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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遙控器元件功能

遙控器上的紅外線透鏡可將遙控器連結到電腦。 遙控器上的紅外線透鏡及電腦上的紅外線透鏡間必須要
有紅外線光束才能連結。

注意事項：

● 遙控器可在 Windows® 及 QuickPlay (僅限特定電腦機型) 中作用。 每個按鈕會根據作用中的應用
程式來進行回應。

注意 有關使用 QuickPlay 的資訊，請參閱 QuickPlay 線上說明。

● 某些遙控器按鈕與電腦按鈕所執行的功能相同。 例如，遙控器上的電源按鈕及電腦上的電源按鈕
功能相同，且可交互使用。

● 有些遙控器按鈕的功能與電腦的快速鍵功能相同。請參閱電腦使用指南，以取得有關支援的快速鍵
的資訊。

● 有些遙控器按鈕則提供電腦按鈕或預設按鈕組合所無法複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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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鈕快速導覽

本節會提供關於遙控器按鈕功能的資訊。

按鈕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QuickPlay（僅限特定機型）中的功能

電源 ● 如果電腦關機，按下按鈕可啟動 Windows。

● 如果電腦已啟動，按下按鈕可模擬電腦的電源

按鈕。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電腦使用指南。

● 如果電腦處於睡眠狀態，短暫按下按鈕可離開

睡眠狀態。

● 如果電腦處於休眠狀態，短暫按下按鈕可離開
休眠狀態。

若要關閉電腦，請按下按鈕。

Windows 媒體中心 如果電腦使用 Windows Vista™ Premium 或
Windows Vista Ultimate，按下按鈕可開啟「媒體中

心」主功能表。 Windows 媒體中心按鈕在別的作業

系統上不會有任何作用。

注意 請參照電腦底部的標籤，判斷作業系

統。

如果電腦使用 Windows Vista™ Premium 或
Windows Vista Ultimate，按下按鈕可開啟「媒體中

心」主功能表。 Windows 媒體中心按鈕在別的作業

系統上不會有任何作用。

注意 請參照電腦底部的標籤，判斷作業系

統。

媒體* 啟動 QuickPlay 程式 (適用預先安裝 QuickPlay 的機

型)。 啟動 DVDPlay 程式 (適用預先安裝 DVDPlay
的機型)。

按下按鈕開啟 QuickPlay 功能表。

向上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上捲動。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上捲動。

DVD* 按下按鈕啟動 QuickPlay 程式的 DVD 播放功能 (僅
限特定電腦機型)。

● 如果 DVD 正在播放，按下按鈕開啟 DVD 光碟
功能表。

● 如果 DVD 未在播放，按下按鈕開啟

QuickPlay DVD 播放器。

向左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左捲動。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左捲動。

確定 瀏覽。 按下按鈕選取畫面上的項目。 瀏覽。 按下按鈕選取畫面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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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QuickPlay（僅限特定機型）中的功能

向右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右捲動。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右捲動。

上一個 按下按鈕以模擬作用中應用程式中，Backspace 鍵
命令的「上一個」按鈕。

● 在音樂模式中，按下按鈕在「我的音樂」視窗

中向上移動一個目錄階層。

● 在 DVD 模式中，這個按鈕沒有作用。

向下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下捲動。 瀏覽。 按下按鈕以向下捲動。

資訊 按下以顯示系統資訊。 按下以顯示資訊和 QuickPlay 程式的設定。

倒帶 按下按鈕倒帶選取的媒體。 按下按鈕倒帶選取的媒體。

播放/暫停 ● 如果媒體未在播放，按一下按鈕即可播放媒體。

● 如果媒體正在播放，按一下按鈕可暫停媒體。

● 如果媒體未在播放，按一下按鈕即可播放媒體。

● 如果媒體正在播放，按一下按鈕可暫停媒體。

向前快轉 按下按鈕可向前快轉選取的媒體。 按下按鈕可向前快轉選取的媒體。

上一個 按下按鈕可回到上一個曲目或章節。 按下按鈕可回到上一個曲目或章節。

停止 按下按鈕以停止目前的媒體活動，如播放、倒帶等
等。

按下按鈕以停止目前的媒體活動，如播放、倒帶等
等。

下一個 按下按鈕可跳到下一個曲目或章節。 按下按鈕可跳到下一個曲目或章節。

調低音量 按下按鈕降低系統音量。 按下按鈕降低系統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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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在 Windows 中的功能 QuickPlay（僅限特定機型）中的功能

靜音 ● 按下按鈕將系統音量設為靜音。

● 如果音量為靜音，按下按鈕來回復系統音量。

● 按下按鈕將系統音量設為靜音。

● 如果音量為靜音，按下按鈕來回復系統音量。

調高音量 按下按鈕增加系統音量。 按下按鈕增加系統音量。

* 如果電腦已設定為需要登入密碼，可能會要求您要登入 Windows。 QuickPlay 或 DVDPlay 會在您登入之後啟動。 有關使用

QuickPlay 或 DVDPlay 的資訊，請參閱線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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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裝入電池

警告！ 如果使用不正確的電池種類來更換，可能會有發生爆炸的危險。 請根據「說明及支援中
心」中的《法規、安全與環境注意事項》的指示來處置使用過的電池。 若要存取「說明及支援中
心」，請選取「開始」>「說明及支援」> 「使用指南」。

若要將電池裝入遙控器中，請遵照下列指示：

1. 在遙控器背面，將電池置放處外蓋抬起 (1)，並將它取出 (2)。

2. 將電池的正極端朝上，然後將電池裝入置放處 (1)。

3. 將電池蓋 (2) 對齊電池置放處，然後向下按關上蓋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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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遙控器疑難排解

若需疑難排解遙控器問題，請參閱下表的說明。

問題 可能解決方法

我的遙控器無法使用。 ● 請確定在遙控器與電腦或擴充產品的 IR 埠間有清楚的光束。

● 請確定您在電腦或擴充產品上的 IR 埠之有效範圍內。

● 確定電池安裝正確並且已經充電。 必要時，更換電池。

● 請確定遙控器搭配的是支援的電腦或擴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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