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HK 使用手冊 

SPM6910
SPM6910X

www.philips.com/welcome
Register your product and get support at Notebook mouse



1 2

e

d

f

g

b

c

a



3ZH-HK

繁
體
中
文

目錄

1	 重要事項	 	 4
健康警告	 	 4
電場、磁場與電磁場	(EMF)	 	 4
舊產品的處置	 	 4

2	 系統需求	 	 5

3	 功能總覽	 	 6

4	 疑難排解	 	 7



4 ZH-HK

1	 重要事項

健康警告

不當的鍵盤或滑鼠使用習慣，將導致不舒服或嚴重傷害，例如
手、手腕，或其他身體部位的扭傷。	
無論您是在工作或遊戲中，請避免不良的姿勢，並保持舒適的
姿勢。	如此一來不僅能改善整體生產力，亦可讓您避免	MSD	
症狀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骨骼肌肉不適)。	
長時間工作時請記得變換您的姿勢，才能避免不適與疲累。

電場、磁場與電磁場	(EMF)

1.	Royal	Phi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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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能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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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產品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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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根據當地法規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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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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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需求

Windows®	7、Vista、XP；Mac	OS®	X	10.4	或更高版本•	
USB	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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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總覽

a	 左右按鈕

b	 滾輪

c	 LED	指示燈

d	 電池室

e	 雷射感應器

f	 電源開關

g	 高度調整	(2	段)

電池狀態 指示燈狀態

電源開啟 閃爍一次

電力不足 持續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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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疑難排解

請確認您滑鼠的迷你接收器已妥當連接電腦的 USB 連接•	
埠。
請確認電池有電•	 。
請確認您已依照電極 (+/-) 指示正確安裝電池。•	
確認您沒有在玻璃上使用本產品。•	
若產品沒有反應，請確認您在有效範圍內使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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