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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book 5000

使用本手冊之前請先參閱快速上手指南，將您的 Joybook 5000 設定妥當。

本手冊將提供更多的資訊，幫助您使用 Joybook 5000。

Joybook 5000 功能介紹 .......
快速功能鍵 ...........................
Windows XP 與 QMedia Bar 快
您的數位娛樂中心 - BenQ J
善用 QMedia Bar ...................

遨遊網際網路 ...........................
發送與接收郵件 .......................
QMusic - 讓音樂動起來 ........
觀賞影片 ...................................
製作個人電影 ...........................
瀏覽數位相片，或製作個人寫
燒錄光碟片 (選用配備 ) .......

無線魔力 - 內建無線網路卡
無線樂趣 ...............................
連接外部顯示器 ...................
安裝更多記憶體 ...................
建議與疑難解答 ...................
如何使用復原片 ...................
安全、清潔和電池維護相關
保固資訊 ...............................



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透過任何方
存在一個檢索系統中或翻譯成任何語

特定目的的適用性。此外，本公司修

不吝賜教指正，以利於本手冊之修正

標之所有權皆屬其原出品公司所有。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並保留所有權利。未經本公司事先的書面許可，本出版物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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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作與此文內容相關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描述或保證，並明確否認任何保證、適銷性或對任何
訂該出版物或不時更改此文內容時，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冊雖經詳細檢查及校對，唯仍可能發生文字錯誤與技術描述疏漏的情形，懇請消費者及業界先進
工作，力求手冊內容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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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 114 內湖區基湖路 18 號

*Windows、Internet Explorer 和 Outlook Express 為 Microsoft 之註冊商標，其它所提及之產品名稱或商



Joybook 5000       1

 網際網路快速鍵

直接啟動 Microsoft Explorer。

 電子郵件快速鍵

直接啟動 Outlook Express。

 自定快速鍵 1

自訂或改變Q-Media Bar 的第

三個快速鍵。

 自定快速鍵 2

自訂或改變 Q-Media Bar 的

第四個快速鍵。

 電源按鈕

打開或關閉電源。

觸控板
觸控式游標操作面板，您可以
按 Fn + F6 鍵來開啟或關閉此

功能。
Joybook 5000 

硬碟動作指示燈 

亮藍燈時表示 Joybook 5000

正在讀取硬碟中的資料。

三合一卡片讀取燈 

亮藍燈時表示 Joybook 5000

正在讀取記憶卡的資料。

Num Lock 燈 

啟動 Num Lock 時會亮藍

燈。

Cap Lock 燈 

啟動 Cap Lock 時會亮藍

燈。

Scroll Lock 燈 

啟動 Scroll Lock 時會亮藍

燈。

左、右點選按鍵
作用同滑鼠的左右鍵。

上、下捲軸按鍵
按此鍵可上下捲動視窗捲軸，或選擇功能表中的項目。



視插孔

視顯示螢幕，或連接錄影機錄製
 5000 視訊。

孔。開機時請確保產品散熱通風
2      Joybook 5000 

 電源插孔

連接 AC 電源轉換器。

 網路連接埠

連接速率為 10/100Mbps 的乙太網路。

 電

連接電
Joybook

 IEEE 1394 連接埠

連接數位攝影機，創造屬於自己的影片。
您也可以連接至 FireWire 硬碟，印表機等

等。

 外接顯示器埠

連接顯示裝置，例如外接顯示螢幕、投影
機等。

散熱孔
系統散熱
口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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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線插孔

連接電話線以配合內建的數據
機撥接上網。

 三合一插槽

可讀取 Memory Stick 卡、SD 卡

和 MMC 卡。

PC 卡退出按鈕

在退出 PC 卡之前：

1. 結束此 PC 卡的應用

程式，並停止此卡的
作業。

2. 按下 PC 卡擴充槽旁

的退出按鈕，以彈出
退出按鈕。

3. 當退出按鈕彈出後，

再按一次退出按鈕，
以退出 PC 卡。 

 USB 2.0 連接埠

連接 USB ( 通用序列匯流排 )

設備，例如 USB 滑鼠、USB 鍵

盤、USB MP3 播放器…等。

PC 卡擴充槽

本機內建二組 PC 卡擴充槽，您

可以透過PC卡擴充您想要的功

能。請依 PC 卡上顯示的方向插

入 PC 卡擴充槽內，並完成相關

的驅動程式設定。 音量控制鍵

調整音量大小。



nsington 鎖以鎖定 Joybook 5000，防
4      Joybook 5000 

DVD 光碟播放機兼 CD-R/RW 燒錄機

支援音樂 CD、VCD 之燒錄 ( 選用配備 )和 DVD 播放等多功能的

光碟機模組。您可以按光碟機中央的小按鈕來開啟 /退出光碟片。

 Kensington 鎖

可讓您使用市面上的販售的 Ke

止被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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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連接埠
您可使用此紅外線連接埠連接
具有紅外線連線功能的設備。
喇叭
用以播放 Joybook 5000 所發出

之音效。

 Mic in 音源輸入

您可利用此接頭接上麥克風進
行錄音。

 充電指示燈

Joybook 5000 使用時為藍燈，電

池充電時為橘燈，閃爍藍燈時
表示電池電力不足。若是閃爍
橘燈，表示電池不正常，請洽
維修人員。

 耳機輸出插孔

使用此插孔，您可以連接耳機
或喇叭。

 電源指示燈

Joybook 5000 開啟時為藍燈，系

統進入睡眠狀態時為橘燈。

 無線區域網路指示燈

在連上無線區域網路後，此燈
會點亮。



一個按鍵。

閉喇叭。

2

閉無線網路功能。
6      

您可以利用快速功能鍵來執行一些常用的設定，請先按住左下角的 Fn 鍵，再按下快速鍵組合中的另

Fn + F1

開啟快速功能鍵說明。

Fn + F4

減少螢幕亮度。

Fn + F7

開啟或關

Fn + F2

讓系統進入睡眠狀態。

Fn + F5

增加螢幕亮度。

Fn + F1

開啟或關

Fn + F3

切換螢幕輸出至外接顯示器或是同時顯示
模式。

Fn + F6

開啟或關閉觸控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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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內建式鍵盤轉為數字模式。

ck

後，所有輸入的字母皆為大寫。

程式鍵 

與滑鼠右鍵一樣，按此鍵可開啟
表。
 Windows 標誌鍵

與按下 Windows 功能表上的開始按鈕作用

相同。   

  + M

將所有視窗最小化。

Num Lo

按此鍵將

 + Tab

開啟下一個工作列。 

Shift +   + M

取消 「將所有視窗最小化」。  

Caps Lo

按此鍵之

 + E 

瀏覽 「我的電腦」。

 + R 

開啟 「執行」對話框。

應用

此鍵功能
內容功能



s XP 作業系統將詢問您一些問題，請

下開始按鈕，然後在出現的功能表中

dows XP 的更多資訊。
8      Windows XP Q-Media Bar

Windows XP Q-Media Bar
本機安裝的作業系統是微軟最新的 Windows XP 作業系統，當您第一次進入 Windows XP 時，Window

依照螢幕提示鍵入所需的資料以保障您的權利。

在完成第一次使用前的設定後，您的 Joybook 5000 會重新開機，並在開機後進入 Windows XP。按一

選擇說明及支援。Windows XP 的說明及支援中心會出現在螢幕上。由此處您可以獲得有關使用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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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影片。製作專屬的影像檔案。

覽、編輯數位相片。

輕鬆燒錄 CD-R光碟片(選配功能)。
BenQ Joybook 5000

接收與傳送電子郵件、遨遊網際
網路。

欣賞音樂並製作個人音樂集。

把您喜愛的音樂轉錄成 MP3 格

式，走到哪聽到哪。

觀

瀏



P3 音樂燒錄成一般的音樂 CD、將音

選配之光碟燒錄器使用 )

片及資料檔案。
10      Q-Media Bar

Q-Media Bar
在 QMedia Bar 上，您可以：

按一下 按鈕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來瀏覽網際網路。

按一下 按鈕啟動 Outlook Express 來收發信件。

按一下 按鈕啟動 QMusic。您可使用 QMusic 聆聽 MP3 音樂或是音樂 CD 格式歌曲、將 M

樂 CD 轉換成 MP3 格式加以儲存，或是編輯您個人喜愛的合輯。( 燒錄功能需配合

按一下 按鈕啟動 Power-DVD 軟體，以播放 DVD 或影片檔案。

按一下 按鈕啟動 Power-Director 軟體，讓您編輯您的專屬影片檔案。

按一下 按鈕啟動 Photo Explorer 軟體，讓家人朋友分享您製作的線上網路相簿。

按一下 按鈕啟動 CD-Maker 軟體，讓它幫助您輕易的燒錄光碟片，保存您喜歡的音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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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關於您的帳號、密碼及其它
使用 Q-Media bar 或快速鍵 ，您可以很

輕易地上網遨遊。

按一下在 Q-Media bar 上的 Internet

Explorer 按鈕 ，或按下快速鍵

。

在 Internet Explorer 視窗開啟後，於位

址欄中輸入網址，然後按一下移至或
按下 Enter 鍵。

若要使用網際網路，您必須準備一個 ISP( 網路服務供應商 ) 的帳號並完成相關的軟體設

設定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



定。關於您的帳號、密碼、電子
12      Q-Media Bar

使用 Q-Media bar 或快速鍵 ，您可以很

方便地收發電子郵件。

按一下在 Q-Media bar 上的 Outlook

Express 按鈕，或按下快速鍵

。

在Outlook Express開啟後，您即可開始

撰寫或收發郵件。

若要使用電子郵件，您必須準備一個 ISP( 網路服務供應商 ) 的帳號並完成相關的軟體設

郵件伺服器及其它設定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網路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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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欄
在欄中輸入關鍵字，再按
一下放大鏡圖示即可搜尋
歌曲。

選項
相關設定。

面板
讓您能更換 QMusic 的面

板，改變它的外觀。

重複播放
隨機播放

視覺效果
等化器
我的播放列表

歌曲選擇視窗
顯示歌曲相關資料，您也
可以在此勾選您想播放或
燒錄的歌曲。

說明，請參考 Joybee 的使用手冊。

作鈕 
QMusic

動作
根據選取的項目不同，可
燒錄、更新、傳輸音樂或

是中斷以上動作。

新增
根據選取的項目不同，可

增加目錄或增加歌曲。

Music library(音樂歌曲資料

庫 )
您的音樂歌曲資料庫。

My Joybee

當您插入 Joybee 時，選擇

Renew Songs(更新 Joybee曲

目 )，即可將目錄內的歌曲
全部放入 Joybee 中。

My Playlists(我的播放列表)

您可以將喜愛的歌曲放在
列表中，並取一個專輯名

稱。

停止鍵

有關 QMusic 的進一步使用

視窗操

播放鍵

回前一首 到下一首

退出

音量控制



14      Q-Media Bar

讓音樂動起來 - 第一步

轉換 CD 音軌成為 MP3 格式

在 DVD 光碟機裡放入音

樂 CD， 音軌會出現在右

邊的清單中。

勾選您所要的歌曲。您可
以在這裡更名及重新排列
歌曲順序。

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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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音樂動起來 - 第二步

複製格式化的音軌到 MP3 播放機

將 Joybee MP3 播放機插

入其中一個 USB 埠，

Joybee 會出現在左邊的清

單中。按一下 New Album。

將轉換成 MP3 格式的歌曲

拖曳至 Joybee 下的 MP3 資

料夾。  

您首先需要在 Joybee 下有一個 MP3 資料夾。 如果沒有，請先開一個新資料夾。



16      Q-Media Bar

您可以使用 BenQ Joybook 5000 內建的 DVD 播放機觀賞 DVD 或 VCD 影片。

放入影音光碟後、DVD 播放機

會自動開啟、播放。

您也可以選取全螢幕模式、方

便觀賞。

播放機的任何一個按鍵皆有附

上說明文字。您只要將滑鼠游
標移至按鍵上就可得知該按鍵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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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要有影像錄製裝置、擷取裝置，

個編輯和後製過程。

i-Power 
啟動 i-Power 網路資

源入口網頁。

模式轉輪
用於切換各種編輯模
式。

結束
結束 《威力導演》。

最小化
將 《威力導演》最小
化。

音量
調整音量。
如果您想要將您自己的影像檔加以編輯，然後分送親朋好友，Joybook 5000 將幫助您實現這個夢想。

然後配合 Joybook 5000 及內附的 Power Director ( 威力導演 )，您就可以掌控所有的創作，並完成整

預覽視窗
可讓使用者預覽媒體
片段、轉場以及各種

特效。

媒體資料庫
包含各種原始的媒體
檔案，將來可套用至

腳本區中。

垃圾桶
刪除媒體資料庫或腳
本區中的媒體片段。

腳本區
包含產生最終影片所

需的媒體片段、轉
場、特效以及使用者

設定的組合。



它都可以幫您達成。

覽區中會出現您所選擇的照片內

。在預覽區中按兩下即可開啟獨
的影像檢視器。

位址列

瀏覽區

投影片秀情節板
18      Q-Media Bar

Photo Explorer 幫助您更得心應手的處理數位相片， 不論您要觀看、列印、編輯或是製作個人寫真集

使用 USB 纜線或記憶卡將數位相機

中的照片傳送至 Joybook 5000 中，並

在所有資料欄中找到這些照片。

瀏覽區中會以縮圖或清單方式顯示

所選擇的資料夾中的檔案。按一下
您要瀏覽的相片。

預

容
立

自訂工具列

所有資料

預覽區

影像檢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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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投影片秀選項 (Slide Show

ions) 可選擇自動執行投影片

動執行。若要自動執行請輸入影
停留時間 (時間延遲只會影響影
，視訊和聲音檔都會跟據實際的
時間播放 )。
選取工具 (Tools)、投影片秀

(Slideshow) 即可開啟投影片秀情

節板，並建立新的專案。

選取並拖曳影像視訊和聲音檔的縮

圖到情節板，您可以拖曳來自不同資
料夾的檔案。

如果您希望顯示影像時同時播放音樂可

以將聲音檔放在投影片秀的第一個影像
之前。

按一

Opt

或手
像的
像檔
持續

按一下儲存 (Save) 。下次要進行

修改時，只要在投影片秀情節版中開
.use 的專案檔即可。

.use 專案檔的儲存資訊只包括檔案位置、

順序、檔名，以及投影片秀選項，並不
儲存實際的影像、視訊和聲音檔。若您
要以 CD-ROM 錄製分送您的投影片秀，

請收集所有檔案至同一個位置，再將它
們寫入 CD。



選擇區選取需要燒錄的檔案將其

燒錄目的區。

選擇燒錄器

來源選擇區

燒錄目的區
20      Q-Media Bar

您可以利用 Joybook 5000 的燒錄器 ( 選配 ) 以及隨機附上的 CD-Maker 軟體製作各種 CD 備份。

按一下工具列上的新增 (New) 鈕。

若要選擇光碟種類，按下新增鈕右側的箭頭，您可以

從下拉式選單中選取光碟拷貝 (CD Copy)、資料光碟

(Data CD)、音樂光碟 (Audio CD)、影像光碟 / 超級影

像光碟 (Video CD/Super Video CD)、混合模式光碟

(Mixed Mode CD) 或 CD-Extra 選項。

在來源

拖曳至

工具列

光碟種類

燒錄步驟

檔案總管系統資源

操作說明

燒錄配置區

CD-Info 工具列

顯示目前配置檔使
用空間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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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Step 2) 按鈕並選擇相關

，即可燒錄。
在光碟小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在出現的功能

表中選擇光碟設定內容 (Data CD Properties)。您可

以在此進行要燒錄光碟的設定。

大體上來說，不管是哪種格式的燒錄，都只需要兩大步

驟：第一步是建立光碟內容的配置檔、第二步則是燒錄
新的光碟。唯一需要 3 個步驟的就只有混合模式光碟

(Mixed-Mode CD) 與 CD Extra 光碟了，因為它們在一片

光碟上都同時擁有資料與音軌兩種不同型態。

按下第二

的設定後



22      

技巧 1 2 3

依據您所購買的型號，您的
Joybook 5000 可能已內建有無線

網路 (wireless LAN) 的功能。

若要使用無線網路，您必須在該
網路的涵蓋範圍之內，以及無線
網路服務供應商的網絡金鑰。若
要連接上網際網路，您或許尚需
要 ISP 的帳號與密碼。

按兩下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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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要連線的網絡名

稱，填入網絡服務供應商
的網絡金鑰後按一下連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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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無線網路之後，連線

的狀況會出現。

若要連接上網際網路，您或許尚
需要輸入 ISP 所提供的帳號與密

鑰。詳情請洽詢您的網路服務供
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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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洽詢當地服務人員是否提供
帳號與密碼。

頻網路。詳情請洽詢您當地的網
居家

若要在家中使用無線網路，您需要裝設一台 Access Point 來進行

傳輸。

外出

若在咖啡廳或圖書館等場所，
無線網路服務，以及取得上網

如果您不使用內建的無線網卡，您也可以利用 56K 數據機撥接、LAN 埠外接 ADSL 和寬

路服務供應商。

• 在飛機上請確認關閉無線網卡功能，以免影響飛行安全。

• 若您同時使用有線網卡和無線網卡連上網路，系統會自動為您設定最佳的工作方式。



其他螢幕顯示器。使用方法為按下快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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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顯示器
在您做簡報或展示時，您可以將 Joybook 5000 的顯示螢幕訊號輸出至外接的顯示器，例如投影機或是

速功能鍵組合 Fn + F3 來切換螢幕輸出至 Joybook 5000 上、外接顯示器或是同時顯示模式。

投影機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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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螢幕所顯示的畫面。
S-Video 輸出

本機內建 S-Video 訊號輸出，您可以 S-Video 訊號線連接到電視機或是錄放影機，直接播放 Joybook 5

電視機

錄放影機



ook 5000 配備了業界標準 SoDIMMs (

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但系

模組。 

用螺絲起子取下記憶體蓋上的螺

，然後移開記憶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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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或更換記憶體前，請洽 BenQ 經銷商或客服中心詢問，或上 BenQ 網站查詢可適用的模組。Joyb

Small Outline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s ) 的 DDR 266 ( Double Data Rate ) SDRAM ( Synchronous Dy

統可擴充至 1 GB 記憶體。若您要升級記憶體，可以較高容量的記憶體模組來取代原本安裝的記憶體

關閉Joybook 5000，取下AC電源轉換

器，並將 Joybook 5000 翻轉至底面。

如圖所示取出電池組。 使

絲

電池

記憶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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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記憶體蓋，並使用螺絲起子固

記憶體蓋上的螺絲。重新裝入電
組，並連接 AC 電源轉換器，開啟

oybook 5000。開機後，Joybook 5000

會自動偵測並重新設定記憶體總
。

將記憶體模組插入插槽。 輕輕地將它往下壓，直到它卡至定

位。

蓋

定
池

J

將
數



狀況仍無法排除，請您儘快與我們的

工作列的音量控制 （喇叭）圖示，

是，取消靜音選項。
、外接喇叭，Joybook 5000 內部喇

。

啟而且 CD 或 DVD 已確實地置入

噪音，表示光碟機可能變形。請將

碟機的退出按鈕，托盤仍未開啟，

急退出孔中插入別針，強制退出托

碼必須與 DVD播放軟體中的所設定

5 次區碼。如果您還未達到限制的

碼變為 DVD 電影所使用的區碼。

次設定區域的 DVD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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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了使用 Joybook 5000 時一些可能發生的狀況，您可以依照下列簡單的處理方式先行檢查；若

服務中心連絡，以尋求進一步協助。

按下電源按鈕，但 Joybook 5000 並未啟動或開機。

檢查電源指示燈
• 若沒有亮，表示 Joybook 5000 沒有電力供應，不只是 Joybook 5000

沒有連接 AC 電源轉換器，同時電池中的電力不足。請確認 AC

電源轉換器正確地插入 Joybook 5000 與電源插座內，使電池組重

新開始充電。
• 電源指示燈亮著藍燈，表示 Joybook 5000 電力供應正常。請進一

步檢查下列項目：
• 檢查您新增加的硬體是否安裝適當 ( 例如記憶體 )。

• 作業系統檔案可能損壞或不見了，將隨機附贈的復原光碟片放入

光碟機，重新恢復 Joybook 5000 的系統為最初始的狀態，但請注

意如此您在 C：磁碟中的全部個人資料將會被消除！

螢幕沒有顯示任何東西。

檢查電源指示燈
1. 若沒有亮，表示 Joybook 5000 沒有電力供應，連接 AC 電源轉換

器，重新開機即可。
2. 若亮橘燈，表示 Joybook 5000 進入睡眠狀態以節省電力，只要按

電源按鈕即可以恢復正常顯示。
3. 若亮藍燈，表示 Joybook 5000 電力供應正常，可能有以下兩個原

因：
• 螢幕亮度太低，使用快速功能鍵 Fn + F5 將亮度調亮。

• 顯示模式設定為外接顯示器，使用快速功能鍵 Fn + F3 將顯示模

式切換回 Joybook 5000 或是同時顯示模式。

喇叭沒有聲音。

請檢查下列各項可能因素：
• 喇叭設定成靜音模式。查看

喇叭是否設定成靜音模式；若
• 若從耳機插孔輸出外接至耳機

叭會自動關閉。

CD 或 DVD 光碟機沒有作用

請確定 ;
• Joybook 5000 的電源已經開

DVD 光碟機的托盤中央。

• DVD 托盤已經確實關閉。

• 若光碟轉動時光碟機會發出

Joybook 5000 送修。若按下光

請在光碟機退出按鈕附近的緊
盤。

無法播放 DVD 影片。

置入光碟機中的 DVD 電影區

的區碼相同。您最多可以設定

次數，則會出現提示讓您將區

如果不是，您只能播放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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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與角度是在指定的範圍內。

。

。

信應用程式與在其它電腦上執行的

資訊，請參照應用程式手冊。
Joybook 5000 無法透過紅外線埠與其它裝置通信。

請確定 ;
• 通訊速度相同。

• 紅外線埠是乾淨的。

• Joybook 5000 與通信裝置之間沒有物件阻擋。

• Joybook 5000 與裝置之間的距

• 您未在直接照射的陽光下操作

• 紅外線埠直接面對其他通信埠

• 在您Joybook 5000上執行的通

通信應用程式相容。如需相關



至當初購買 Joybook 5000 時，硬碟裡

00 時所含的軟體， 您可以在復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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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原光碟片包裝裡應含數片能夠重建系統的光碟片。這三張復原光碟片 (Recovery CD) 會幫您回復

所安裝的原始內容。請遵循以下步驟來重建您的硬碟。

請注意 : 使用本工具前

1. 請先試著用微軟視窗 XP 作業系統下的復原工具，在視窗下恢復

系統。如果您不知道系統復原工具在哪裡，您可以在視窗系統
下，直接在光碟機裡放入復原光碟片 1，復原光碟片便會自動啟

動視窗 XP 作業系統的系統復原工具。

2. 如果您決定要使用這項工具，最好備份您所有資料檔案。硬碟

中主要是格式化 C: 磁碟。其餘分割出去的硬碟，如 D: 磁碟，

則檔案不會消失。

復原步驟

1. 當開機測試 (POST) 螢幕上顯示 BenQ Joybook 的畫面時，按 Esc

鍵進入開機選單 (Boot Menu)。 

2. 在光碟機中，放入復原光碟片 1。

3. 從開機選單中選取光碟機 (CD-ROM Drive)，並按下 Enter 鍵。

4. 系統會從光碟機開機，您會看到快速回復 (Quick Restore) 的畫

面。

5. 當您結束系統回復程序，記得取出復原光碟片。

重新安裝軟體或是驅動程式

若要重新安裝購買 Joybook 50

碟片 3 中找到原始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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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並確保遠離火源。

使用過的電池，並儘可能回收電池。

都可能導致爆炸。請更換同樣或相

8157IVPT TW 

意以下事項：

掉 AC 電源轉換器，並取出電池組。

勿使用液狀或噴霧式清潔劑。

清潔劑清理螢幕，請使用液晶螢幕
使用安全

當您安裝或使用本產品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1. 請妥善保管此使用手冊，以供您和他人隨時參考。  

2. 確實遵照所有相關系統的說明和警告事項。

3. 將 Joybook 5000 放在穩固平坦的平台上，並確保產品散熱通風口

順暢。
4. 請勿讓 Joybook 5000 受到雨淋或受潮，並遠離液體來源 （如飲

料、水龍頭、蓮蓬頭…等）。
5. 請勿將 Joybook 5000 直接曝曬於陽光下，並遠離熱源（如暖氣、

電熱器、火爐…等）
6. 請勿讓 Joybook 5000 遭受重擊或劇烈震動；闔上螢幕時，切勿猛

然關上。
7. 請勿將 Joybook 5000 置於溫度 0℃ 以下或 50℃ 以上之環境。

8. 請勿將 Joybook 5000 置於磁場範圍之內。

9. 請使用合適的電源插座，並確保沒有重物壓住電源轉換器或電

源線。
10. AC 電源轉換器為高壓的組件，請勿自行維修。如有損壞，請連

絡明基授權經銷商或客服中心。
11. 確認數據機輸入連接到一般家用的類比式電話線上。請勿將數

位電話連接到數據機上，如此將損壞數據機。

電池組維護

1. 請勿使用非本產品配附的 AC 電源轉換器。

2. 經過一段長時間使用後，電池組的蓄電能力將逐漸減少，這是

正常的現象。更換電池組時請先關閉電源，並務必使用 BenQ

原廠電池。

3. 請勿將電池置於孩童易取得

4. 請遵從您當地的法規來處理

5. 不正確的更換電池組或拆解

等類型的電池。

電池型號 : 限用 LIP

清潔維護
在清潔 Joybook 5000 時，請注

1. 關閉 Joybook 5000 電源，拔

2. 使用沾濕的清潔布擦拭，請

3. 請勿使用含有酒精或丙酮的

專用清潔劑。



完成申請，立即享有〝免費海外區域

心。

nQ Joybook全球服務中心服務電話）。

出國旅遊時，隨身攜帶此卡片以享有

區域總部尋求技術上的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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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Q Joybook  免費海外區域保固一年服務
Overseas Regional Warranty Service

BenQ 為了更貼近您的需求，商務頻繁或出國旅遊之顧客在海外均可獲得最大的保證與服務。只要您

保固一年服務 〞，遍佈世界各地的 BenQ 服務網，用心照護您的 Joybook。

*** 詳盡內容請參閱 BenQ 網站之海外區域維修權益與限制 (www.BenQ.com)

** 全球服務地區與國家以網路最新公告為主。

您可以利用下列方式獲得「免費海外區域保修一年服務」

郵寄 /傳真保固回函
將保固卡填妥正確資料，並確認有清楚 【經銷商欄位】店章，郵寄或傳真至您購買地之 BenQ 客服中

線上註冊 / 電話申請
臺灣/香港地區的顧客請至您購買地BenQ網站註冊，或請電洽客服中心由專人為您服務（詳細請見Be

客服中心收到您的註冊資料，核准後於 15 天內會郵寄〝Joybook Regional Warranty Card〞給您，請在

維修權益。

您可以利用下列方式在海外取得技術支援服務
- 全球網際網路服務，請連至 http://www.BenQ.com。

- 線上服務，請撥 BenQ Joybook 全球服務中心服務電話。

- 自行攜帶 Joybook 至最近維修點取得服務。

- 如果您所到之處的國家沒有 BenQ ORW 授權服務中心或該地區尚無法提供支援服務時，你可與其他

 

常見問題與解答
Q1: 享有 " BenQ Overseas Regional Warranty Service (BenQ 海外區域維修服務 )" 所需的條件為何？

A:

- 您的 Joybook 購自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之正式授權代理經銷商。

- 停留在服務內容之指定國家內，且該國家已銷售支援該機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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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地之語言鍵盤）。電源供應器

您所在地的服務中心詢問。

可作為 「購買日期」憑證，保固服務
- 出示 Joybook Regional Warranty Card 方可享有保固服務。

- 硬碟內容已備份。

Q2:" BenQ Overseas Regional Warranty Service (BenQ 海外區域維修服務 )" 服務範圍的涵蓋內容有哪些
A:

Joybook 下列硬體發生功能故障：主機板、CPU、RAM、硬碟、光碟機、顯示器、鍵盤 （僅限更換

(Adapter)、電池與軟體問題不在保修範圍內，顧客可付費接受服務。

Q3: 本項服務地區適用所有 Joybook 機種？
A:

否，須確定海外指定服務國家在該時間點是否已有銷售支援該 Joybook 機種服務；建議消費者先電洽

Q4: 我在國內維修時可以出示此 BenQ Joybook 區域嗎？
A:

本卡主要是提供給 Joybook 顧客在海外維修時的保固憑證；如您在購買地境內維修時出示本卡，僅

的內容須遵循當地 BenQ 服務承諾而定。



m.cn

m.hk

m.tw

m.sg

m.th

m.my

m.au

.com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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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Q Joybook

Asia Pacific 

China
Tel: +86-512-68092520

www.BenQ.co

Hong Kong
Tel: +852-23306188

www.BenQ.co

Taiwan 
Tel: 0800-027-427
       +886-3-3598800#2766

www.BenQ.co

Singapore 
Tel: +65-6777-2229

www.BenQ.co

Thailand 
Tel: +66-2-6700310-1

www.BenQ.co

Malaysia
Tel: +603-7954-8660

www.BenQ.co

Australia
Australia
Tel: +61-1300-130-336

www.BenQ.co

Europe
Europe HQ Netherlands
Tel: 0900-2021-021
      +31-499-750-200

www.BenQ-eu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Tel: + 971-4-8833600

www.BenQ.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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