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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指標裝置

下列圖示和表格說明電腦的觸控板。

組件 說明

(1) 觸控板開啟/關閉按鈕 啟用/停用觸控板。

(2) 觸控板* 移動指標，並選擇或啟動螢幕上的項目。

(3) 左觸控板按鈕* 功能類似外接式滑鼠的左鍵。

(4) 觸控板指示燈 ● 白色：觸控板已啟用。

● 琥珀色燈：觸控板已停用。

(5) 觸控板捲軸區 向下或向上捲動。

(6) 右觸控板按鈕* 功能類似外接式滑鼠的右鍵。

* 本表格說明出廠設定。若要檢視或變更觸控板偏好設定，請選取「開始」>「裝置及印表機」。然後，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代表

您電腦的裝置，並選取「滑鼠設定」。

設定觸控板偏好設定
使用 Windows® 中的「滑鼠內容」，自訂指標裝置的設定，例如按鈕設定、按鍵速度與指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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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存取「滑鼠內容」，請選取「開始」>「裝置及印表機」。然後，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代表您電腦的
裝置，並選取「滑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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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觸控板
若要移動游標，請在觸控板表面上按照您希望指標移動的方向來滑動您的手指。使用左、右觸控板按鈕
的方式與使用外接式滑鼠的左、右按鈕相同。若要使用觸控板的捲軸區來上下捲動，請以手指在垂直線
上方上下移動。

附註： 如果您使用觸控板來移動指標，在將指標移至捲軸區之前，必須將手指抬離觸控板。光是將手
指從觸控板滑動至捲軸區，是無法啟動捲動功能的。

連接外接式滑鼠
您可以使用電腦上的任一 USB 連接埠，連接外接式 USB 滑鼠至電腦。您也可以使用選購接駁裝置或擴
充產品上的埠，將 USB 滑鼠連接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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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電磁數位板與觸控螢幕

可以使用下列兩種簡單的方法，在螢幕上選擇項目：

● 電磁數位板可讓您使用隨附於您電腦的數位手寫筆，在螢幕上選擇或啟動項目。

● 觸控螢幕可讓您使用手指，在螢幕上選擇或啟動項目。

附註： 能以手指執行的作業，都能使用數位手寫筆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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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手寫筆
您可以使用手寫筆在手寫筆特定程式（例如「平板電腦輸入面板」）、所有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
式，與其他大部分 Windows 程式與公用程式中書寫。您使用手寫筆在螢幕上書寫的資訊可以在大部分
Windows 程式中歸檔、搜尋和共享。

識別手寫筆組件

在螢幕上按下手寫筆的尖端 (1) 時，手寫筆就會與電腦互動。

手寫筆繩觀察孔 (2) 可讓您將手寫筆繩從手寫筆連接到電腦上的筆繩孔。

握住手寫筆

握住手寫筆，好像您真的使用標準的筆或鉛筆來書寫。

使用數位手寫筆 5



存放手寫筆

若要在不使用手寫筆時要存放手寫筆，請將手寫筆以筆尖在前的方向插入電腦的手寫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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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觸控螢幕
TouchSmart 電腦可以讓您使用手指或數位手寫筆，在觸控螢幕上執行特定動作：

附註： 本節中的指示以出廠時設定的偏好設定為基礎。若要修改辨識的點選與輕點設定，請選取「開
始」>「控制台」>「硬體和音效」>「手寫筆與觸控 (Pen and Touch)」。

附註： 不是所有程式都支援全部動作。

● 點選（或按一下）—點一下或點兩下螢幕上的項目，與使用觸控板或外接式滑鼠按一下或按兩下相
同。點選後按住項目則可查看內容功能表，與使用右觸控板按鈕相同。

附註： 您必須點選並按住手指，直到作業系統在您觸碰的區域周圍畫一個圓圈，然後內容功能表
會出現。

● 輕移—以快速輕移方式往上、下、左、右方向觸碰螢幕，可以瀏覽螢幕或快速捲動文件。

附註： 若要進行輕移操作，捲動列必須出現且在作用中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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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曳—用手指按住螢幕上某個項目後移動手指，即可將該項目拖曳至新位置。這個動作也可以用來
緩慢捲動文件。

● 收縮—用兩個手指觸碰螢幕的某個區域，將手指收合在一起可以縮小物件。張開手指則可放大物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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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用拇指和食指觸碰螢幕上的影像（將兩個手指同時放在螢幕上）。然後以食指畫半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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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觸控螢幕偏好設定

▲ 若要設定手寫筆動作與視覺化回饋的偏好設定，請選取「開始」>「控制台」>「硬體和音效」>
「手寫筆與觸控 (Pen and Touch)」。這些偏好設定專屬於觸控螢幕與電腦。

▲ 若要設定慣用左手者或慣用右手者的偏好設定，請選取「開始」>「控制台」>「硬體和音效」>
「平板電腦設定 (Tablet PC Settings)」>「其他 (Other)」標籤。這些偏好設定專屬於觸控螢幕與
電腦。

▲ 若要設定指標裝置的偏好設定，例如指標速度、點選速度與滑鼠軌跡，請選取「開始」>「裝置及
印表機」。然後，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代表您電腦的裝置，並選取「滑鼠設定」。這些偏好設定適用
於系統中的所有指標裝置。

若要變更或測試點選設定：

1. 選取「開始」>「控制台」>「硬體和音效」>「手寫筆與觸控 (Pen and Touch)」>「手寫筆選項
(Pen Options)」標籤。

2. 在「手寫筆動作 (Pen actions)」下，選取動作，然後按一下「設定 (Settings)」。

3. 在建立任何變更或測試設定之後，請按一下確定 (OK)。

若要變更或建立輕點指定：

1. 選取「開始」>「控制台」>「硬體和音效」>「手寫筆與觸控  (Pen and Touch)」>「輕點
(Flicks)」標籤。

2. 按一下導覽輕點與編輯輕點  (Navigational flicks and editing flicks)，然後按一下自訂
(Customize)。

3. 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變更或建立輕點指定。

4. 按一下「確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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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鍵盤

使用快速鍵
快速鍵是 fn 鍵 (1) 和 esc 鍵 (2) 或某個功能鍵 (3) 的組合。

f1 到 f12 鍵上的圖示代表快速鍵功能。快速鍵功能與程序將會在下列各節中進行說明。

附註： 您電腦的外觀可能會與本節中圖例所示有些許不同。

功能 快速鍵

顯示系統資訊。 fn+esc

開啟說明及支援。 fn+f1

開啟「列印選項」視窗。 fn+f2

開啟 Web 瀏覽器。 fn+f3

切換螢幕影像。 fn+f4

啟動睡眠。 fn+f5

啟動快速鎖定 (QuickLock)。 fn+f6

降低螢幕亮度。 fn+f7

增加螢幕亮度。 fn+f8

播放、暫停，或繼續播放音樂光碟或 DVD。 fn+f9

停止播放音樂光碟或 DVD。 fn+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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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快速鍵

播放音樂光碟或 DVD 中的上一首曲目或上一個章節。 fn+f11

播放音樂光碟或 DVD 的下一首曲目。 fn+f12

若要使用電腦鍵盤上的快速鍵指令，請依照下列其中一項步驟執行：

● 短暫按下 fn 鍵，再短暫按下快速鍵指令的第二個鍵。

－ 或 －

● 按住 fn 鍵，同時短暫按下快速鍵指令的第二個鍵，然後再同時放開兩個鍵。

顥示系統資訊 (fn+esc)
按下 fn+esc 以顯示系統硬體組件和系統 BIOS 版本編號的資訊。

使用 Windows fn+esc 顯示資訊時，系統 BIOS（基本輸出入系統）的版本會顯示為 BIOS 日期。部分
電腦機型中，BIOS 日期是以數字格式顯示。BIOS 日期有時稱為系統 ROM 版本編號。

開啟說明及支援 (fn+f1 鍵)
按下 fn+f1 鍵以開啟「說明及支援」。

除了提供關於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資訊，「說明及支援」還提供下列的資訊和工具：

● 關於您的電腦資訊，例如型號和序號、安裝的軟體、硬體組件和規格

● 關於電腦使用相關問題的解答

● 「教學課程」幫助您學習如何使用電腦和 Windows 功能

● 在您的電腦上提供 Windows 作業系統、驅動程式和軟體的更新程式

● 查核電腦的各項功能

● 自動化和互動式的疑難排解、修復解決方案以及系統修復程序

● 連結到支援專家

開啟列印選項視窗 (fn+f2)
按下 fn+f2 以開啟作用中的 Windows 程式的「列印選項」視窗。

開啟網頁瀏覽器 (fn+f3)
按下 fn+f3 可開啟網頁瀏覽器。

在您完成網際網路或網路服務設定之前，fn+f3 快速鍵會開啟 Windows 網際網路連線精靈。

您完成網際網路或網路服務設定以及網頁瀏覽器首頁設定之後，可按 fn+f3 快速存取首頁和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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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螢幕影像 (fn+f4)
按下 fn+f4 可切換系統所連接之顯示裝置的螢幕影像。例如，如果電腦外接式顯示器，則按下 fn+f4 可
將螢幕影像由電腦顯示器切換為外接式顯示器，以同時於電腦顯示器和外接式顯示器顯示。

多數外接式顯示器都支援採用外接式 VGA 視訊標準的電腦。fn+f4 快速鍵也可以切換影像到電腦所連接
的其他視訊接收裝置。

fn+f4 快速鍵支援下列視訊傳輸類型（含使用裝置範例）：

● LCD（電腦顯示器）

● 外接式 VGA（多數外接式顯示器）

● S-Video（具有 S-Video 輸入接頭的電視、攝影機、DVD 播放器、錄放影機和視訊擷取卡，僅限特
定機型）

● 複合視訊（具有複合視訊輸入接頭的電視、攝影機、DVD 播放器、錄放影機和視訊擷取卡）

附註： 複合視訊裝置僅能使用選購的接駁裝置或擴充產品連接至系統。

啟動「睡眠」(fn+f5)
注意： 若要降低資料遺失的風險，請先儲存您的工作，然後再啟動「睡眠」。

按下 fn+f5 以啟動「睡眠」。

啟動「睡眠」後，您的資訊會儲存在系統記憶體中，螢幕內容會清除，並轉為省電狀態。當電腦處於
「睡眠」狀態時，電源指示燈會閃爍。

在啟動「睡眠」狀態之前必須先開啟電腦。

附註： 如果電腦在處於「睡眠」狀態時出現嚴重電力不足，電腦會啟動「休眠」，並將儲存於記憶體
的資訊存入硬碟。嚴重電力不足時，出廠預設動作為「休眠」，但是您可以使用 Windows「控制台」的

「電源選項」更改這項設定。

如果要結束「睡眠」，請 將電源開關短暫向右推。

您可以改變 fn+f5 快速鍵的功能。例如，您可以設定 fn+f5 快速鍵為啟動「休眠」而非「睡眠」。

附註： 在所有的 Windows 作業系統視窗中，睡眠按鈕 的參考資料亦適用於 fn+f5 快速鍵。

初始化 QuickLock (fn+f6)
請按 fn+f6 以初始化 QuickLock 安全功能。

QuickLock 會藉由顯示作業系統登入視窗來保護您的資訊。顯示登入視窗時無法存取電腦，必須先輸入
Windows 使用者密碼或 Windows 系統管理員密碼，才能存取電腦。

附註： 您必須先設定 Windows 使用者密碼或 Windows 系統管理員密碼，才能使用 QuickLock。如需
相關指示，請參閱「說明及支援」。

若要使用 QuickLock，請按 fn+f6 以顯示登入視窗並鎖定電腦。接著，請按照螢幕上的指示輸入
Windows 使用者密碼或 Windows 系統管理員密碼，然後再存取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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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低螢幕亮度 (fn+f7)
按下 fn+f7 可調低螢幕亮度。按住快速鍵可逐漸調低亮度。

調高螢幕亮度 (fn+f8)
按下 fn+f8 可調高螢幕亮度。按住快速鍵可逐漸調高亮度。

播放、暫停或繼續音訊 CD 或 DVD (fn+f9)
fn+f9 快速鍵只能在插入音訊 CD 或 DVD 後執行：

● 如果音訊 CD 或 DVD 尚未播放，請按 fn+f9 以開始或繼續播放。

● 如果音訊 CD 或 DVD 正在播放，請按 fn+f9 以暫停播放。

停止音訊 CD 或 DVD (fn+f10)
按下 fn+f10 可停止播放音訊 CD 或 DVD。

播放音訊 CD 或 DVD 的上一個曲目或區段 (fn+f11)
音訊 CD 或 DVD 正在播放時，請按 fn+f11 以播放 CD 的上一個曲目或 DVD 的上一個區段。

播放音訊 CD 或 DVD 的下一個曲目或區段 (fn+f12)
播放音訊 CD 或 DVD 時，請按 fn+f12 來播放 CD 的下一個曲目或 DVD 的下一個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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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鍵台

本電腦具有一個嵌入式數字鍵台，並支援選購的外接式數字鍵台或包含數字鍵台的選購外接式鍵盤。

組件 說明

(1) fn 鍵 ● 與 num lk 鍵同時按下時，可啟用/停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 與特定的嵌入式鍵台按鍵同時按下時，fn 鍵會在標準按鍵功能
和鍵台按鍵功能之間切換。

(2) 數字鎖定 (num lock) 指示燈 已啟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 或 －

已在外接式選購數字鍵台上啟用數字鎖定 (num lock) 功能。

(3) num lk 鍵 ● 與 fn 鍵同時按下時，可啟用/停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 啟用/停用外接式選購數字鍵台上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功能。

(4) 嵌入式數字鍵台 可以像外接式數字鍵台上的按鍵一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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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嵌入式數字鍵台的 15 個按鍵的使用方式與外接式鍵台相同。嵌入式數字鍵台啟動時，鍵台上每一個按
鍵都會執行按鍵右上角圖示所指示的功能。

啟用和停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按下 fn+num lk 以啟用嵌入式數字鍵台。數字鎖定 (num lock) 指示燈會亮起。再按 fn+num lk 一次，按
鍵會恢復標準的鍵盤功能。

附註： 當電腦、選購的接駁裝置或擴充產品連接至外接式鍵盤或數字鍵台時，將無法使用內建的數字
鍵台。

切換嵌入式數字鍵台上的按鍵功能

您可以使用 fn 鍵或 fn+shift 組合鍵，暫時切換嵌入式數字鍵台按鍵的標準鍵盤功能和鍵台功能。

● 若要在鍵台關閉時，將鍵台按鍵功能變更為鍵台功能，請同時按住 fn 鍵和鍵台按鍵。

● 若要在鍵台啟動時，暫時將鍵台按鍵當成標準按鍵使用：

◦ 按住 fn 鍵來鍵入小寫字。

◦ 按住 fn+shift 來鍵入大寫字。

使用選購的外接式數字鍵台
大部分外接式數字鍵台上的按鍵都會隨數字鎖定 (num lock) 開啟或關閉而有不同的功能（出廠時數字鎖
定 (num lock) 設定為關閉）。例如：

● 數字鎖定 (num lock) 啟動時，大多數鍵台的按鍵會鍵入數字。

● 數字鎖定 (num lock) 關閉時，大多數鍵台的按鍵都會執行方向鍵、上一頁或下一頁等功能。

外接式鍵台上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啟動時，電腦上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指示燈會亮起。外接式鍵台
上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功能關閉時，電腦上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功能指示燈會熄滅。

若要在工作時啟動或關閉外接式鍵台的數字鎖定 (num lock) 功能：

▲ 按下外接式鍵台（非電腦）的 num lk 鍵。

16 第 4 章   使用鍵台



5 清理觸控板和鍵盤

觸控板上的髒污和油漬會造成指標在顯示器畫面上跳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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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降低電擊的危險或損壞內部元件的可能性，請不要使用吸塵器來清潔鍵盤。吸塵器可能會使家
中的灰塵碎屑卡在鍵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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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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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數字

「列印選項」視窗快速鍵 12

F
fn 鍵, 識別 11,  15

Q
QuickLock 快速鍵 13

S
S-Video 13

四畫

手寫筆

存放 6
使用 5
識別 5

手寫筆架 6
手寫筆繩觀察孔 5

五畫

功能鍵 11

七畫

快速鍵

切換螢幕影像 13
使用 12
初始化 QuickLock 13
音訊 CD 或 DVD 控制項 14
啟動睡眠 13
開啟「列印選項」視窗 12
開啟網頁瀏覽器 12
開啟說明及支援 12
說明 11
調低螢幕亮度 14
調高螢幕亮度 14
顯示系統資訊 12

系統資訊快速鍵 12

九畫

按鈕

觸控板 1
觸控板開啟/關閉 1

指示燈

數字鎖定 (Num Lock) 15
觸控板開啟/關閉 1

指示燈，數字鎖定 (num lock) 15
指標裝置

識別 1

十一畫

捲軸區, 觸控板 1

十二畫

媒體控制項, 快速鍵 14
視訊傳輸類型 13

十三畫

滑鼠, 外接式

設定偏好設定 2
連接 3

電磁數位板，使用 4

十四畫

睡眠快速鍵 13
網頁瀏覽器快速鍵 12
說明及支援快速鍵 12
輕點

建立指定 10
變更指定 10

十五畫

數字鎖定 (num Lock), 外接式鍵

台 16
數字鎖定 (num lock) 指示燈，識

別 15
數字鎖定 (num lock) 鍵, 識別 15
複合視訊 13

十六畫

螢幕亮度快速鍵 14
螢幕影像, 切換 13

十七畫

鍵台, 外接式

使用 16
數字鎖定 (num lock) 16

鍵台, 嵌入式

切換按鍵功能 16
使用 16
啟用和停用 16
識別 15

鍵盤 11
鍵盤快速鍵, 識別 11
點選

測試 10
變更設定 10

二十畫

觸控板

使用 3
設定偏好設定 1

觸控板按鈕, 識別 1
觸控板指示燈, 識別 1
觸控板捲軸區, 識別 1
觸控螢幕

使用 4,  7
偏好設定 10
執行螢幕動作 7

二十三畫

顯示

影像, 切換 13
螢幕亮度快速鍵 14

18 索引




	使用指標裝置
	設定觸控板偏好設定
	使用觸控板
	連接外接式滑鼠

	使用電磁數位板與觸控螢幕
	使用數位手寫筆
	識別手寫筆組件
	握住手寫筆
	存放手寫筆

	使用觸控螢幕
	設定觸控螢幕偏好設定

	使用鍵盤
	使用快速鍵
	顥示系統資訊 (fn+esc)
	開啟說明及支援 (fn+f1 鍵)
	開啟列印選項視窗 (fn+f2)
	開啟網頁瀏覽器 (fn+f3)
	切換螢幕影像 (fn+f4)
	啟動「睡眠」(fn+f5)
	初始化 QuickLock (fn+f6)
	調低螢幕亮度 (fn+f7)
	調高螢幕亮度 (fn+f8)
	播放、暫停或繼續音訊 CD 或 DVD (fn+f9)
	停止音訊 CD 或 DVD (fn+f10)
	播放音訊 CD 或 DVD 的上一個曲目或區段 (fn+f11)
	播放音訊 CD 或 DVD 的下一個曲目或區段 (fn+f12)


	使用鍵台
	使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啟用和停用嵌入式數字鍵台
	切換嵌入式數字鍵台上的按鍵功能

	使用選購的外接式數字鍵台

	清理觸控板和鍵盤
	索引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SyntheticBoldness 1.0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tru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fals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Remove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Oblique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Symbol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Roman
    /ZapfDingbats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6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33333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ENU <FEFF0046004f005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360020004f004e004c0059000d0048005000490045002000530063007200650065006e0020004f007000740069006d0069007a0065006400200053006500740074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360020004f004e004c0059>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