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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關於無線顯示配接器

本章包含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以下稱為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產品說明、接頭和控制項
位置，以及系統需求。

產品說明
無線顯示配接器是通過 Miracast 認證的裝置，可讓您使用無線連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顯示器或投影機。它
與視訊圖形陣列 (VGA) 類比顯示器和高畫質多媒體介面 (HDMITM) 顯示器相容。如果您無法使用無線連線，
您也可以透過 VGA 纜線將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從而將您的工作區擴充到顯示器或投影機。

您的選用套件包含下列品項：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 AC 電源整流器

• 通用序列匯流排 (USB) 2.0 纜線

• 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 標籤

• 保固書

附附附註註註：：：NFC 標籤是用來與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搭配使用。

如果有任何項目遺漏或損壞，請洽詢購買處。請務必保留購買證明及包裝材料，日後在要求保固服務
時，可能會用到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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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無線顯示配接器上的接頭和控制項
下圖可協助您找出無線顯示配接器上的接頭和控制項。

Mode

Display

Source

OUT

IN

HDMI

圖例1. 無線顯示配接器的概觀

1 電源指示燈 2 安全鎖插槽

3 Mode/WPS 按鈕 4 電源開關

5 Micro USB 2.0 接頭 6 HDMI 接頭

7 耳機接頭 8 VGA 輸出接頭

9 VGA 輸入接頭 10 壁掛插槽

11 機型和型號標籤

1 電電電源源源指指指示示示燈燈燈

電源指示燈是用來指出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電源狀態。在無線顯示配接器獲得電力供應後，電源指示燈將亮起
紅燈五秒鐘。當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顯示器時，在連線成功建立之前，電源指示燈會閃爍約五秒鐘。

2 安安安全全全鎖鎖鎖插插插槽槽槽

安全鎖插槽是用來搭配安全鋼纜鎖固定無線顯示配接器。

附附附註註註：：：您的選用套件中不包含安全鋼纜鎖。如有需要，請購買安全鋼纜鎖。

3 Mode/WPSMode/WPSMode/WPS 按按按鈕鈕鈕

Mode/WPS 按鈕是用來建立無線連線、變更無線顯示配接器設定，以及更新韌體。如需相關資訊，請參
閱第 9 頁 『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

4 電電電源源源開開開關關關

電源開關是用來開啟或關閉無線顯示配接器。

5 MicroMicroMicro USBUSBUSB 2.02.02.0 接接接頭頭頭

無線顯示配接器隨附 AC 電源整流器和 USB 2.0 纜線。Micro USB 2.0 接頭是用來透過 USB 2.0 纜線將 AC
電源整流器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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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DMIHDMIHDMI 接接接頭頭頭

HDMI 接頭是用來透過 HDMI 纜線將外接式 HDMI 顯示器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7 耳耳耳機機機接接接頭頭頭

耳機接頭是用來連接耳機或喇叭。

8 VGAVGAVGA 輸輸輸出出出接接接頭頭頭

VGA 輸出接頭是用來透過 VGA 纜線將外接式 VGA 顯示器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附附附註註註：：：HDMI 接頭和 VGA 輸出接頭無法同時使用。如果同時連接兩者，則只有 VGA 輸出接頭有作用。

9 VGAVGAVGA 輸輸輸入入入接接接頭頭頭

VGA 輸入接頭是用來透過 VGA 纜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您可以透過無線連線或使用
VGA 輸入接頭，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附附附註註註：：：不建議您同時使用無線連線和 VGA 輸入接頭來連接多部筆記型電腦。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連接到
VGA 輸入接頭的筆記型電腦螢幕才會顯示在顯示器上。

10 壁壁壁掛掛掛插插插槽槽槽

壁掛插槽是用來透過兩個螺絲將無線顯示配接器掛在牆壁上。

附附附註註註：：：您的選用套件中不包含螺絲。如有需要，請購買兩個螺絲。

11 機機機型型型和和和型型型號號號標標標籤籤籤

機型和型號標籤可用來識別您的無線顯示配接器。當您聯絡 Lenovo 請求協助時，機型和型號資訊可讓支援
技術人員識別您的無線顯示配接器，並提供更快速的服務。

系統需求
安裝無線顯示配接器之前，請確定筆記型電腦已安裝下列其中一個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32 位元或 64 位元）

•Microsoft Windows 8（32 位元或 64 位元）

•Microsoft Windows 8.1（32 位元或 64 位元）

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硬體或軟體需求因作業系統而異。安裝無線顯示配接器之前，請確定您的筆記型電腦
符合已安裝之作業系統的特定硬體或軟體需求。

•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確定您的筆記型電腦具有下列其中一項：

– Intel® Wireless Display (Intel WiDi) 4.2.29 版或更新版本

– Lenovo QuickDisplay（僅特定型號支援）

–VGA 接頭

•WindowsWindowsWindows 888：確定您的筆記型電腦具有下列其中一項：

– Intel WiDi 4.2.29 版或更新版本

–VGA 接頭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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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 Windows 8.1 作業系統是預先安裝而來，則無線顯示配接器的使用並沒有對硬體或軟體
的需求。

–如果 Windows 8.1 作業系統是從 Windows 8 作業系統更新而來，則您可能無法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您的筆記型電腦沒有 Miracast 驅動程式。請聯絡 Lenovo 支援，以瞭解是否可以
透過在筆記型電腦上安裝 Miracast 驅動程式的方式修正問題。

附附附註註註：：：如果是配備 NFC 讀取器的筆記型電腦型號，您可以使用 NFC 標籤搭配 Lenovo QuickDisplay
2.0，輕鬆建立與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無線連線。

驅動程式和軟體的版本會影響無線連線的功能。如果您的筆記型電腦符合系統需求，務必確保下列軟體
或驅動程式也是最新版本：

• Lenovo QuickDisplay

•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

• Intel 無線驅動程式

• Intel WiDi 軟體

•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如果您需要更新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請造訪 Lenovo 支援網站：
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如果您需要更新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Intel 無線驅動程式和 Intel WiDi 軟體，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如果要自動更新驅動程式和軟體，請使用 Intel WiDi 更新工具。您可以 Intel 支援或 Lenovo 支援
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下載並安裝 Intel WiDi 更新工具。

•如果要更新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Intel 無線驅動程式和 Intel WiDi 軟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Lenovo 支援網站下載並更新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http://www.lenovo.com/support。視筆記型電腦
的類型和型號而定，適合的驅動程式版本可能有所不同。

2. 從 Lenovo 支援網站下載並更新 Intel 無線驅動程式：http://www.lenovo.com/support。視筆記型電腦
的類型和型號而定，適合的驅動程式版本可能有所不同。

注注注意意意：：：請勿從 Intel 支援網站下載並安裝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和 Intel 無線驅動程式。Intel 支援網站提供的驅動
程式尚未經過 Lenovo 測試。使用這些驅動程式可能會造成非預期的問題。

3. 從 Intel 支援或 Lenovo 支援網站下載並更新 Intel WiDi 軟體：http://www.lenovo.com/support。

附附附註註註：：：安裝 Intel WiDi 軟體的更新之前，請確定您已在 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BIOS) 設定中選取
IntegratedIntegratedIntegrated GraphicsGraphicsGraphics 做為圖形卡。如需如何存取 BIOS 設定的指示，請參閱電腦的使用手冊。

444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使用手冊

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第 2 章 連接無線顯示配接器

如果要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外接式顯示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將無線顯示配接器放在平坦的表面上或掛在牆壁上，如下圖所示。

圖例2. 將無線顯示配接器掛在牆壁上

2. 將 AC 電源整流器和 USB 2.0 纜線從選用設備包裝中取出。

3. 確定顯示器已關閉。使用 USB 2.0 纜線，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 AC 電源整流器。然後將 AC 電
源整流器連接到電源插座。

Dis pla y

OUT

S ource

IN

HDMI

圖例3. 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電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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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HDMI 纜線或 VGA 纜線，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顯示器。

HDMI

Dis p la y

OUT

S ource

IN
HDMI

圖例4. 使用 HDMI 纜線，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顯示器

Dis pla y

OUT

S ource

IN
HDMI

圖例5. 使用 VGA 纜線，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連接到顯示器

5. 將無線顯示配接器上的電源開關推到開啟位置。然後開啟顯示器。

圖例6. 將無線顯示配接器上的電源開關推到開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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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螢幕上根據連接的纜線類型（HDMI 纜線或 VGA 纜線）選取顯示器的來源。電源指示燈會開始
閃爍約五秒鐘。請稍後，顯示器上將出現啟動顯示畫面。此時即可開始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而且
電源指示燈將持續亮起穩定的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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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

本章提供下列指示：

•第 9 頁 『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 第 9 頁 『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

• 第 10 頁 『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

•第 10 頁 『將 NFC 標籤與 Lenovo QuickDisplay 搭配使用』

•第 11 頁 『透過 DLNA 技術，將無線顯示配接器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搭配使用』

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如果無線顯示配接器以前曾經連接到您的筆記型電腦，那麼無線顯示配接器將會顯示在投影機清單中。
按一下無線顯示配接器。然後連線會自動建立。如果這是第一次將您的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
器，請執行下列動作：

•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 和和和 WindowsWindowsWindows 888：

1. 啟動 Intel WiDi 程式或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

2. 在 Intel WiDi 視窗或 Lenovo QuickDisplay 視窗中，按一下網路清單中的無線顯示配接器圖示。無線
顯示配接器是透過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名稱識別。

3. 當畫面出現提示時，請輸入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個人識別碼 (PIN) 或按下無線顯示配接器左側的
Mode/WPS 按鈕。連線隨即建立，而且您的筆記型電腦螢幕會顯示在顯示器上。如果您想要中斷
筆記型電腦與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連線，請在 Intel WiDi 視窗或 Lenovo QuickDisplay 視窗中，按
一下無線顯示配接器圖示下方的中中中斷斷斷連連連接接接。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

1. 將指標移至螢幕右上角或右下角以顯示快速鍵。

2. 按一下裝裝裝置置置➙➙➙投投投影影影機機機➙➙➙新新新增增增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器器器以搜尋無線顯示配接器。

3. 在搜尋結果中，按一下無線顯示配接器。無線顯示配接器是透過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名稱識別。

4. 當畫面出現提示時，請輸入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 PIN 碼或按下無線顯示配接器左側的 Mode/WPS 按
鈕。連線隨即建立，而且您的筆記型電腦螢幕會顯示在顯示器上。如果您想要中斷筆記型電腦與無
線顯示配接器的連線，請按一下裝裝裝置置置➙➙➙投投投影影影機機機➙➙➙中中中斷斷斷連連連線線線。

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
您可以在兩種模式下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的設定：

•ManageAP 模式（建議）

•回復模式（無法在 ManageAP 模式下配置設定時的替代方法）

ManageAPManageAPManageAP 模模模式式式

如果要在 ManageAP 模式下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的設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透過 Wi-Fi 連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無線顯示配接器是透過顯示器螢幕右下角顯示的
ManageAP SSID 名稱識別。而且不需要密碼。

2.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在網址列輸入 192.168.16.1。隨即顯示設定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網頁。

3. 輸入帳戶名稱和密碼，然後按一下確確確定定定。依預設，帳戶名稱和密碼都是 admin。

4. 根據您的需求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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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回復復復模模模式式式

如果要在回復模式下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的設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住 Mode/WPS 按鈕，直到啟動顯示畫面顯示出來。

2. 透過 Wi-Fi 連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您可以透過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
Wi-Fi-Video-ReceiverWi-Fi-Video-ReceiverWi-Fi-Video-Receiver 名稱識別無線顯示配接器。而且不需要密碼。

3.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在網址列輸入 192.168.16.1。隨即顯示設定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網頁。

4. 輸入帳戶名稱和密碼，然後按一下確確確定定定。依預設，帳戶名稱和密碼都是 admin。

5. 根據您的需求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的設定。

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
如果要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附附附註註註：：：確保在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時，無線顯示配接器和筆記型電腦都已連接到電源插座。

1. 從下列網址將最新的韌體下載到筆記型電腦：
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附附附註註註：：：ManageAP 模式和回復模式所適用的韌體版本不同。請務必下載正確的韌體版本。

2. 透過 Wi-Fi 連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您可以在 ManageAP 模式或回復模式下建立連
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 頁 『配置無線顯示配接器』。

3.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在網址列輸入 192.168.16.1。隨即顯示設定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網頁。然後按
一下 FirmwareFirmwareFirmware 標籤。

4. 按一下新新新增增增韌韌韌體體體欄位附近的瀏瀏瀏覽覽覽以選取您已下載的韌體。

5. 按一下上上上傳傳傳新新新韌韌韌體體體。然後依照畫面上的指示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

如果您無法在 ManageAP 模式下更新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韌體，請在回復模式下更新韌體，或是將無線顯示配
接器重設為預設值。如果要將無線顯示配接器重設為預設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 Web 瀏覽器，然後在網址列輸入 192.168.16.1。隨即顯示設定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網頁。然後按
一下基基基本本本標籤。

2. 按一下還還還原原原預預預設設設值值值。無線顯示配接器會自動重新啟動。然後無線顯示配接器便會重設為預設值。

將 NFC 標籤與 Lenovo QuickDisplay 搭配使用
NFC 標籤是用來在筆記型電腦和無線顯示配接器之間快速而簡便地建立無線電通訊。NFC 標籤一次只能
指派給一個特定的無線顯示配接器。

附附附註註註：：：只有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作業系統支援 NFC 標籤。

使用 NFC 標籤之前，請確定筆記型電腦已安裝下列項目：

•NFC 讀取器

• Lenovo QuickDisplay 1.2 (Windows 7)

• Lenovo QuickDisplay 2.0 (Windows 8.1)

附附附註註註：：：

•只有特定電腦型號可支援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如果要檢查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是否可以安裝
在您的筆記型電腦上，請造訪 Lenovo 支援網站：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 如果您想要在筆記型電腦上安裝 Lenovo QuickDisplay 2.0，請確定您的電腦已配備 NFC 讀取器。否
則安裝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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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透過 NFC 標籤在無線顯示配接器與筆記型電腦之間建立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
1. 啟動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
2. 在筆記型電腦的 NFC 讀取器上掃描 NFC 標籤。
3. 當畫面出現提示時，按下 Mode/WPS 按鈕或輸入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 PIN 碼。然後連線會自動建立。

附附附註註註：：：如果您的筆記型電腦以前曾經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那麼在 NFC 讀取器上掃描 NFC 標籤
之後，連線便會自動建立。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
1. 在筆記型電腦的 NFC 讀取器上掃描 NFC 標籤。
2. 當畫面出現提示時，按下 Mode/WPS 按鈕或輸入顯示器螢幕上顯示的 PIN 碼。然後連線會自動建立。

附附附註註註：：：

•如果您的筆記型電腦以前曾經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那麼在筆記型電腦的 NFC 讀取器上掃描 NFC 標
籤之後，連線便會自動建立。

•如果在掃描 NFC 標籤之前，無線顯示配接器的名稱已經過變更，請在 Lenovo QuickDisplay 2.0 中變
更 NFC 標籤的名稱。

透過 DLNA 技術，將無線顯示配接器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搭配使用
有時候，您的筆記型電腦（配備 Windows 7 作業系統）沒有安裝 Intel WiDi 程式，可是您想要使用無線顯示
配接器將筆記型電腦畫面顯示在顯示器上。在此情況下，您可以透過數位生活網路聯盟 (DLNA) 技術，將無
線顯示配接器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搭配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可以當做數位媒體接收器 (DMR)，後者是
依指示傳遞內容。DLNA 是一組關於透過網路在多媒體裝置之間共用數位媒體資訊的業界標準。DLNA
已獲證實可支援 Windows 7 作業系統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如果要在 Windows 7 作業系統上透過 DLNA 技術，將無線顯示配接器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搭配使
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連接筆記型電腦與無線顯示配接器。然後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程式。

2. 從串串串流流流功能表中，選取啟啟啟動動動媒媒媒體體體串串串流流流處處處理理理。然後系統會提示您為筆記型電腦選擇媒體串流處理選項。

3. 按一下啟啟啟動動動媒媒媒體體體串串串流流流處處處理理理以顯示裝置清單。

4. 按一下數數數位位位媒媒媒體體體接接接收收收器器器欄位中的允允允許許許。然後按一下確確確定定定。

5.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您要播放的視訊或圖片，然後按一下播播播放放放至至至 ➙➙➙數數數位位位媒媒媒體體體接接接收收收器器器。視訊或圖片
會顯示在顯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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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常見問題
以下提供幾個要訣，可幫助您以最佳方式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應應應與與與哪哪哪一一一個個個版版版本本本的的的 IntelIntelIntel WiDiWiDiWiDi 搭搭搭配配配使使使用用用？？？

請使用 Intel WiDi 4.2.29 版或更新版本。

我我我可可可以以以將將將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同同同時時時連連連接接接到到到 Wi-FiWi-FiWi-Fi 網網網路路路和和和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嗎嗎嗎？？？

請務必先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 Wi-Fi 網路，再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我我我應應應該該該在在在哪哪哪裡裡裡下下下載載載最最最新新新的的的 IntelIntelIntel 圖圖圖形形形驅驅驅動動動程程程式式式、、、IntelIntelIntel 無無無線線線驅驅驅動動動程程程式式式和和和 IntelIntelIntel WiDiWiDiWiDi 軟軟軟體體體？？？

您可以在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下載最新的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Intel 無線驅動程式和 Intel WiDi 軟
體。視筆記型電腦的類型和型號而定，適合您電腦的版本可能有所不同。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設設設定定定頁頁頁面面面上上上的的的『『『AutoAutoAuto PBCPBCPBC』』』代代代表表表什什什麼麼麼？？？

如果您選擇啟用 AutoAutoAuto PBCPBCPBC 標籤，則當您第一次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時，不需要按下
Mode/WPS 按鈕或輸入 PIN 碼。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是是是否否否採採採用用用了了了高高高頻頻頻寬寬寬數數數位位位內內內容容容保保保護護護 (HDCP)(HDCP)(HDCP) 技技技術術術？？？

是，它採用了支援 HDMI 顯示器的 HDCP 2.0 版和 HDCP 2.1 版。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的的的最最最大大大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是是是多多多少少少？？？

無線顯示配接器的最大解析度為 1920 x 1080 像素，30 訊框/秒 (FPS)。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支支支援援援哪哪哪些些些無無無線線線安安安全全全功功功能能能？？？

無線顯示配接器支援 Wi-Fi 保護的存取 II (WPA2) 和金鑰大小為 128 位元的進階加密標準 (AES)。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上上上 HDMIHDMIHDMI 接接接頭頭頭的的的規規規格格格是是是什什什麼麼麼？？？

HDMI 1.3 接頭。

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的的的輸輸輸出出出功功功率率率是是是多多多少少少？？？

無線顯示配接器是透過 Micro USB 接頭輸出功率。功率輸出規格如下：
5 伏特，1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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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疑難排解
本章包含無線顯示配接器的疑難排解資訊。如果您在使用無線顯示配接器時遇到下列任何問題，請參
閱對應的答案。

•我我我無無無法法法在在在我我我的的的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上上上安安安裝裝裝 IntelIntelIntel WiDiWiDiWiDi 軟軟軟體體體。。。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查筆記型電腦是否符合下列網址所提供的 Intel WiDi 系統需求：http://supportkb.intel.com/wireless/
wireless-display/templates/selfservice/intelwidi/#portal/1026/article/2511。

2. 檢查筆記型電腦上安裝的下列驅動程式是否為最新版本：

–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

– Intel 無線驅動程式

3. 檢查您是否已在 BIOS 設定中選取 IntegratedIntegratedIntegrated GraphicsGraphicsGraphics 做為圖形卡。如需如何存取 BIOS 設定的指
示，請參閱電腦的使用手冊。

如果問題持續發生，請連絡 Lenovo 取得技術支援。

•我我我的的的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有有有一一一個個個 RealtekRealtekRealtek Wi-FiWi-FiWi-Fi 驅驅驅動動動程程程式式式，，，但但但是是是無無無法法法符符符合合合 IntelIntelIntel WiDiWiDiWiDi 的的的系系系統統統需需需求求求。。。

•視筆記型電腦的作業系統而定，執行下列動作：

–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安裝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只有特定的筆記型電腦型號可支援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如果要檢查 Lenovo QuickDisplay 程式是否可以安裝在您的筆記型電腦上，請造訪 Lenovo 支援
網站：http://www.lenovo.com/support/WDA。

–WindowsWindowsWindows 888：將作業系統更新到 Windows 8.1。然後將圖形驅動程式和 Realtek 驅動程式更新到下列網址
提供的最新版本：http://www.lenovo.com/support。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將圖形驅動程式和 Realtek 驅動程式更新到下列網址提供的最新版本：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 我我我無無無法法法透透透過過過最最最新新新的的的 IntelIntelIntel WiDiWiDiWiDi 軟軟軟體體體將將將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連連連接接接到到到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確定 Intel 圖形驅動程式和 Wi-Fi 驅動程式都是最新版本。

2. 從筆記型電腦的裝置清單中移除無線顯示配接器。然後重新啟動筆記型電腦。

3. 如果您遇到下列情況，可能是發生了動態頻率選擇 (DFS) 問題：
筆記型電腦在未連接到任何 Wi-Fi 網路時，可以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一旦筆記型電腦連接到
Wi-Fi 網路，它與無線顯示配接器的連線隨即失敗。
若要解決此問題，請參閱下列解決 DFS 問題的疑難排解要訣。

• 我我我遇遇遇到到到了了了 DFSDFSDFS 問問問題題題。。。

若要解決 DFS 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聯絡 IT 管理支援人員，請其將存取點設定在 2.4-GHz 頻帶的 Wi-Fi 通道上或 5-GHz 頻帶的非 DFS
通道上。

2. 執行下列動作，將筆記型電腦設定為使用 2.4-GHz 頻帶中的 Wi-Fi 通道：

a. 開啟裝裝裝置置置管管管理理理員員員視窗。

b.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筆記型電腦的網路介面卡。然後按一下內內內容容容。

c. 在屬屬屬性性性欄位中，選取偏偏偏好好好的的的頻頻頻帶帶帶。然後從值值值功能表選取偏偏偏好好好 2.42.42.4 GHzGHzGHz 頻頻頻帶帶帶。DFS 問題即告解決。

•我我我無無無法法法在在在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 作作作業業業系系系統統統下下下將將將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連連連接接接到到到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

如果 Windows 8.1 作業系統不是預先安裝，而是從 Windows 8 作業系統更新而來，那麼您的作業系統可
能沒有 Miracast 驅動程式。請聯絡 Lenovo 支援，以瞭解是否可以透過在筆記型電腦上安裝 Miracast
驅動程式的方式修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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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無無無法法法在在在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與與與以以以前前前連連連接接接過過過的的的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之之之間間間建建建立立立無無無線線線連連連線線線。。。

視筆記型電腦的作業系統而定，執行下列動作：

–WindowsWindowsWindows 777：

1. 按一下控控控制制制台台台➙➙➙裝裝裝置置置和和和印印印表表表機機機。然後移除裝置清單中的無線顯示配接器。

2. 再次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WindowsWindowsWindows 888 和和和 WindowsWindowsWindows 8.18.18.1：

1. 將指標移至螢幕右上角或右下角以顯示快速鍵。

2. 按一下設設設定定定➙➙➙變變變更更更電電電腦腦腦設設設定定定➙➙➙電電電腦腦腦和和和裝裝裝置置置➙➙➙裝裝裝置置置。然後移除投影機清單中的無線顯示配接器。

3. 再次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

•外外外接接接式式式顯顯顯示示示器器器或或或投投投影影影機機機上上上的的的顯顯顯示示示畫畫畫面面面太太太大大大或或或太太太小小小。。。

當外接式顯示器或投影機上的顯示畫面太大或太小時，請調整顯示畫面的大小。啟動 Intel WiDi 程式，然
後按一下設設設定定定➙➙➙圖圖圖片片片和和和音音音效效效➙➙➙調調調整整整裁裁裁剪剪剪。您可以選取 0（最小）到 15（最大）的大小來調整顯示畫面。

•外外外接接接式式式顯顯顯示示示器器器或或或投投投影影影機機機上上上的的的顯顯顯示示示畫畫畫面面面模模模糊糊糊或或或指指指標標標速速速度度度緩緩緩慢慢慢。。。

由於無線顯示配接器需要高頻寬的 Wi-Fi 網路，因此這個問題的可能原因可能是下列其中一項：

–您的筆記型電腦配備的是單頻 Wi-Fi 模組，這種模組不適合用於無線顯示配接器。請透過 VGA 纜
線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無線顯示配接器上的 VGA 輸入接頭，或改用另一部支援雙頻 WiFi 網路
的筆記型電腦。

–無線顯示配接器在 2.4-GHz 頻帶中佔用的通道發生壅塞。可能有其他裝置在使用與無線顯示配接器相
同的通道。您可以使用 2.4-GHz 頻帶或 5-GHz 頻帶中的另一個通道。

•將將將筆筆筆記記記型型型電電電腦腦腦設設設定定定為為為僅僅僅在在在 5-GHz5-GHz5-GHz 頻頻頻帶帶帶上上上進進進行行行連連連接接接後後後，，，在在在 Wi-FiWi-FiWi-Fi 網網網路路路清清清單單單中中中找找找不不不到到到無無無線線線顯顯顯示示示配配配接接接器器器。。。

務必將筆記型電腦設定為同時使用 2.4-GHz 頻帶和 5-GHz 頻帶。

• 我我我無無無法法法在在在 DLNADLNADLNA 裝裝裝置置置之之之間間間共共共用用用某某某些些些數數數位位位媒媒媒體體體。。。

DLNA 無法支援該數位媒體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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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服務及支援

以下資訊說明，在本產品的保固期限或使用期限內，所能取得的技術支援。有關 Lenovo 保證條款的完整
說明，請參閱『Lenovo 有限保固』。

線上技術支援
在產品使用期限內，都可以透過下列網站取得線上技術支援：
http://www.lenovo.com/support

在保固期限內，您也可以取得毀損元件的更換協助或交換服務。此外，如果選用設備安裝在 Lenovo 電腦
上，您也許可享到場服務。Lenovo 技術支援代表會協助您決定最佳的替代方案。

電話技術支援
在選用配備停止銷售 90 天後，您將無法取得『客戶支援中心』的安裝及配置支援。自該時起，將由 Lenovo
決定是否停止相關支援，或需支付一定費用才能取得支援。其他的支援服務，則僅需支付少許費用即可取得。

在聯絡 Lenovo 技術支援代表之前，請備妥下列資訊：選用配備名稱與編號、購買證明、電腦製造商、機
型、序號與手冊、錯誤訊息明確內容、問題說明，以及您系統的軟硬體配置資訊。

技術支援代表可能會要求您待在電腦旁，然後在電話中引導您解決問題。

電話號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您隨時可以在網站上找到 Lenovo 支援中心的最新電話清單，網址
為：http://www.lenovo.com/support/phone。如果其中未列出您所在國家或地區的電話號碼，請聯絡您的
Lenovo 轉銷商或 Lenovo 行銷服務人員。

© Copyright Lenovo 2014 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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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Lenovo 有限保固
L505-0010-02L505-0010-02L505-0010-02 08/201108/201108/2011

本『Lenovo 有限保固』包含下列各部分：

第第第一一一部部部分分分 --- 一一一般般般條條條款款款

第第第二二二部部部分分分 --- 各各各國國國家家家///地地地區區區特特特定定定條條條款款款

第第第三三三部部部分分分 ---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資資資訊訊訊

第第第二二二部部部分分分之條款依特定國家/地區規定，取代或修改第第第一一一部部部分分分之條款。

第一部分 - 一般條款
本『Lenovo 有限保固』僅適用於　貴客戶基於自用而非轉售用途所購買的 Lenovo 硬體產品。如需本
『Lenovo 有限保固』之其他語言版本，請參閱 www.lenovo.com/warranty。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涵涵涵蓋蓋蓋之之之範範範圍圍圍

Lenovo 保證　貴客戶所購買之 Lenovo 硬體產品於保固期限正常使用之情況下，均無材料及製造上之缺陷。
產品之保固期限，自　貴客戶銷售收據或發票上所示之購買原始日期起計算，或由 Lenovo 另行指定。
產品所適用之保固期限與保固服務類型，依以下『第第第三三三部部部分分分 ---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資資資訊訊訊』之規定。本保固僅適用於
原購買國家或地區之產品。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係係係 LenovoLenovoLenovo 對對對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之之之唯唯唯一一一保保保證證證且且且取取取代代代其其其他他他一一一切切切明明明示示示或或或默默默示示示之之之保保保證證證或或或條條條件件件（（（包包包括括括但但但不不不限限限於於於可可可商商商用用用性性性
或或或符符符合合合特特特定定定目目目的的的之之之任任任何何何默默默示示示保保保證證證或或或條條條件件件）））。。。倘倘倘某某某些些些國國國家家家或或或地地地區區區法法法律律律規規規定定定不不不得得得排排排除除除明明明示示示或或或默默默示示示之之之保保保證證證，，，則則則不不不適適適
用用用上上上述述述排排排除除除條條條款款款。。。在在在此此此種種種情情情況況況下下下，，，此此此等等等保保保證證證僅僅僅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該該該法法法律律律規規規定定定之之之範範範圍圍圍與與與期期期間間間，，，且且且僅僅僅於於於保保保固固固期期期限限限內內內有有有效效效。。。倘倘倘
某某某些些些國國國家家家或或或地地地區區區法法法律律律規規規定定定不不不得得得限限限制制制默默默示示示保保保證證證之之之有有有效效效期期期間間間，，，則則則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上上上述述述期期期間間間限限限制制制。。。

如如如何何何取取取得得得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

倘產品於保固期限內之運作與保證內容不符，請洽詢 Lenovo 或經 Lenovo 授權之服務供應商，以取得保固服
務。如需授權之服務供應商清單及其電話號碼，請參閱：www.lenovo.com/support/phone。

各服務處不一定皆能提供所述之保固服務，且不同地點之保固內容可能有所差異。若非服務供應商正常服務
範圍內，可能另行收費。如需　貴客戶所在地點之特定資訊，請聯絡當地服務供應商。

客客客戶戶戶就就就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應應應負負負之之之責責責任任任

取得保固服務前，　貴客戶必須完成下列步驟：
• 遵循服務供應商規定之服務請求程序；
• 備份或妥善保存產品內之所有程式與資料；
• 提供服務供應商所有系統金鑰或密碼；
•提供服務供應商可充分、自由及安全存取　貴客戶設備之維護環境，以執行維修服務；
•移除產品內之所有資料，包括機密資訊、專有資訊和個人資訊，若有任何資訊無法移除，請修改資訊以防
他人存取，或使其成為非相關法律所規定之個人資料。倘退還之產品或基於保固服務而存取之產品內有任
何資料（包括機密資訊、專有資訊或個人資訊）遺失或遭人揭露，服務供應商概不負任何責任；

•移除非保固範圍內之所有功能、零件、配件、改裝物及附加物；
• 確保無禁止更換產品或零件之法律限制；
•若　貴客戶非產品或零件之所有人，必須取得所有人之授權，始得由服務供應商提供保固服務。

© Copyright Lenovo 2014 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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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之之之服服服務務務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如如如何何何修修修補補補產產產品品品問問問題題題

貴客戶聯絡服務供應商時，請務必遵循既定之問題判斷與解決程序。

服務供應商會嘗試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或遠端輔助方式來診斷及解決問題。服務供應商可能指示　貴客戶下
載及安裝指定之軟體更新。

部分問題經由　貴客戶自行安裝更換零件即可解決，該等零件稱為『客戶可自行更換組件』或簡稱
『CRU』。若是這種情形，服務供應商會將 CRU 運送至　貴客戶所在處所，由　貴客戶自行安裝。

若透過電話、套用軟體更新或安裝 CRU 皆無法解決問題，服務供應商將依據以下『第第第三三三部部部分分分 ---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
資資資訊訊訊』中指定之產品保固服務類型來安排維修。

若服務供應商判斷產品無法修繕，服務供應商將提供功能不亞於原產品之更換品。

若服務供應商判斷產品無法修繕，亦無法以更換產品取代，　貴客戶得依據本有限保固將產品退還予原購買
處或 Lenovo，並索回　貴客戶購買時所支付之金額。

更更更換換換產產產品品品與與與零零零件件件

保固服務涉及更換產品或零件時，換下之產品或零件歸 Lenovo 所有，更換產品或零件則歸　貴客戶所有。僅
未改動之 Lenovo 產品及零件符合更換條件。由 Lenovo 提供之替換產品或零件可能不是全新，但必定能夠正
常運作，而且功能至少與原產品或零件之功能相當。替換產品或零件，其保固期為原產品或零件剩餘保固期。

個個個人人人聯聯聯絡絡絡資資資訊訊訊之之之使使使用用用

如　貴客戶依據本保固取得服務，即表示　貴客戶授權 Lenovo 儲存、使用及處理保固服務之相關資訊，
以及　貴客戶之聯絡資訊，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地址及電子郵件地址。Lenovo 得使用此資訊執行本保
固所提供之服務。本公司可能會聯絡　貴客戶以瞭解您對保固服務的滿意度，或告知產品回收或安全問
題的相關資訊。為達成這些目標，　貴客戶授權 Lenovo 將　貴客戶之資訊轉移至本公司進行行銷所在
之任何國家或地區，並將　貴客戶之資訊提供予本公司之代理機構。本公司亦可能於法律要求下公佈此
資訊。如需瞭解 Lenovo 之隱私權政策，請參閱 www.lenovo.com/。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未未未涵涵涵蓋蓋蓋之之之範範範圍圍圍

本『保固』未涵蓋下列範圍：
• 產品運作不中斷或完全無誤；
• 產品導致　貴客戶之資料遺失或損毀；
• 隨附於產品中或後續安裝之任何軟體程式；
•因使用不當、濫用、意外、修改、實體或操作環境不當、天災、突波電流、維修不當或未依產品資訊內容
使用所導致之故障或損壞；

• 非授權服務提供者所致使之損壞；
•任何第三人之產品（包括 Lenovo 應　貴客戶要求而提供或整合於 Lenovo 產品中之產品）所造成
之故障或損壞；

•任何技術或其他支援，例如協助答覆『如何操作』問題及產品設定與安裝等問題；
•識別標籤遭到竄改或已除去識別標籤之產品或零件。

責責責任任任限限限制制制

Lenovo 僅就產品於下列情況所遭受之毀損或滅失負責：服務供應商持有產品時，或服務供應商所負
擔之運送途中。

對於產品內之任何資料（包括機密資訊、專有資訊或個人資訊）遺失或遭人揭露，Lenovo 或服務供應
商皆無需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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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於於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下下下，，，即即即使使使本本本文文文件件件內內內所所所規規規定定定之之之任任任何何何救救救濟濟濟方方方式式式未未未能能能達達達成成成其其其基基基本本本目目目的的的者者者，，，LenovoLenovoLenovo、、、其其其關關關係係係企企企業業業、、、供供供應應應
商商商、、、經經經銷銷銷商商商或或或服服服務務務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均均均無無無需需需就就就下下下列列列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負負負擔擔擔賠賠賠償償償責責責任任任：：：1)1)1) 第第第三三三人人人向向向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請請請求求求之之之損損損害害害賠賠賠償償償；；；2)2)2)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資資資料料料遺遺遺失失失、、、損損損毀毀毀或或或遭遭遭人人人揭揭揭露露露；；；3)3)3) 特特特殊殊殊損損損害害害、、、附附附帶帶帶損損損害害害、、、懲懲懲罰罰罰性性性損損損害害害、、、間間間接接接損損損害害害或或或衍衍衍生生生性性性損損損害害害，，，
包包包括括括但但但不不不限限限於於於利利利潤潤潤損損損失失失、、、營營營業業業收收收益益益損損損失失失、、、商商商譽譽譽損損損害害害或或或預預預期期期結結結餘餘餘損損損失失失，，，且且且縱縱縱使使使已已已被被被告告告知知知有有有此此此可可可能能能性性性者者者，，，亦亦亦
無無無論論論索索索賠賠賠係係係基基基於於於契契契約約約、、、保保保固固固、、、疏疏疏失失失、、、無無無過過過失失失責責責任任任或或或其其其他他他責責責任任任者者者，，，亦亦亦然然然。。。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下下下，，，LenovoLenovoLenovo、、、其其其關關關係係係企企企
業業業、、、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經經經銷銷銷商商商或或或服服服務務務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就就就任任任何何何原原原因因因所所所造造造成成成之之之損損損害害害，，，其其其應應應付付付之之之賠賠賠償償償責責責任任任總總總額額額不不不得得得超超超過過過實實實際際際直直直接接接損損損
害害害之之之金金金額額額，，，亦亦亦不不不得得得超超超過過過針針針對對對產產產品品品所所所支支支付付付之之之金金金額額額。。。

前前前述述述限限限制制制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人人人身身身傷傷傷害害害（（（包包包括括括死死死亡亡亡）））所所所致致致損損損害害害，，，亦亦亦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 LenovoLenovoLenovo 需需需依依依法法法賠賠賠償償償之之之不不不動動動產產產或或或有有有形形形財財財產產產之之之
損損損害害害。。。倘倘倘法法法律律律規規規定定定不不不得得得排排排除除除或或或限限限制制制附附附帶帶帶或或或衍衍衍生生生性性性損損損害害害，，，則則則上上上述述述排排排除除除或或或限限限制制制可可可能能能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之之之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賦賦賦予予予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具具具體體體特特特定定定之之之法法法律律律權權權利利利。。。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依依依所所所屬屬屬管管管轄轄轄地地地區區區之之之相相相關關關法法法律律律，，，可可可能能能享享享有有有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依依依據據據
與與與 LenovoLenovoLenovo 之之之書書書面面面合合合約約約，，，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亦亦亦可可可能能能享享享有有有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不不不影影影響響響任任任何何何法法法定定定權權權利利利，，，包包包括括括不不不得得得以以以契契契約約約免免免除除除
或或或限限限制制制之之之，，，由由由管管管制制制消消消費費費類類類商商商品品品銷銷銷售售售之之之相相相關關關法法法律律律或或或規規規定定定所所所生生生之之之消消消費費費者者者權權權利利利。。。

第二部分 - 各國家/地區特定條款
澳澳澳洲洲洲

『Lenovo』 係指 Lenovo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imited ABN 70 112 394 411，地址：Level 10,
North Tower, 1-5 Railway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電話：+61 2 8003 8200，電子郵件地址：
lensyd_au@lenovo.com

下列文句取代『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涵涵涵蓋蓋蓋之之之範範範圍圍圍：：：

Lenovo 保證　貴客戶所購買之硬體產品於保固期限正常使用之情況與條件下，均無材料及製造上之缺陷。
若產品於保固期限內由於所涵蓋之缺陷而發生故障，Lenovo 將依據本有限保固提供補救措施。產品之保固
期間，除非 Lenovo 另以書面通知，自　貴客戶銷售收據或發票上所示之購買原始日期起計算。產品所適用
之保固期限與保固服務類型，依以下第第第三三三部部部分分分 ---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資資資訊訊訊之規定。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所所所賦賦賦予予予之之之權權權益益益，，，係係係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依依依法法法享享享有有有之之之權權權利利利與與與補補補償償償以以以外外外的的的附附附加加加權權權益益益，，，包包包括括括依依依據據據澳澳澳洲洲洲消消消費費費者者者法法法所所所賦賦賦
予予予之之之權權權利利利。。。

下列文句取代『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更更更換換換產產產品品品與與與零零零件件件：：：

保固服務涉及更換產品或零件時，換下之產品或零件歸 Lenovo 所有，更換產品或零件則歸　貴客戶所有。
僅未改動之 Lenovo 產品及零件符合更換條件。由 Lenovo 提供之替換產品或零件可能不是全新，但必定能夠
正常運作，而且功能至少與原產品或零件之功能相當。替換產品或零件，其保固期為原產品或零件剩餘保固
期。送交維修之產品與零件，得以同類型經整修後之產品或零件更換之，而非針對產品或零件進行修繕。產
品修繕可能會使用經整修後之零件；若產品內保留有使用者產生的資料，產品修繕可能導致資料遺失。

下列文句新增至『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個個個人人人聯聯聯絡絡絡資資資訊訊訊之之之使使使用用用：：：

若　貴客戶拒絕提供個人資訊，或者不願本公司將　貴客戶之個人資訊轉移至代理商或承包商，則 Lenovo
將無法執行本保固所提供之服務。依據 1988 年制訂之隱私權法 (Privacy Act 1988)，　貴客戶有權存取個人聯
絡資訊，並聯絡 Lenovo 要求更正其中的任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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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句取代『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責責責任任任限限限制制制：：：

Lenovo 僅就產品於下列情況所遭受之毀損或滅失負責：服務供應商持有產品時，或服務供應商所負
擔之運送途中。

對於產品內之任何資料（包括機密資訊、專有資訊或個人資訊）遺失或遭人揭露，Lenovo 或服務供應
商皆無需負任何責任。

在在在法法法律律律允允允許許許之之之範範範圍圍圍內內內，，，於於於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下下下，，，即即即使使使本本本文文文件件件內內內所所所規規規定定定之之之任任任何何何救救救濟濟濟方方方式式式未未未能能能達達達成成成其其其基基基本本本目目目的的的者者者，，，
LenovoLenovoLenovo、、、其其其關關關係係係企企企業業業、、、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經經經銷銷銷商商商或或或服服服務務務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均均均無無無需需需就就就下下下列列列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負負負擔擔擔賠賠賠償償償責責責任任任：：：1)1)1) 第第第三三三人人人向向向　　　貴貴貴
客客客戶戶戶請請請求求求之之之損損損害害害賠賠賠償償償；；；2)2)2)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資資資料料料遺遺遺失失失、、、損損損毀毀毀或或或遭遭遭人人人揭揭揭露露露；；；3)3)3) 特特特殊殊殊損損損害害害、、、附附附帶帶帶損損損害害害、、、懲懲懲罰罰罰性性性損損損害害害、、、間間間接接接
損損損害害害或或或衍衍衍生生生性性性損損損害害害，，，包包包括括括但但但不不不限限限於於於利利利潤潤潤損損損失失失、、、營營營業業業收收收益益益損損損失失失、、、商商商譽譽譽損損損害害害或或或預預預期期期結結結餘餘餘損損損失失失，，，且且且縱縱縱使使使已已已被被被告告告知知知
有有有此此此可可可能能能性性性者者者，，，亦亦亦無無無論論論索索索賠賠賠係係係基基基於於於契契契約約約、、、保保保固固固、、、疏疏疏失失失、、、無無無過過過失失失責責責任任任或或或其其其他他他責責責任任任者者者，，，亦亦亦然然然。。。任任任何何何情情情況況況下下下，，，
LenovoLenovoLenovo、、、其其其關關關係係係企企企業業業、、、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經經經銷銷銷商商商或或或服服服務務務供供供應應應商商商就就就任任任何何何原原原因因因所所所造造造成成成之之之損損損害害害，，，其其其應應應付付付之之之賠賠賠償償償責責責任任任總總總額額額不不不
得得得超超超過過過實實實際際際直直直接接接損損損害害害之之之金金金額額額，，，亦亦亦不不不得得得超超超過過過針針針對對對產產產品品品所所所支支支付付付之之之金金金額額額。。。

前前前述述述限限限制制制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人人人身身身傷傷傷害害害（（（包包包括括括死死死亡亡亡）））所所所致致致損損損害害害，，，亦亦亦不不不適適適用用用於於於 LenovoLenovoLenovo 需需需依依依法法法賠賠賠償償償之之之不不不動動動產產產或或或有有有形形形財財財
產產產之之之損損損害害害。。。

下列文句取代『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之之之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

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賦賦賦予予予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具具具體體體特特特定定定之之之法法法律律律權權權利利利。。。　　　貴貴貴客客客戶戶戶依依依法法法亦亦亦享享享有有有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包包包括括括依依依據據據澳澳澳洲洲洲消消消費費費者者者法法法所所所賦賦賦予予予之之之
權權權利利利。。。本本本保保保固固固不不不影影影響響響任任任何何何法法法定定定權權權利利利或或或依依依法法法得得得享享享有有有之之之其其其他他他權權權利利利，，，包包包括括括不不不得得得以以以契契契約約約免免免除除除或或或限限限制制制之之之權權權利利利。。。

例如，本公司產品附帶提供依據澳洲消費者法不得排除之保證事項。　貴客戶有權就嚴重故障請求更換
或退款，亦可就其他任何合理預知之損失或損害請求補償。此外，若產品未達可接受的品質，且非屬嚴
重故障，　貴客戶亦有權請求修復或更換產品。

紐紐紐西西西蘭蘭蘭

下列文句新增至『第一部分』之同一節：

個個個人人人資資資訊訊訊之之之使使使用用用：：：

若　貴客戶拒絕提供個人資訊，或者不願本公司將　貴客戶之個人資訊轉移至代理商或承包商，則 Lenovo
將無法執行本保固所提供之服務。依據 1993 年制訂之隱私權法 (Privacy Act 1993)，　貴客戶有權存取個
人資訊，並聯絡 Lenovo (Australia & New Zealand) Pty Limited ABN 70 112 394 411，要求更正其中的任何
錯誤，地址：Level 10, North Tower, 1-5 Railway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電話：61 2 8003 8200，
電子郵件地址：lensyd_au@lenovo.com

孟孟孟加加加拉拉拉、、、柬柬柬埔埔埔寨寨寨、、、印印印度度度、、、印印印尼尼尼、、、尼尼尼泊泊泊爾爾爾、、、菲菲菲律律律賓賓賓、、、越越越南南南及及及斯斯斯里里里蘭蘭蘭卡卡卡

在『第一部分』新增下列內容：

爭爭爭議議議解解解決決決辦辦辦法法法

肇因於或涉及本保固之爭議，應於新加坡透過仲裁予以最終解決。本保固應依據新加坡之法律來約束、解釋
及執行，而不適用其法律衝突規則。若於印印印度度度取得產品，則肇因於或涉及本保固之爭議，應於印度班加羅爾
透過仲裁予以最終解決。新加坡之仲裁應依據當時實行的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SIAC 規則』）
進行。印度之仲裁應依據當時實行的印度法律進行。仲裁裁決為最終裁決，對各方具有約束力且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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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裁決，均應以書面為之，並具體陳述事實之發現及法律結果。所有仲裁程序，包括於仲裁中提出之一切
文件，應採用英語。本保固之英文版效力在仲裁中的效力優先於其他語言版本。

歐歐歐洲洲洲經經經濟濟濟區區區域域域 (EEA)(EEA)(EEA)

在『第一部分』新增下列內容：

位於 EEA 之客戶可透過下列地址聯絡 Lenovo：EMEA Service Organisation, Lenovo (International) B.V., Floor
2, Einsteinova 21,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ia。　貴客戶於 EEA 國家購買之 Lenovo 硬體產品， 可於 Lenovo
已發佈並銷售該產品之任何 EEA 國家取得本保固所提供之服務。

俄俄俄羅羅羅斯斯斯

在『第一部分』新增下列內容：

產產產品品品使使使用用用壽壽壽命命命

產品使用壽命自購買原始日期起計算為期四 (4) 年。

第三部分 - 保固服務資訊
產產產品品品類類類型型型 採採採購購購國國國家家家或或或地地地區區區 保保保固固固期期期間間間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類類類型型型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全球 1 年 1、4

必要時，　貴客戶之服務供應商將依產品所適用之保固服務類型或可提供服務，為　貴客戶提供修繕或更換
服務。服務排程視　貴客戶叫修時間、零件供應、及其他因素而定。

保保保固固固服服服務務務類類類型型型

1.1.1.客客客戶戶戶可可可自自自行行行更更更換換換組組組件件件 (((『『『CRUCRUCRU』』』))) 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CRU 服務』，服務供應商會自費將 CRU 運送至　貴客戶所在處所，由　貴客戶自行安裝。CRU 資
訊與更換指示會隨產品附上，亦可隨時要求 Lenovo 提供。可由　貴客戶輕易安裝之 CRU 稱為『自助式
CRU』。『可選服務式 CRU』 則可能需要若干技術與工具。自助式 CRU 之安裝，由　貴客戶自行負
責。依　貴客戶產品所適用之保固服務類型，　貴客戶得要求服務供應商安裝可選服務式 CRU。　貴
客戶得向服務供應商或 Lenovo 購買可選服務項目，屆時可為　貴客戶安裝自助式 CRU。本產品隨附之
出版品或 www.lenovo.com/CRUs 網站上，均有 CRU 清單及相關指示。有缺陷之 CRU 之退還要件（如
有），將於 CRU 更換品附隨之說明書中載明。若需退還，則 1) CRU 更換品出貨時應檢附退貨指示、
預付退貨運送標籤與外箱；以及 2) 若服務供應商於　貴客戶收受 CRU 更換品後三十 (30) 日內未收到該
有缺陷之 CRU，服務供應商得要求　貴客戶就 CRU 更換品付費。

2.2.2.到到到府府府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到府服務』，服務供應商將於　貴客戶所在處修繕或更換產品。　貴客戶必須提供適當工作區
域，以利產品之拆解與重新組裝。某些修繕可能必須在服務中心進行。若是這種情形，服務供應商會
自費將產品送到服務中心。

3.3.3.專專專人人人取取取送送送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郵寄或倉庫服務』，服務供應商會自費將　貴客戶之產品運送至指定之服務中心進行修繕或更
換。　貴客戶須負責拔除產品所有接線，並使用提供予　貴客戶之運送用集裝箱妥善包裝，以便將產品
運往指定之服務中心。　貴客戶之產品將由貨運人員收取後交付至指定之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會自費將
產品送還給　貴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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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客客客戶戶戶運運運送送送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客戶運送服務』，　貴客戶需自費將產品送到指定之服務中心進行修繕或更換，且所有風險由　貴客
戶自行承擔。於產品業經修繕或更換後，　貴客戶即可取回。若　貴客戶未能取回該產品，服務供應商得以
自認合適的方式處理產品，且無需負任何賠償責任。

5.5.5.郵郵郵寄寄寄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郵寄服務』，　貴客戶需自費將產品郵寄至指定之服務中心進行修繕或更換，且所有風險由　貴
客戶自行承擔。於產品業經修繕或更換後，Lenovo 會自費將產品送還給　貴客戶並承擔所有風險，
惟服務供應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6.6.6.客客客戶戶戶雙雙雙程程程郵郵郵寄寄寄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客戶雙程郵寄服務』，　貴客戶需自費將產品送到指定之服務中心進行修繕或更換，且所有風險
由　貴客戶自行承擔。於產品業經修繕或更換後，即可將產品送還給　貴客戶，運送費用及風險均由　
貴客戶自行承擔。若　貴客戶未能安排取回產品之運送事宜，服務供應商得以自認合適的方式處理該產
品，且無需負任何賠償責任。

7.7.7.產產產品品品更更更換換換服服服務務務

依據『產品更換服務』，替換產品將由 Lenovo 送至　貴客戶所在處。　貴客戶應負責機器之安裝及其運作驗
證事宜。更換故障產品時，替換產品歸　貴客戶所有，故障產品則歸 Lenovo 所有。　貴客戶必須將故障產
品包裝於收到更換產品時之運貨箱內，再將其送回 Lenovo。雙程之運費均由 Lenovo 支付。若　貴客戶未使
用收到更換產品時之運貨箱，運送期間故障產品所發生之任何損壞，其責任由　貴客戶自行承擔。若 Lenovo
於　貴客戶收受替換產品後三十 (30) 日內未收到該故障產品，Lenovo 得要求　貴客戶就該替換產品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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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電子放射注意事項

下列資訊適用於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 0A36122, 0A36123, 0A36124, and 0A36125.

Model No.: WMTB-177N

FCC ID: MXF-WMTB-177N

附附附註註註：：：The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Model: WMTB-177N) underw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 FCC Part
15 Subpart B compliance under its FCC ID number.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an authorized dealer o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Shielded cables must be used with this unit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Class B FCC limits.

Lenovo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radio or television interference caused by using other than specified or recommended
cables and connectors or by unauthorized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equipment. Unauthorized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Responsible Party:
Lenovo (United States) Incorporated
1009 Think Place - Building One
Morrisville, NC 27560
Phone Number: 919-294-5900

RFRFRF ExposureExposureExposure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The radiated output power of the Lenovo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is far below the FCC RF exposure
limits. To comply with FCC RF exposure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 separation distance of at least 20 cm must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antenna of this device and all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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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RadioRadio FrequencyFrequencyFrequency interferenceinterferenceinterference requirementsrequirementsrequirements

When you use a wireless LAN adapter in the 802.11 a/n transmission mode:

• Each device is restricted to indoor use due to its operation in the 5150 to 5250 MHz frequency range. FCC
requires these products to be used indoors for the frequency range 5150 to 5250 MHz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co-channel Mobile Satellite systems.

• High power radars are allocated as primary users of the 5250 to 5350 MHz and 5650 to 5850 MHz bands. These
radar stations can cause interference with and/or damage this device.

The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comply with the frequency stability test within its operating temperatures
from -5 °C to 40 °C.

CanadaCanadaCanada - IndustryIndustryIndustry CanadaCanadaCanada (IC)(IC)(IC)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 IC ID: 3069B-WMTB177N

IndustryIndustryIndustry CanadaCanadaCanada ClassClassClass BBB emissionemissionemission compliancecompliancecompliance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This Class B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

AvisAvisAvis dedede conformitéconformitéconformité ààà lalala réglementationréglementationréglementation d’Industried’Industried’Industrie CanadaCanadaCanada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LowLowLow PowerPowerPower License-ExemptLicense-ExemptLicense-Exempt RadioRadioRadio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DevicesDevicesDevices (RSS-210)(RSS-210)(RSS-210)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PermisPermisPermis d’émissiond’émissiond’émission ààà faiblefaiblefaible puissancepuissancepuissance ––– CasCasCas desdesdes appareilsappareilsappareils dedede communicationscommunicationscommunications radioradioradio

L’utilisation de ce dispositif est autorisée seulement a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u dispositif doit être prêt à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reçu, même
si c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du dispositif.

When you use a wireless LAN adapter in the 802.11 a/n transmission mode:

• The devices for the band 5150–5250 MHz are only for indoor usage to reduce potential for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co-channel Mobile Satellite systems.

• High power radars are allocated as primary users (meaning they have priority) of 5250–5350 MHz and
5650–5850 MHz and these radars could cause interference and/or damage to LELAN (Licence-Exempt Local
Area Network) devices.

Lorsque vous utilisez la carte pour réseau local sans fil en mode de transmission 802.11 a/n:

• Tout appareil destiné à la bande 5150-5250 MHz devra être exclusivement utilisé en intérieur afin de
réduire les risques de perturbations électromagnétiques gênantes sur les systèmes de satellite mobile dans
un même canal.

• Les radars à forte puissance sont désignés comme les utilisateurs principaux (c'est-à-dire qu'ils sont prioritaires)
des bandes 5250-5350 MHz et 5650-5850 MHz. Ils peuvent provoquer des perturbations électromagnétiques
sur les appareils de type LELAN (réseau de communication local sans licence) ou les endommager.

ExposureExposureExposure ofofof humanshumanshumans tototo RFRFRF fieldsfieldsfields (RSS-102)(RSS-102)(RS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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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employ low gain integral antennas that do not emit RF field in excess of
Health Canada limits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onsult Safety Code 6, obtainable from Health Canada's Web
site at: http://www.hc-sc.gc.ca/.

The radiated energy from the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antennas conforms to the IC limit of the RF
exposure requirement regarding IC RSS-102, Issue 4.

ConformitéConformitéConformité desdesdes appareilsappareilsappareils dedede radiocommunicationradiocommunicationradiocommunication auxauxaux limiteslimiteslimites d'expositiond'expositiond'exposition humainehumainehumaine auxauxaux radiofréquencesradiofréquencesradiofréquences (CNR-102)(CNR-102)(CNR-102)

Le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utilise des antennes intégrales à faible gain qui n'émettent pas un champ
électromagnétique supérieur aux normes imposées par Santé Canada pour la population. Consultez le Code
de sécurité 6 sur le site Internet de Santé Canada à l'adresse :http://www.hc-sc.gc.ca/.

L'énergie émise par les antennes du ThinkPad Wireless Display Adapter respecte la limite d'exposition aux
radiofréquences telle que définie par Industrie Canada dans la du document CNR-102, version 4.

EuropeanEuropeanEuropean UnionUnionUnion --- ComplianceComplianceCompliance tototo thethethe ElectromagneticElectromagneti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CompatibilityCompatibility DirectiveDirectiveDirective

This produc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EU Council Directive 2004/108/EC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Lenovo cannot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any failure to satisfy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resulting from a non-recommended modification of
the product, including the installation of option cards from other manufacturers.

This produc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Class B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according to European Standard EN 55022. The limits for Class B equipment were derived for typic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interference with licensed communication devices.

Lenovo, Einsteinova 21, 851 01 Bratislava, Slovakia

GermanGermanGerman ClassClassClass BBB compliancecompliancecompliance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DeutschsprDeutschsprDeutschspr achigerachigerachiger EUEUEU Hinweis:Hinweis:Hinweis:

HinweisHinweisHinweis fürfürfür GerGerGerätätäteee derderder KlasseKlasseKlasse BBB EU-RichtlinieEU-RichtlinieEU-Richtlinie zurzurzur ElektrElektrElektromagnetischenomagnetischenomagnetischen VVVererertrtrträglichkäglichkäglichk eiteiteit
Dieses Produkt entspricht den Schutzanforderungen der EU-Richtlinie 2004/108/EG (früher 89/336/EWG) zur
Angleichung der Rechtsvorschriften über die elektromagnetische Verträglichkeit in den EU-Mitgliedsstaaten
und hält die Grenzwerte der EN 55022 Klasse B ein.

Um dieses sicherzustellen, sind die Geräte wie in den Handbüchern beschrieben zu installieren und zu
betreiben. Des Weiteren dürfen auch nur von der Lenovo empfohlene Kabel angeschlossen werden.
Lenovo übernimmt kein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Einhaltung der Schutzanforderungen, wenn das Produkt
ohne Zustimmung der Lenovo verändert bzw. wenn Erweiterungskomponenten von Fremdherstellern ohne
Empfehlung der Lenovo gesteckt/eingebaut werden.

Deutschland:Deutschland:Deutschland:

EinhaltungEinhaltungEinhaltung desdesdes GesetzGesetzGesetzeseses überüberüber diediedie elektrelektrelektromagnetischeomagnetischeomagnetische VVVererertrtrträglichkäglichkäglichk eiteiteit vonvonvon BetriebsmittBetriebsmittBetriebsmitt elnelneln
Dieses Produkt entspricht dem „Gesetz über die elektromagnetische Verträglichkeit von Betriebsmitteln“
EMVG (früher „Gesetz über die elektromagnetische Verträglichkeit von Geräten“). Dies ist die Umsetzung der
EU-Richtlinie 2004/108/EG (früher 89/336/EW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附錄 C. 電子放射注意事項 272727

http://www.hc-sc.gc.ca/
http://www.hc-sc.gc.ca/


ZZZulassungsbescheinigungulassungsbescheinigungulassungsbescheinigung lautlautlaut demdemdem DeutschenDeutschenDeutschen GesetzGesetzGesetz überüberüber diediedie elektrelektrelektromagnetischeomagnetischeomagnetische VVVererertrtrträglichkäglichkäglichk eiteiteit vonvonvon
BetriebsmittBetriebsmittBetriebsmitt eln,eln,eln, EMVGEMVGEMVG vomvomvom 20.20.20. JuliJuliJuli 200720072007 (früher(früher(früher GesetzGesetzGesetz überüberüber diediedie elektrelektrelektromagnetischeomagnetischeomagnetische VVVererertrtrträglichkäglichkäglichk eiteiteit
vonvonvon GerGerGerätätäten),en),en), bzwbzwbzw... derderder EMVEMVEMV EGEGEG RichtlinieRichtlinieRichtlinie 2004/108/EC2004/108/EC2004/108/EC (früher(früher(früher 89/336/EWG),89/336/EWG),89/336/EWG), fürfürfür GerGerGerätätäteee derderder KlasseKlasseKlasse B.B.B.

Dieses Gerät ist berechtig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m Deutschen EMVG das EG-Konformitätszeichen
- CE - zu führen.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nach Paragraf 5 des EMVG ist die Lenovo
(Deutschland) GmbH, Gropiusplatz 10, D-70563 Stuttgart.

Informationen in Hinsicht EMVG Paragraf 4 Abs. (1) 4:
DasDasDas GerGerGerätätät erererfülltfülltfüllt diediedie SchutzanforSchutzanforSchutzanfor derungenderungenderungen nachnachnach ENENEN 550245502455024 undundund ENENEN 550225502255022 KlasseKlasseKlasse B.B.B.

EnglishEnglishEnglish

Hereby,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eclares that the wireless equipment listed in this section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9/5/EC.

EUEUEU FrequencyFrequencyFrequency bandbandband restrictionrestrictionrestriction forforfor aaa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Usage of this device is limited to indoor in the band 5150 to 5350 MHz (channels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BulgarianBulgarianBulgarian

CroatianCroatianCroatian

Ovime,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izjavljuje da oprema za bězǐcnu komunikaciju koja je navedena u ovom odjelu,
sukladna je sa nǔznim zahtjevima i drugim ogranǐcenjima Direktive 1995/5/EC.

OgraniOgraniOgranǐ̌̌cenjecenjecenje frekvencijskogfrekvencijskogfrekvencijskog pojasapojasapojasa zazaza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uuu EUEUEU

Korǐstenje uređaja je ogranǐceno u zatvorenim prostorima na spektar 5150 do 5350 MHz (kanal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CzechCzechCz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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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shDanishDanish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erklærer hermed, at det trådløse udstyr, der er nævnt i dette afsnit, overholder de
væsentlige krav og andre relevante bestemmelser i EU-direktiv 1999/5/EC.

RestriktionerRestriktionerRestriktioner forforfor frekvensbfrekvensbfrekvensbåååndndnd iii EUEUEU forforfor enenen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Brug af denne enhed er begrænset til indendørs brug i frekvensbåndet 5150 til 5350 MHz (kanal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GermanGermanGerman

Hiermit erkl̈art Lenovo (Singapur) Pte. Ltd., dass die drahtlosen Ger̈ate, die in diesem Abschnitt aufgeführt sind, die
Voraussetzungen und andere relevanten Richtlinien der Direktive 1999/5/EC erfüllen.

EU-FrequenzbandeinschrEU-FrequenzbandeinschrEU-Frequenzbandeinschr̈̈̈ankungankungankung fürfürfür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Die Verwendung dieses Ger̈ats ist im Innenbereich auf das Frequenzband von 5.150 bis 5.350 MHz (Kan̈ale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beschr̈ankt.

EstonianEstonianEstonian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kinnitab selles jaotises nimetatud traadita side seadmete vastavust direktiivi 1999/5/ËU
põhinõuetele ja nimetatud direktiivist tulenevatele muudele asjakohastele s̈atetele.

EL-iEL-iEL-i sagedusalasagedusalasagedusala piirangpiirangpiirang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ileAdapter-ileAdapter-ile

Seadet on lubatud kasutada siseruumides sagedusalas 5150–5350 MHz (kanalid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SpanishSpanishSpanish

En este documento,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eclara que el equipo inalámbrico que aparece en esta sección
cumple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otras exigencias relevantes de la Directiva 1999/5/EC.

RestricciónRestricciónRestricción dedede bandabandabanda dedede frecuenciafrecuenciafrecuencia dedede lalala UEUEUE paraparapara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La utilización de este dispositivo está limitada a interiores en la banda de 5150 a 5350 MHz (canales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GreekGreek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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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FrenchFrench

Par la présente,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éclare que le matériel sans fil répertorié dans cette section est
conforme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ainsi qu'aux autres dispositions applicables de la Directive 1999/5/CE.

RestrictionRestrictionRestriction liéeliéeliée ààà lalala bandebandebande dedede fréquencefréquencefréquence pourpourpour ununun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auauau seinseinsein dedede l'Unionl'Unionl'Union
européenneeuropéenneeuropéenne

Ce périphérique doit être utilisé exclusivement à l'intérieur, dans la bande de fréquence de 5150 à
5350 MHz (canaux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IcelandicIcelandicIcelandic

Hér með lýsir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því yfir að þráðlausi búnaðurinn sem getið er um í þessum hluta
uppfyllir allar kr̈ofur og önnur viðkomandi ákvæði tilskipunar 1999/5/EC.

TakmarkanirTakmarkanirTakmarkanir ESBESBESB ááá títítíðððnisvinisvinisviðððiii fyrirfyrirfyrir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Notkun þessa tækis er takm̈orkuð við innanhússnotkun á tíðnisviðinu 5150 til 5350 MHz (rásir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ItalianItalianItalian

Con la presente,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ichiara che l'equipaggiamento wireless elencato in questa sezione è
conforme ai requisiti essenziali e ad altre disposizioni rilevanti della direttiva 1999/5/EC.

RestrizioniRestrizioniRestrizioni UEUEUE sullasullasulla bandabandabanda dididi frequenzafrequenzafrequenza perperper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L'utilizzo di questo dispositivo è limitato ad ambienti chiusi in banda compresa tra 5150 e 5350 MHz (canali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LatvianLatvianLatvian

LithuanianLithuanianLithua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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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chDutchDutch

Hierbij verklaart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at de draadloze apparatuur die in dit gedeelte worden genoemd,
voldoen aan de essentïele vereisten en andere relevante bepalingen van Directive 1999/5/EC.

EU-beperkingEU-beperkingEU-beperking vanvanvan frequentiebandfrequentiebandfrequentieband voorvoorvoor eeneeneen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Gebruik van dit apparaat is beperkt tot binnenshuis gebruik in de band van 5150 tot 5350 MHz (kanalen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NorwegianNorwegianNorwegian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erklærer herved at det trådløse utstyret er i samsvar med de viktigste kravene og
andre relevante bestemmelser i EU-direktiv 1999/5/EØF.

EU-begrensningerEU-begrensningerEU-begrensninger forforfor frekvensbfrekvensbfrekvensbåååndndnd forforfor enenen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Denne enheten er begrenset til innendørs bruk i frekvensbåndet 5150 til 5350 MHz (kanal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HungarianHungarianHungarian

PolishPolishPolish

PortuguesePortuguesePortuguese

Pelo presente,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declara que o equipamento sem fios listado nesta secção está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e outras provisões relevantes da Directiva 1999/5/EC.

RestriRestriRestriçãçãçãooo dadada bandabandabanda dedede frequênciasfrequênciasfrequências dadada UEUEUE aplicávelaplicávelaplicável aaa umumum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A utilização deste dispositivo está limitada à utilização no interior, na banda de 5150 a 5350 MHz (canais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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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ianRomanianRomanian

SlovenianSlovenianSlovenian

SlovakianSlovakianSlovakian

FinnishFinnishFinnish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ilmoittaa ẗaten, etẗa ẗass̈a jaksossa mainittu langaton laitteisto ovat direktiivin
1999/5/EY pakollisten vaatimusten ja direktiivin muiden asiaankuuluvien m̈äar̈aysten mukaiset.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inAdapterinAdapterin taajuusalueentaajuusalueentaajuusalueen rajoitusrajoitusrajoitus EU:nEU:nEU:n alueellaalueellaalueella

T̈am̈a laite on tarkoitettu k̈aytetẗav̈aksi sis̈atiloissa taajuusalueella 5150 - 5320 MHz (kanavat 36, 40, 44, 48, 52,
56, 60 ja 64).

SwedishSwedishSwedish

Ḧarmed tillk̈annager Lenovo (Singapore) Pte. Ltd. att den trådl̈osa utrustningen som anges i detta avsnitt uppfyller
de v̈asentliga kraven och andra relevanta besẗammelser i direktivet 1999/5/EC.

FrekvensomrFrekvensomrFrekvensområåådesbegrdesbegrdesbegr̈̈̈ansningansningansning inominominom EUEUEU fff̈̈̈ororor ThinkPadThinkPadThinkPad WirelessWirelessWireless DisplayDisplayDisplay AdapterAdapterAdapter

Enheten är avsedd f̈or inomhusbruk i frekvensområdet 5150 till 5350 MHz (kanal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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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JapanJapan VCCIVCCIVCCI ClassClassClass BBB compliancecompliancecompliance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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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注意事項

Lenovo 不見得會對所有國家或地區都提供本文件所提的各項產品、服務或功能。如需這些產品與服務的
相關資訊，請洽詢當地的 Lenovo 業務代表。本文件在提及 Lenovo 的產品、程式或服務時，不表示或暗
示只能使用 Lenovo 的產品、程式或服務。只要未侵犯 Lenovo 的智慧財產權，任何功能相當的產品、程
式或服務都可以取代 Lenovo 的產品、程式或服務。不過，其他產品、程式或服務在運作上的評價與
驗證，其責任屬於使用者。

在本文件中可能包含著 Lenovo 所擁有之專利或擱置專利申請說明內容。提供本文件不代表提供這些專
利的授權。您可以用書面方式提出授權之相關問題，來函請寄到：

Lenovo (United States), Inc.
1009 Think Place - Building One
Morrisville, NC 27560
U.S.A.
Attention: Lenovo Director of Licensing

LENOVO 係以『現狀』提供本出版品，不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其中包括且不限於不違反規定、
可商用性或特定目的之適用性的隱含保證。有些轄區在特定交易上，不允許排除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因
此，這項聲明不一定適合您。

本書中可能會有技術上或排版印刷上的錯誤。因此，Lenovo 會定期修訂；並將修訂後的內容納入新版中。
Lenovo 隨時會改進及/或變更本出版品所提及的產品及/或程式，不另行通知。

回收資訊
Lenovo 鼓勵資訊技術 (IT) 設備擁有者負責回收不再使用的設備。Lenovo 提供多樣的方案及服務能協助設備
保管人回收 IT 產品。如需回收 Lenovo 產品的相關資訊，請造訪：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日本的回收與廢棄資料位於：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japan

巴西回收資訊

Declarações de Reciclagem no Brasil

DescarDescarDescar ttteee dedede umumum PPPrrrodutodutodutooo LLLenovoenovoenovo FFForororaaa dedede UsoUsoUso

Equipamentos elétricos e eletrônicos não devem ser descartados em lixo comum, mas enviados à pontos de
coleta, autorizados pelo fabricante do produto para que sejam encaminhados e processados por empresas
especializadas no manuseio de resíduos industriais, devidamente certificadas pelos orgãos ambientais, de
acordo com a legislação local.

A Lenovo possui um canal específico para auxiliá-lo no descarte desses produtos. Caso você possua
um produto Lenovo em situação de descarte, ligue para o nosso SAC ou encaminhe um e-mail para:
reciclar@lenovo.com, informando o modelo, número de série e cidade, a fim de enviarmos as instruções
para o correto descarte do seu produto 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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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WEEE 資訊

國家/地區特定的資訊可從下列網址取得：
http://www.lenovo.com/recycling

出口貨品分類注意事項
本產品遵守美國出口管理法規 (EAR)，出口貨品分類管制碼 (ECCN) 為 EAR99。本產品禁止再出口至
EAR E1 國家名單中的任何禁運國家。

商標
Lenovo 與 ThinkPad 是 Lenovo 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集團旗下公司的商標。

Intel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商標。

HDMI 和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或地
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其他公司、產品或服務名稱，可能是第三者的商標或服務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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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有害物質限制指令 (RoHS)

歐盟 RoHS
Lenovo products sold in the European Union, on or after 3 January 2013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rective
2011/65/EU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recast” or “RoHS 2”).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Lenovo progress on RoHS, go to:
http://www.lenovo.com/social_responsibility/us/en/RoHS_Communication.pdf

中國 RoHS
下表中的資訊適用於 2007 年 3 月 1 日（含）之後製造，並在中國所販售的產品。

!"#$%&'

土耳其 RoHS
The Lenovo produc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EEE).

烏克蘭 RoHS

印度 RoHS
RoHS compliant as per E-Waste (Management & Handling) Rules, 2011.

© Copyright Lenovo 2014 3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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