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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體維護

本電腦不但耐受力強，而且可長期使用。請依照本章中的日常保養方式，來延長電腦的壽命並維持其最
佳效能。

● 請使用可攜式手提包來攜帶和存放電腦。

小心 為降低損壞顯示器的風險，請不要在電腦上放置任何物品，即使電腦是放在手提包
中。

● 避免將電腦長時間曝露在陽光直射、過冷或過熱，或紫外線照射的環境下。

小心 避免將電腦或磁碟機/光碟機曝露於溫度或濕度過高或過低的環境中。

● 確保電腦清潔。堆積灰塵會使內部組件的溫度升高。

警告！ 為避免身體不適或燙傷，請勿將電腦的通風孔堵住，或長時間將電腦放在膝上使用。以
全電力執行電腦即可輕鬆執行動力需求高的應用程式。由於耗電量的增加，持續使用一段時間之
後，電腦的機身溫度會上升是正常的。使用者可存取之電腦機身部分的溫度，符合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Saf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EC 60950) 的國際安全標準。

小心 為避免觸電或使電腦受損：

在清理電腦或其組件之前，請務必先從 AC 電源插座拔下電腦的電源線，並中斷與週邊設備的連
接。

請勿在電腦鍵盤、顯示器或磁碟機/光碟機上噴灑液體，或液體流入其中。

小心 為防止過熱，請勿擋住通風孔。請僅在穩固的表面上使用電腦。請不要讓其他堅硬的物體
（例如印表機），或柔軟的物體（例如枕頭、厚地毯或衣服）阻礙空氣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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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套件

警告！ 為降低潛在的安全性問題，僅限電腦隨附的電池套件、HP 提供的替代電池套件、或購
自 HP 的相容電池套件配件，才能搭配電腦使用。

小心 為避免電池套件受損，請勿將其長時間曝露在高溫底下。

如果有二個禮拜以上不使用電腦且不會將它插電，請取出電池套件並分開保存。

為延長電池套件的電池電力，請放置在涼爽、乾燥的地方。

已經存放一個月以上的電池套件，在使用前請先將它校正。

處置用過的電池套件

警告！ 為了降低火災或燒焦的危險，請勿將電池套件拆開、壓壞、弄破、造成電池套件的外部
接點短路、或者將它丟到火中或水中。請勿將電池套件曝露在高於 60°C (140°F) 的溫度下。

請參閱《法規、安全與環境注意事項》，以取得有關電池處置方式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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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板和鍵盤
觸控板（僅限特定機型）上的髒污和油漬會造成指標在顯示器畫面上四處跳動。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
況，當您使用電腦時請經常洗手，並用濕布清理觸控板。

警告！ 為了降低內部組件受到電擊或損害的風險，請勿使用吸塵器來清理鍵盤。使用吸塵器清
理鍵盤可能會造成家中的碎屑掉落鍵盤表面。

請定期清理鍵盤，避免按鍵卡住，並清除堆積在按鍵下方的灰塵、棉絮和碎屑。請使用附有噴嘴的壓縮
空氣罐來清理按鍵四周及下方，讓碎屑鬆脫去除。

如果您的電腦鍵盤有指標桿，您就需要定期清理或更換指標蓋。（特定機型隨附有替換指標桿蓋。）

顯示器
要清除螢幕上的髒污和棉絮，請經常使用柔軟、沾濕、無棉絮的布來清理。如果需要另外清理螢幕，請
使用預先弄濕的防靜電擦布或防靜電的螢幕清潔劑。

小心 為避免對電腦造成永久性損壞，請勿在顯示器上噴灑清水、清潔液或化學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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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碟機/光碟機
磁碟機/光碟機是脆弱的組件，必須小心處理。請依本節中的指示進行，以保護磁碟機/光碟機。

小心 為降低損壞電腦、磁碟機/光碟機或遺失資料的風險，請遵守下列預防措施：

在處理磁碟機/光碟機之前，請先碰觸磁碟機/光碟機未上漆的金屬表面，將身上的靜電釋放掉。

請勿碰觸可抽換式磁碟機/光碟機或電腦上的連接器接腳。

小心處理磁碟機/光碟機，請勿摔落或重壓它。

請勿過度用力將磁碟機/光碟機插入磁碟機/光碟機插槽。

當磁碟機/光碟機寫入媒體時，請勿在鍵盤上鍵入或移動電腦。因為寫入程序會對震動敏感。

當電池套件是唯一的電力來源時，請先確定電池套件已充飽電力，然後再開始寫入媒體。

使用磁碟重組工具

當您在使用電腦時，硬碟資料會分散。磁碟重組工具可合併在硬碟上分散的檔案和資料夾，讓硬碟運作
起來更有效率。

若要執行磁碟重組工具：

1. 請選擇「開始」>「所有程式」>「附屬應用程式」>「系統工具」>「磁碟重組工具」。

2. 按一下磁碟區，然後再按一下「磁碟重組」。

有關其他資訊，請存取磁碟重組工具線上說明。

使用磁碟清理

磁碟清理會在硬碟中搜尋不需要的檔案，您可放心將它們刪除以釋放磁碟空間，並幫助電腦更有效地運
作。

若要執行磁碟清理：

1. 請選擇「開始」>「所有程式」>「附屬應用程式」>「系統工具」>「磁碟清理」。

2.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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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調整

為讓電腦硬體和軟體效能如新，請定期執行下列工作。

● 安裝和（或）更新防毒軟體。若要保護電腦免於最新的安全威脅，請安裝防毒軟體。請更新防毒軟
體，以針對新病毒提供防護。

● 安裝和更新可偵測和移除間諜軟體的軟體。間諜軟體工具可讓您偵測並預防他人從外部以電子方式
侵占電腦。

● 啟用服務提醒。訂戶選擇 (Subscriber's Choice) 為免費服務，可讓您接收有關產品更新、軟體驅動
程式及創新概念的即時電子郵件通知，讓您充份發揮電腦效能。

● 建立備份策略。病毒或停電會損壞或破壞您的重要資料。將您的檔案備份至 CD-RW、DVD+RW
或 USB 磁碟機/光碟機，以確保檔案的安全。

● 建立還原點。若電腦遇到問題，這些基準可讓您回到電腦發生問題之前的時間點。

● 建立 PC 調整排程。建立每週和每月的提醒，以提醒您備份檔案、更新病毒軟體並執行硬體和軟體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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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行和運送

本電腦適合工作和娛樂用途。為獲得最佳效果，請依本節所述的旅行和運送秘訣。

● 若要準備運送或攜帶電腦旅行：

a. 備份您的資料。

b. 取出所有光碟和外接式媒體卡，例如 PC 卡、Secure Digital (SD) 記憶卡、ExpressCard 等
等。

小心 為降低損壞電腦、磁碟機/光碟機或造成資料遺失的風險，將磁碟機/光碟機從磁
碟機/光碟機插槽取出、運送、儲存或隨身攜帶磁碟機/光碟機之前，請先將媒體從磁碟
機/光碟機中取出。

c. 關閉所有外接式裝置並將其拔除。

d. 將電腦關機。

● 請攜帶一份資料備份。將備份資料與電腦分開放置。

● 搭乘飛機旅行時，請以手提行李方式攜帶電腦，而不要將它和其他行李托運。

小心 避免將磁碟機/光碟機曝露於磁場中。具有磁場的安全裝置包括機場通道裝置和安全
檢測棒。機場檢查隨身攜帶行李的安全裝置（例如輸送帶）使用 X 光，而非磁性，所以不會
損壞磁碟機/光碟機。

● 如果您打算在飛行途中使用電腦，請事先與航空公司確認可行性。飛行途中是否能使用電腦乃由各
航空公司自行決定。

● 如果有二個禮拜以上不使用電腦且不會將它插電，請取出電池套件並分開保存。

● 如果必須運送電腦或磁碟機/光碟機，請將它置於泡棉包裝裏，或其他具有保護作用的包裝材質
中，並在包裝上標示「易碎品」。

● 如果電腦具備無線裝置或安裝了行動電話，例如 802.11 b/g、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GSM) 或整合封
包無線通訊服務 (GPRS) 裝置，有些環境可能會限制使用這些裝置。這些受限的環境包含在飛行途
中、醫院、易爆物周圍、危險地點等等。如果您不確定使用特定裝置的適行法規，請在使用它之
前，先取得使用授權許可。

● 如果您要出國旅行：

● 請查明目的地國家/地區對於攜帶電腦的海關規定。

● 請洽詢客服中心，詢問您計劃要使用電腦之地點的電線及轉接器相關規格。電壓、頻率及插頭
配置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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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為降低觸電、起火或設備損壞的風險，請勿將電腦連接到一般電器使用的變壓
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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