
英國，且僅適用原廠設計、生產、授權的
產品。

東歐
捷克 匈牙利 俄羅斯
斯洛維尼亞 土耳其

斯洛伐克

拉丁美洲
阿根廷

巴西

北美
加拿大

保固自購貨之日開始。自購買日起兩年內，
若發現顯示器有符合保固範圍之任何瑕疵，
本公司予以更換同等級或更高等級之顯示
器。

美國

太平洋
澳洲

紐西蘭

您可保有更換過後的新顯示器，飛利浦會
回收瑕疵 原廠顯示器。更換過後的顯示
器仍在原顯示器的保證期內，自購買原顯
示器開始  個月內有效。

亞洲
中國
香港
印度
印尼
韓國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菲律賓 新加坡
台灣 泰國 越南

保固範圍不包括？
飛利浦 )UVW &KRLFH 保證書僅適用依據操作
指示正確使用的產品，且需出示原始發票
或收據，載明購買日期、經銷商名稱、產
品型號、產品序號。

非洲
南非
中東

飛利浦 )UVW &KRLFH 保證書不適用於：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保證書經塗改或無法辨識。
• 變更、刪除產品型號或序號，或是無法
辨識產品型號或序號。
• 未經授權的服務機構或服務商維修產
品，或進行產品改裝。
• 意外損傷，包括但不限於閃電、水災或
火災、誤用或疏失。
• 因信號狀況、纜線或天線系統等外部因
素所造成的接收問題。


• 因濫用或誤用所造成的顯示器故障。

為迅速解決您的問題，請您在聯絡飛利浦
客服部門之前，先備妥下列相關資料：

• 非屬原廠設計、生產、授權的產品，為
符合當地或國家工業標準而進行產品變
造。因此請事先確認該產品是否適用於
特定國家。

• 飛利浦產品類型編號
• 飛利浦產品序號
• 購貨日期（可能需要購貨證明複印件）

• 請注意：縱使在 3KLOLSV )UVW &KRLFH 保
證書的適用國家內，)UVW &KRLFH 的保證
不適用於非屬原廠設計、生產、授權的
產品，3KLOLSV 全球保證條款則屬有效。

• 電腦中央處理器：
• &38 及圖形卡名稱與驅動程式版本
• 操作系統
• 所使用的應用程式

維修服務 - 只在彈指之間
如有任何問題，建議您先仔細查閱使用手
冊，或上網 ZZZSKLOLSVFRP/VXSSRUW 尋求更
多的協助。

• 其他已安裝之介面卡
下列資料亦有助於加速處理流程：

維修服務 - 只需一通電話

• 購買證明中包含：購買日期、經銷商名
稱、產品型號、產品序號。

為避免不必要的困擾，請您在聯絡飛利浦
客服部門之前，先詳閱操作指示或經由網
站與我們聯絡：ZZZSKLOLSVFRP/VXSSRUW

• 前往收取故障顯示器的地址，以及更換
後產品應送達的地點。
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遍佈全世界。按此處
可取得 )UVW &KRLFH 聯絡資訊。
或是經由下列網站與我們聯絡：
網站：KWWS://ZZZSKLOLSVFRP/VXSSRUW

)UVW &KRLFH 聯絡資料
國家

代碼

電話號碼

費用

奧地利



 

½

比利時



 

½

丹麥



 

市內電話計費

芬蘭



  

½

盧森堡



   

市內電話計費

荷蘭



  

¼

挪威



 

市內電話計費

波蘭





市內電話計費

葡萄牙



  

市內電話計費

西班牙



  

½

瑞典



  

市內電話計費

瑞士



  

市內電話計費

英國



  

市內電話計費



中歐及東歐地區保固

維修服務 - 只在彈指之間

親愛的客戶：

如有任何問題，建議您先仔細查閱使用手
冊，或上網 ZZZSKLOLSVFRP/VXSSRUW 尋求更
多的協助。

感謝您購買這款 3KLOLSV 以最高品質設計及
製造的產品。如果不幸發現產品有任何問
題，3KLOLSV 提供自購買日起  個月的免費
零件與維修保固。

維修服務 - 只需一通電話
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建議您在聯絡經銷
商或客服中心之前，先仔細查閱使用手冊。

保固範圍包括？
3KLOLSV 這項中歐及東歐地區保固包含捷克共
和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俄國及土耳其等地區，但僅適用於專為這
些國家設計、製造、認可及 或授權用於
這些國家的顯示器。

若您的 3KLOLSV 產品異常或故障，請聯絡您
的 3KLOLSV 經銷商或直接洽詢 3KLOLSV 維修與
客服中心。
網站：KWWS://ZZZSKLOLSVFRP/VXSSRUW

保固自購貨之日開始。自購買日起兩年內，
您的顯示器享有保固範圍內的故障維修服
務。
保固範圍不包括？
3KLOLSV 所提供的保固必須是在產品依正常操
作程序使用下所造成的損壞，而且必須出
示具有購買日期、經銷商名稱、型號與產
品名稱的原始訂單或現金交易收據。

消費者資訊中心
阿根廷 澳洲 巴西 加拿大 紐西蘭
白俄羅斯 保加利亞 克羅埃西亞 捷克
愛沙尼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香港
匈牙利 印度 印尼 以色列 拉脫維亞
立陶宛 馬來西亞 中東 + 北非 紐西
蘭 巴基斯坦 羅馬尼亞 俄羅斯 塞爾
維亞與蒙特內哥羅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南非 南韓 台灣 菲律賓
泰國 土耳其 烏克蘭 越南

若為以下情況，您的產品可能無法享有飛
利浦保固服務：
• 上述文件被改動或無法辨認。
• 產品型號或生產號被改動、刪除、移除
或無法辨認。

東歐
%(/$586 7HFKQLF DO &HQWHU RI -9 ,%$
0 %RJGDQRYLFK VWU 
%< -  0LQVN
電話：+    

• 未經授權的服務機構或人員對產品進行
修理或改動。
• 損壞源於意外事故，包括但不限於雷
擊、進水、火災、濫用或疏忽。
• 因信號狀況、纜線或天線系統等外部因
素所造成的接收問題。

白俄羅斯
6HUYLFH%<
3HWUXV%URYN\VW²%
0LQVN
%HODUXV

• 因濫用或誤用所造成的顯示器故障。
• 非屬原廠設計、生產、授權的產品，為
符合當地或國家工業標準而進行產品變
造。因此請事先確認該產品是否適用於
特定國家。
請注意：若產品並非專為使用地或使用國
設計、製造、認可及 或授權使用，但為
符合該地或該國之技術標準而必須進行修
改或改裝時，不可有違此處所述之保固條
款。因此請事先確認該產品是否適用於特
定國家。

保加利亞
/$1 6HUYLFH
 0LPL %DONDQVND 6WU
2IÀFH FHQWHU 7UDQVORJ
 6RÀD %XOJDULD
電話：+   
ZZZODQ-VHUYLFHEJ


捷克
*HQHUDO &RQVXPHU ,QIRUPDWLRQ &HQWHU
 

立陶宛
6HUYLFH1HW /7
*DL]LXQX * 
/7 -  .$81$6
電話：+ 
電子郵件：VHUYLVDV#VHUYLFHQHWOW
ZZZVHUYLFHQHWOW

;SHFWUXP
/XQi /
&= -   3UDKD  電話：   或
  
電子郵件：LQIR#[SHFWUXPF]
ZZZ[SHFWUXPF]

羅馬尼亞
%OXH5LGJH,QW O&RPSXWHUV65/
0LKDL(PLQHVFX6W6HFWRU
52%XFKDUHVW
電話：+  

克羅埃西亞
5HQRSURP GRR
/MXEOMDQVND 
6Y 1HGMHOMD
&URDWLD
電話：+   

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
.LP 7HF GRR
9LOLQH YRGH EE 6ORERGQD ]RQD
%HRJUDG //
 %HOJUDGH
塞爾維亞
電話：+    

愛沙尼亞
)8-,768 6(59,&(6 28
$NDGHHPLD WHH *
((- 7DOOLQQ
電話：+ 
ZZZHHLQYLDIXMLWVXFRP

斯洛伐克
*HQHUDO &RQVXPHU ,QIRUPDWLRQ &HQWHU

'DWDODQ 6HUYLVQH 6WUHGLVNR
3XFKRYVND 
6. -   %UDWLVODYD
電話：+  
電子郵件：VHUYLV#GDWDODQVN

匈牙利
6HUZDUH 6]HUYL]
9L]LPROQiU X -
+8 -  %XGDSHVW
電話：+  
電子郵件：LQER[#VHUZDUHKX
ZZZVHUZDUHKX

斯洛維尼亞
3& +$1'
%UH]RYFH 
6, -  7U]LQ
電話：+    
電子郵件：VHUYLV#SFKDQGVL

匈牙利
3URÀ 6HUYLFH &HQWHU /WG
 .XOVR-9DFL 6WUHHW
+- %XGDSHVW（歐洲中心）
匈牙利
電話：+   
PDQGUDV#SVFKX

俄羅斯
&36
 6KHOHSLKLQVND\D QDE
 0RVFRZ
俄羅斯
電話：+() 

拉脫維亞
6HUYLFH1HW /9
-HOJDYDV LHOD 
/9 -  5LJD
電話：+ 
電子郵件：VHUYLVV#VHUYLFHQHWOY

3URIVHUYLFH:
$ - .DUDFKDURYVND\D VWU
 0RVFRZ 


紐西蘭
公司：9LVXDO *URXS /WG
地址： :DOOV 5G 3HQURVH $XFNODQG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YDLUDYLQGUDQ#YLVXDOJURXSFRQ]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俄羅斯
電話：+()-
土耳其
7UN3KLOLSV7LFDUHW $6
<XNDUL 'XGXOOX 2UJ6DQ%ROJHVL
&DGGH 1R:
-8PUDQL\H/,VWDQEXO
電話：()-  

亞洲
香港 澳門
公司名稱：3+. 6HUYLFH /LPLWHG
地址：)ODW $ /) 3DN 6XQ %XLOGLQJ 
-  :R <L +RS 5RDG .ZDL &KXQJ 1HZ
7HUULWRULHV +RQJ .RQJ
電話：() - / () -
（香港）、() - （澳門）
傳真：()   （香港）、()
  （澳門）
電子郵件：HQTXLU\#SKNVHUYLFHFRPKN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烏克蘭
&RPHO
6KHYFKHQNR VWUHHW 
8$ -  'QHSURSHWURYVN
電話：+ 
ZZZFVS-FRPHOFRP //& 7RSD] &RPSDQ\
7RSD]-6HUYLFH &RPSDQ\
0LVKLQD VWU 
.LHY
8NUDLQH-
電話：+    
拉丁美洲
阿根廷
$]RSDUGR 
(&$'=) &GDG GH %XHQRV $LUHV
電話：  
電子郵件：&,&PRQLWRUHV#3KLOLSVFRP

印度
公司：5(',1*721 ,1',$ /7'
地址：63/ *XLQG\ +RXVH  0RXQW 5RDG
&KHQQDL  ,QGLD
電話：+-/
電子郵件：DIWHUVDOHV#LQDRFPRQLWRUFRP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巴西
$ODPHGD5DMD*DEDJOLD$QGDU9
2OtPSLD63DXOR63&(3
%UDVLO
電話：-
電子郵件：&,&PRQLWRUHV#3KLOLSVFRP

印尼
公司名稱：37 *DGLQJVDUL HOHNWURQLND 3ULPD
地址：.RPSOHNV 3LQDQJ  -O &LSXWDW UD\D 1R
) 3RQGRN 3LQDQJ -DNDUWD
電話：- -
傳真：-
電子郵件：JHSWD#FEQQHWLG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太平洋
澳洲
公司：$*26 1(7:25. 37< /7'
地址：/ 'XUVOH\ 5RDG <HQRUUD 16: 
$XVWUDOLD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SKLOLSV#DJRVFRPDX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新加坡
公司：3KLOLSV (OHFWURQLFV 6LQJDSRUH 3WH /WG
(3KLOLSV &RQVXPHU &DUH &HQWHU)
地址：$ /RURQJ  7RD 3D\RK 73
%XLOGLQJ /HYHO  6LQJDSRUH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FRQVXPHUFDUHVJ#SKLOLSVFRP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其他服務據點：
 3KLOLSV %XLOGLQJ -O %XQFLW 5D\D .DY 
-DNDUWD 6HODWDQ
電話：-，分機：/
、、
 -O 7DQDK $EDQJ  QR 6 -DNDUWD 3XVDW
電話：- 
5XNDQ &LW\ +RPH QR + *DGLQJ 6TXDUH
 -O %XOHYDU %DUDW .HODSD *DGLQJ -DNDUWD
8WDUD
電話：- 
南韓
公司：3&6 2QH .RUHD /WG
地址：- %DQSR-GRQJ 6HRFKR-NX 6HRXO
- .RUHD
客服中心電話：--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FLF_NRUHD#SKLOLSVFRP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台灣
公司：)(7(&&2
地址：) 1R /DQH  6HF  &KDQJ
+VLQJ 5G /X &KX +V 7DR\XDQ 7DLZDQ 52&

客戶服務：--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NQOLQ#[XLWHQHW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馬來西亞
公司：$IWHU 0DUNHW 6ROXWLRQV (&() 6GQ %KG
地址：/RW  -DODQ /$  3HWDOLQJ
-D\D 6HODQJRU '( 0DOD\VLD
電話：  
3KLOLSV 資訊專線：---
傳真：  
電子郵件：SFHLQIRP\#SKLOLSVFRP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週六 上午 : 至下午 :

泰國
公司：$[LV &RPSXWHU 6\VWHP &R /WG
地址： 6RL /DUGSUDR  6ULYDUD 7RZQ ,Q
7RZQ 6RL  5RDG :DQJWKRQJODQJ %DQJNRN
 7KDLODQG
電話：() -
傳真：() -
電子郵件：D[LV#D[LVFRPSXWHUFRWK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巴基斯坦
3KLOLSV 消費者服務
地址：0XEDUDN PDQ]LO  *DUGHQ 5RDG
6DGGDU .DUDFKL-
電話：() -
傳真：() 
電子郵件：FDUH#SKLOLSVFRP
網站：ZZZSKLOLSVFRPSN

*OHH (OHFWURQLFV ,QF
電話 () - /  至 
傳真：() 
5HFHLYLQJ &HQWHUV
1(2 &$5( - 0HJDPDOO
WK /HYHO &\EHU]RQH %XLOGLQJ %
60 0HJDPDOO 0DQGDOX\RQJ &LW\
1(2 &$5( - 60 1RUWK ('6$
WK /HYHO &\EHU]RQH $QQH[ %OGJ
60 &LW\ 1RUWK ('6$ 4XH]RQ &LW\
-



,VUDHO
公司：(DVWURQLFV /7'
地址： 5R]DQLV 6W 32%  7HO $YLY
 ,VUDHO
電話：-- 伊朗地區免付費；
（下班後至 : 前請撥 --）
傳真：--
電子郵件：HDVWURQLFV#HDVWURQLFVFRLO
營業時間：週日至週四 : - :

0'5 0LFURZDUH 6DOHV ,QF.
&HEX %UDQFK
1 (VFDULR FRUQHU &ODYDQR 6W &HEX &LW\ 3KLOV
# -/ -/-/ 至

週日 # - 至 
'DYDR 辦事處：
& $UHOODQR 6W 'DYDR &LW\ 
- -/-
週日 # -
&'2 辦事處：
 &RUUDOHV ([W&'2 &LW\
--/-
週日 # -
,ORLOR 辦事處：
& /LP &RPS *RPH] 6W ,ORLOR &LW\
#  -/  -
週日 # -
非洲
南非
公司名稱：6\OYDUD 7HFKQRORJLHV 3W\ /WG
地址：+R $GGUHVV 3DOP 6SULQJV &HQWUH
&KULVWRIIHO 5RDG 9DQ 5LHEHHFN 3DUN .HPSWRQ
3DUN 6RXWK $IULFD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FXVWRPHUFDUH#SKLOLSVVXSSRUWFR]D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 至下午
:
中東
中東 + 北非
公司：$/ 6+$+' &20387(5 //&
地址：32%2;:  '8%$, 81,7('
$5$% (0,5$7(6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VKDKG#HLPDH
營業時間：週六至週四 上午 : 至下午
: 與下午 : 至下午 :



飛利浦 )UVW &KRLFH 保證書（美國）
感謝您購買 3KLOLSV 顯示器。

利浦消費者電子公司無法控制的原因所導
致的產品修理及∕或零件更換。
由於信號狀況或電纜或設備外部的天線系
統造成的接收故障。

所有飛利浦顯示器之設計與
製造均符合高標準，並具有優
異性能，便於使用和安裝。如
果您在安裝或使用本產品過
程中遇到任何困難，請直接與
飛利浦聯絡，以便享有您的「飛利浦第一
選擇保固」。根據本兩年保固合約，在購
貨後第一年，本公司將於收到您退回產品
後的  小時內為您提供代用產品。如果您
在購買顯示器後第二年或第三年遇到問題，
我們將於五個工作日內為您免費修理，但
您須承擔產品返修的運費。

將產品用於未經指定、批准及 或授權使
用的國家所導致的修改或改動，或因此類
修改造成產品損壞而導致的修理。
源於本產品的意外損失或連帶損失。（某
些州不允許排除意外損失或連帶損失，因
此該排除條款對您可能不適用。此類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預先錄製的材料，無論是否
享有版權。）
產品型號或生產號被改動、刪除、移除或
無法辨認。

有限保固書（電腦顯示器）
請按此處取得 :DUUDQW\ 5HJLVWUDWLRQ &DUG。

何處提供修理服務？
經飛利浦消費者電子公司批准正式經銷產
品的所有國家均提供保固服務。若飛利浦
家電產品公司未於該國分銷本產品，當地
飛利浦服務機構將嘗試提供服務（若有關
備件和技術手冊無貨，可能發生延遲）。

兩年免費人工 / 了年免費部件修理 / 一年更
換*
* 在第一年，產品退回後將於兩個營業日內
更換新產品或經過翻新符合原規格的產品。
在第二年，您必須自行負擔產品送修費用。

我從何處獲得更多資訊？
欲獲得更多資訊，請電飛利浦客戶服務中
心：() -（僅限美國客戶）或 ()
-。

誰得享有保固？
欲獲得保固服務，您必須持有購貨證明。
該證明可以是付款收據，或是載明您購買
產品的其他文件。請將該證明與用戶手冊
存放於同一位置，以便查找。

請求服務之前 ......
請求服務之前，請先查閱用戶手冊。手冊
中有關各種控制器調整的說明可能可解決
您的問題。

保固內容是什麼？
保固自購貨之日開始。自購買日起兩年內，
所有零件可返廠修理或更換，免負擔工本
費用。自購貨之日起兩年後，您必須承擔
更換或修理所有零件的費用，包括所有工
本費用。

在美國、波多黎各或美屬維爾京群島獲取
保固服務 
欲獲得產品協助或瞭解服務方法，請電洽
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

所有零件－包括修理和更換零件－僅享有
原保固期。一旦原產品保固期屆滿，所有
更換和修理產品及附件之保固即告終止。

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
() - 或 () -
3KLOLSV 平面顯示器的 7)7 顯示器面板必須
有超過下表所列容許規格的像素和子像素
（在美國、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
所有隱含擔保－包括適銷性和特殊用途適
用性隱含擔保－均不得超出本明確擔保之
期限。但由於某些州不允許對隱含擔保期
限作出限制，本限制對您可能不適用。）

哪些條件不符合保固？
保固不包括下列內容：
以下各項涉及之人工費用：安裝或設定產
品、調整產品上的客戶控制器、安裝或修
理產品外部的天線系統。
由於濫用、事故、未經授權修理或其他飛


在加拿大獲取保固服務 ...

國際保固書

請電飛利浦：() -
3KLOLSV &DQDGD 維修站或任何授權服務中心，
均提供兩年免費零件及免工本費之服務。

親愛的客戶：

（在加拿大，本保固書取代所有其他擔保。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明確或隱含擔保，
包括有關適銷性或特殊用途適用性之隱含
擔保。在任何情況下，飛利浦對直接、間
接、特殊、意外或連帶損失均不承擔賠償
責任，無論其發生方式如何，即使事前被
告知發生損失之可能性亦不例外。）

若本產品出現任何問題，無論在任何您所
屬國家修理，我們均保證免費提供人工和
替換部件，該保固期為  個月，自購貨之
日起生效。本飛利浦國際保固書作為一項
補充，補充購貨所在國銷售商和飛利浦對
該國客戶作出之保固承諾，並不影響您作
為客戶享有的法定權利。

注意：請於以下記錄產品上所載明之型號
和序號。

感謝您購買這款 3KLOLSV 以最高品質設計及
製造的產品。

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KLOLSV 所提供的保固必須是在產品依正常操
作程序使用下所造成的損壞，而且必須出
示具有購買日期、經銷商名稱、型號與產
品名稱的原始訂單或現金交易收據。

序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為以下情況，您的產品可能無法享有飛
利浦保固服務：
• 上述文件被改動或無法辨認。

本保固書賦予您特定法律權利。由於各州
省情況不同，您還可能享有其他權利。

• 產品型號或生產號被改動、刪除、移除
或無法辨認。

與飛利浦聯絡之前，請準備以下資訊，以
便我們能迅速為您解決相關問題。
•
•
•
•

• 未經授權的服務機構或人員對產品進行
修理或改動。

飛利浦產品類型編號
飛利浦產品序號
購貨日期（可能需要購貨證明複印件）
電腦中央處理器：
• &38 及圖形卡名稱與驅動程式版本
• 操作系統
• 所使用的應用程式

• 損壞源於意外事故，包括但不限於雷
擊、進水、火災、濫用或疏忽。
請注意：若產品並非專為使用地或使用國
設計、製造、認可及 或授權使用，但為
符合該地或該國之技術標準而必須進行修
改或改裝時，不可有違此處所述之保固條
款。因此請事先確認該產品是否適用於特
定國家。

• 其他已安裝之介面卡
下列資料亦有助於加速處理流程：
• 購買證明中包含：購買日期、經銷商名
稱、產品型號、產品序號。
• 代用產品交付使用之詳細地址。
維修服務 - 只需一通電話

若您購買的飛利浦產品功能不正常或有缺
陷，請洽詢飛利浦銷售商。若您在另一國
家時需要服務，該國的飛利浦消費者服務
台會向您提供一個銷售商地址，服務台的
電話和傳真號碼載於本手冊有關章節。

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遍佈全世界。在美國，
您 可 在 週 一 至 週 五 早 上 : 至 晚 上 :
（東部時間，(7）、星期六早上 : 至晚
上 : （東部時間，(7）以下列任何一個
電話聯絡飛利浦客戶服務中心。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們建議您在與
銷售商聯絡之前先詳細閱讀操作說明。若
銷售商無法回答您的問題或您有其他相關
問題，請洽飛利浦消費者資訊中心，亦可
造訪以下網站：

關於更多客戶服務中心以及飛利浦產品的
資訊，請參閱我們的網站：

網站：KWWS://ZZZSKLOLSVFRP

網站：KWWS://ZZZSKLOLSVFRP


明顯冒煙或出現火花

 疑難排解與常見問答集

• 請勿執行任何疑難排解步驟。
• 立即中斷顯示器的供電，以策安全。

 疑難排解

• 立即聯絡 3KLOLSV 客戶服務代表。

本頁資訊適用於解決使用者可自行修正的
問題。 嘗試下列所有解決方案後，如果問
題仍持續發生，請與 3KLOLSV 客戶服務代表
聯絡。

影像問題
影像沒有置中
• 使用 26' 主控制項中的「自動」調整
影像位置。

一般常見問題

• 使用「26' 0DLQ &RQWUROV」（26' 主控
制項）中的「3KDVH/&ORFN RI 6HWXS」（
設定的相位 時脈）調整影像位置。此
功能僅適用於 9*$ 模式。

沒有畫面（電源 /(' 未亮起）
• 請確認已將電源線插入電源插座及顯示
器背面。
• 首先，請確認顯示器正面的電源按鈕位
置為「2))」（關閉），再按下按鈕進
入「21」（開啟）位置。

螢幕上的影像會振動

沒有畫面（電源 /(' 呈現藍色）

出現閃爍的垂直條紋

• 請檢查信號纜線是否已牢牢插入圖形機
板或電腦。

• 請確認已開啟電腦電源。
• 確認已將信號線正確連接至電腦。
• 確認顯示器覽線連接端的針腳沒有彎折
現象。 若發生此現象，請修復或更換纜
線。
• 「(QHUJ\ 6DYLQJ」(節能) 功能可能已啟
動。
• 使用 26' 主控制項中的「自動」調整
影像。

螢幕顯示

• 使用「26' 0DLQ &RQWUROV」（26' 主控
制項）中的「3KDVH/&ORFN RI 6HWXS」（
設定的相位 時脈）消除垂直條紋。此
功能僅適用於 9*$ 模式。
• 確認已將顯示器纜線正連接至電腦。
（另請參閱《快速安裝指南》）。

出現閃爍的水平條紋

• 檢查顯示器纜線的針腳是否發生彎折現
象。
• 請確認已開啟電腦電源。
• 使用 26' 主控制項中的「自動」調整
影像。

自動按鈕無作用
• 自動功能僅適用於 9*$ 類比模式。如
果您對結果不滿意，可透過 26' 功能
表手動調整。

• 使用「26' 0DLQ &RQWUROV」（26' 主控
制項）中的「3KDVH/&ORFN RI 6HWXS」（
設定的相位 時脈）消除垂直條紋。此
功能僅適用於 9*$ 模式。

註
自動功能不適用於 '9, 數位模式 ( 無必
要 )。


影像模糊不清或太暗

 6PDUW&RQWURO 3UHPLXP 常見問
答集

• 在「2Q-6FUHHQ 'LVSOD\」（螢幕顯示）
調整對比及亮度。

問題 ：我在電腦中將顯示器變更成另
一台顯示器，結果無法使用
SmartControl Premium，該如何處
理？

關閉電源後會出現「殘影」、「灼影」或「鬼
影」。
• 長時間連續顯示靜止或靜態影像會導致
螢幕產生「灼影」現象，此現象亦稱為
「殘影」或「鬼影」。「灼影」、「殘
影」或「鬼影」是顯示器面板技術中的
普遍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電源關閉
一段時間後，「灼影」、「殘影」或「
鬼影」就會逐漸消失。

答：

請重新啟動電腦並查看
6PDUW&RQWURO 3UHPLXP 能否運作。
若無法運作，您就需要移除再重新
安裝 6PDUW&RQWURO 3UHPLXP，確保
您安裝的驅動程式正確無誤。

問題 ：剛開始 SmartControl Premium 運作
狀況都沒問題，但現在卻突然無法
使用，該怎麼辦？

• 如果不使用顯示器，請務必啟動會移動
畫面的螢幕保護程式。
• 如果顯示器會顯示靜止的靜態內容，則
請務必啟動會定期更新畫面的應用程
式。

答：

如果您之前執行過下列動作，可能
需要重新安裝顯示器驅動程式。

• 更換視訊顯示卡

• 嚴重的「灼影」、「殘影」或「鬼影」
徵狀將不會消失，而且無法修復。上述
的損壞不屬於保固範圍內。

• 更新視訊驅動程式

影像扭曲變形。文字模糊不清或無法辨識。

• 更新過作業系統，例如安裝 6HUYLFH 3DFN
或修補程式

• 將電腦的顯示解析度設為顯示器建議螢
幕原始解析度所使用的模式。

• 執行 :LQGRZV 8SGDWH 及更新版的顯示
器和 或視訊區驅動程式
• 在顯示器電源關閉或未連接時啟動
:LQGRZV。

螢幕出現綠色、紅色、藍色、黑色及白色
的圓點

• 若要深入瞭解，請在「我的電腦」上按
一下滑鼠右鍵，再依序按下「內容」->
「硬體」->「裝置管理員」。

• 殘留圖點是現代液晶技術的正常特性，
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參閱像素政策。

• 如果「顯示器」下方出現「隨插即用顯
示器」，表示您需要重新安裝。只要移
除 6PDUW&RQWURO 3UHPLXP 再重新安裝
即可。

「開啟電源」光線太強，令人十分困擾
• 您可以在 26' 主控制項的電源 /(' 設
定中調整「開啟電源」光線。
如需進一步協助，請參閱消費者資訊中心
清單及與 3KLOLSV 客戶服務代表聯絡。

問題 ：安裝 6PDUW&RQWURO 3UHPLXP 後，
在按 6PDUW&RQWURO 3UHPLXP 標籤
時，經過一段時間仍未出現任何畫
面，或者會顯示錯誤訊息，這是怎
麼回事？
答：
您的顯示卡可能與 6PDUW&RQWURO
3UHPLXP 不相容。如果您的顯示卡
屬於上述其中任一品牌，請嘗試從
相關公司的網站下載最新的顯示卡
驅動程式。安裝驅動程式。移除
6PDUW&RQWURO 3UHPLXP 後再重新安
裝一次。


如果仍然無法運作，表示不支援您
的顯示卡。請瀏覽 3KLOLSV 網站，查
看是否提供更新版的 6PDUW&RQWURO
3UHPLXP 驅動程式。

• 開啟「$GYDQFHG 3URSHUWLHV (進階內容)
」並將「IUHVK 5DWH (更新頻率)」設為
+，再按一下「2.(確定)」。
• 重新啟動電腦並重複步驟  和 ，確
認已將電腦設為  [  #+]
(")。

問題 ：按下「產品資訊」後只顯示部分資
訊，這是怎麼回事？
答：

• 將電腦關機、拔除與舊顯示器之間的連
線，然後重新接上 3KLOLSV 顯示器。

您的顯示卡驅動程式可能不是支援
''&/&, 介面的最新版本。請嘗試
從相關公司的網站下載最新的顯示
卡驅動程式。安裝驅動程式。移除
6PDUW&RQWURO 3UHPLXP 後再重新安
裝一次。

• 依序開啟顯示器和電腦的電源。
問題 ：顯示器的建議更新頻率為何？
答：
顯示器的建議更新頻率是 +]，
若螢幕出現任何干擾情形，您最高
可以將更新頻率設為 +]，看看
能否改善干擾情形。
問題 ：光碟中的 .LQI 和 .LFP 檔案是什麼？
如何安裝驅動程式 (.LQI 和 .LFP) ？
答：

問題 ：我忘記「防竊」功能的 3,1 碼了，
該怎麼辦？
3KLOLSV 服務中心有權要求您出示法
答：
律證明資料及授權證明，用以確認
顯示器是否屬於您所有。

 一般常見問答集

這些是顯示器使用的驅動程式檔
案。請按照使用手冊中的指示安裝
驅動程式。當您初次安裝顯示器
時，您的電腦可能會要求您執行顯
示器驅動程式 (LQI 和 LFP ÀOHV) 或
插入驅動程式磁片。請依照指示插
入本套件內附的（附贈光碟片）。
電腦會自動安裝顯示器驅動程式
(LQI 和 LFP 檔案 )。

問題 ：如何調整解析度？

問題 ：安裝顯示器時，如果螢幕顯示「無
法顯示此視訊模式」，該怎麼辦？
3KLOLSV " 建議解析度：  [
答：
 #+]。

答：

• 拔除所有纜線，再將電腦接到您先前使
用的顯示器上。

可用的解析度同時取決於您的視訊
卡 圖形驅動程式及顯示器。您可
以在 :LQGRZV 控制台下的「顯示
器內容」中選取需要的解析度。

問題 ：透過螢幕顯示選單調整顯示器，卻
造成設定值一團混亂，該怎麼辦？

• 在 :LQGRZV「6WDUW 0HQX (開始功能
表)」中選取「6HWWLQJV (設定) &RQWURO
3DQHO (控制台)」。選取「&RQWURO 3DQHO
(控制台視窗)」中的「'LVSOD\ 顯示器」
圖示。選取「'LVSOD\ &RQWURO 3DQHO (顯
示器控制台)」中的「6HWWLQJV (設定)」
標籤。在設定標籤下的「桌面區域」方
塊中，將滑桿移到  [  像素
(")。

答：

只要按「2.」( 確定 ) 按鈕，再選
取「5HVHW」( 重設 ) 恢復所有原廠
設定即可。

問題 ：/&' 經得起刮傷嗎？
答：



一般來說，建議您不要讓面板表面
受到強力撞擊，同時要避免尖物或
鈍物刮傷面板表面。拿起顯示器
時，請勿用力壓迫面板表面，否則
可能會影響您的保固權益。

問題 ：如何清潔 /&' 表面？
答：

問題 ：3KLOLSV 顯示器是否支援「隨插即
用」？
答：
可以，顯示器相容於 :LQGRZV
、9LVWD、;3、17、0DF 26; 及
/LQX[ 的隨插即用功能。

進行一般清潔時，使用乾淨的軟布
即可。若要進一步清潔，請使用異
丙醇。請勿使用其他溶劑，例如乙
醇、丙酮、己烷等。

問題 ：我可以變更顯示器的色彩設定嗎？
答：

問題 ：目前有哪些廣角技術可以運用？
答：
目前，相較於 09$ 或 39$ 技
術，,36 類型的面板能提供最佳
的對比度。71 面板已逐年改良，
但仍無法與 ,36 面板的對比度相
提並論。

可以，只要依照下列程序，您就可
以透過螢幕顯示選單的控制按鈕變
更色彩設定。
• 按「2.(確定)」顯示 26' （螢
幕顯示) 功能表

問題 ：顯示器面板中的殘影、灼影或鬼
影是什麼？

• 按「'RZQ $UURZ (向下箭頭)」
選取「&RORU (色彩)」選項，再
按「2.(確定)」進入色彩設定，
一共有下列三種設定。

答：

 「&RORU 7HPSHUDWXUH」（色溫）；共有
.、.、.、.、.
和 . 等六種設定 將範圍設定為
. 時，面板會顯示帶「暖色」的紅
白色調；而 . 色溫則會產生帶「
冷色」的藍白色調。
 V5*%；這是一種標準設定，可確認不
同裝置（例如數位相機、顯示器、印表
機、掃描器等）之間的色彩交換正確無
誤。
 「8VHU 'HÀQH（使用者定義）；使用者
可調整紅、綠、藍三色，自行選擇其偏
好的色彩設定。

長時間連續顯示靜止或靜態影像
會導致螢幕產生「灼影」現象，
此現象亦稱為「殘影」或「鬼
影」。「灼影」、「殘影」或「鬼
影」是顯示器面板技術中的普遍
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電源關
閉一段時間後，「灼影」、「殘
影」或「鬼影」就會逐漸消失。
如果不使用顯示器，請務必啟動
會移動畫面的螢幕保護程式。
如果顯示器會顯示靜止的靜態內
容，則請務必啟動會定期更新畫
面的應用程式。

警告
嚴重的「灼影」、「殘影」或「鬼影」徵
狀將不會消失，而且無法修復。上述的損
壞不包含在保固範圍中。

註：
* 測量物體受熱時散發的光線色彩。此量測
值以絕對刻度（克氏溫度）表示。. 等
較低的克氏溫度是紅色；. 等較高溫度
則是藍色。. 的中間溫度是白色。

問題 ：為什麼我的顯示器不能顯示銳利
文字，而是顯示鋸齒狀字元？
答：
使用  [  #+] 的原始
解析度時，顯示器可以達到最佳
效能。若要達到最佳顯示器效
能，請使用此解析度。

問題 ：我可以將顯示器連接到任何電腦、
工作站或 0DF 嗎？
答：
可以。所有 3KLOLSV 顯示器皆完全
相容於標準 3&、0DFV 和工作站。
若要將顯示器連接到 0DF 系統，
您可能需要使用纜線轉接器。如需
詳細資訊，建議您與 3KLOLSV 業務
代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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