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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TW 
1 重要事項

電場、磁場與電磁場 (EMF)
1. Philips Royal Electronics (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 製造並銷售多項消費
性產品，這些產品就如同其他電器，通常能收發電磁訊號。

2. Philips 的一項重要企業原則，就是針對自身的產品進行必要的
健康與安全檢測，以符合所有適用的法律規定，以及在產品生產
期間符合適用的 EMF 標準。

3. Philips 致力於開發、生產及銷售不危害健康的產品。

4. Philips 保證，只要依照正確用途並妥善使用，根據現有的科學
研究資料，使用本公司產品並無安全顧慮。

5. Philips 積極參與國際 EMF 與安全標準的開發，因此得以掌握標
準化的發展，及早將標準化與自身的產品整合。

您的產品是使用高品質材質和元件所設計製造，可回收和重複
使用。 

當產品附有打叉的附輪回收筒標籤時，代表產品適用
於歐洲指令 (European Directive) 2002/96/EC。

請取得當地電子產品分類收集系統的相關資訊。

根據當地法規處理，請勿將廢棄產品當作一般家庭垃圾
棄置。 正確處理廢棄產品有助於避免對環境和人類健康
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

您的產品包括了符合歐洲指令 (European Directive) 
2006/66/EC 的電池，不得與其他一般家用廢棄物一併丟
棄。請注意有關電池分類收集的當地法規，正確處理廢
棄產品有助於避免對環境和人類健康帶來負面影響。



藍芽聲明

Bluetooth® 文字標記及標誌為 Bluetooth SIG, Inc. 之註冊
商標，Philips 對這些標記的使用均已獲得授權。 
2 系統需求

Bluetooth•	 ® 2.0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 7、XP、Vista；Mac OS® X 10.2.8 或更高版本 
USB 連接埠 (僅供充電使用)•	

3 功能總覽 (圖 1)
a 左右按鈕

b 360° TouchControl™ (下方配備電量指示燈)
c 雷射感應器

d CONNECT：連接 Bluetooth
e 模式切換 

OFF：關閉電源 •	
•	 ：一般滑鼠模式
•	 ：開啟 360° TouchControl™
f 退出開關

g USB 纜線 (僅供充電使用)

電池狀態 指示燈狀態
連線中 緩慢閃爍
充電 (大約 8 小時) 閃爍
電力不足 持續閃爍

秘訣: 4 向滾輪適用 Windows® XP 或 Vista。 
要在 Windows® XP 上使用 4 像滾輪，請自 Philips 網站下載 4 向滾
輪驅動程式：登入 www.philips.com/welcome，並輸入產品號碼搜
尋相關驅動程式。



4 Bluetooth 連線
注意：請確認電池有電。

連接至電腦：
開啟滑鼠電源 (圖 2)，然後按下 1 CONNECT 按鈕。
在筆記型電腦上，按一下 2 [控制台] > [Bluetooth 裝置] >  
[新增...]。
在 3 [新增 Bluetooth 裝置精靈] 底下，選擇 [我的裝置已設定並
就緒可以找到]，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選擇 4 [Philips Bluetooth 滑鼠]，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選擇 5 [不使用密碼金鑰]，然後按一下 [下一步] > [完成]。
在 6 [Bluetooth 裝置] 底下，按一下 [確定]。

您的滑鼠已經連接至筆記型電腦，並已準備就緒可供使 »
用。(圖 3)。

連線至 Mac：
開啟滑鼠電源 (圖 2)，然後按下 1 CONNECT 按鈕。
在筆記型電腦上，按一下 2 System Preferemces (系統偏好) > 
Bluetooth > +。
在 Bluetooth Setup Assistant (Bluetooth 設定輔助程式) 底下， 3 
按一下 Continue (繼續)。
選擇 4 Mouse (滑鼠)，然後按一下 Contunie (繼續)。
找到裝置時，按一下 5 Contunie (繼續) > Quit (離開)。

您的滑鼠已經連接至筆記型電腦，並已準備就緒可供使用。 »
(圖 3)。

5 疑難排解
若您使用 •	 Bluetooth 接收器，請確定已正確安裝接收器。 
成功安裝 Bluetooth 接收器之後，請依照上述步驟並與滑 
鼠重新配對。

若要充電，請確認滑鼠的 USB 接頭已妥當連接至筆記型 •	
電腦的 USB 連接埠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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