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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	多端子的輸入能直接連接各種播放設備

在類比輸入端(LINE IN)上能透過PHONO等化器的切換來直接連接聲音設備，簡單操作電腦來錄製寶
貴的聲音。PHONO	端子和	LINE IN	端子的轉換是為了不同的設備而使用。例如唱盤這樣的機器內建
PHONO等化器就必須設定在PHONO端，而CD隨身聽或錄音機因為有等化器所以可以連接LINE IN	
端子上。

■	簡單的USB連接就能享受高品質的聲音

因為是使用標準的USB聲音驅動程式運作，僅僅只有個人電腦和USB相互連接。而且，透過USB匯
流排提供電源，所以也無須電源轉接器。隨著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的輕便攜帶，也能任何地方輕鬆
地使用。透過USB的連接不會被電腦內部的雜訊干擾，使電腦的播放能聆聽更好的聲音。

■	支援播放/錄音24 bit/96 kHz的訊號處理

採用DAC晶片不論是播放或錄音都支援	24 bit/96 kHz 的信號處理，可以減少雜音的產生，以及產生
在播放音樂時的高SN比達到110db，類比轉數位信號的SN比也可到達101db的高性能表現，從錄音
的編輯到播放也都能擁有相當好音質表現。

■	內部水晶體緩衝器的設計能減少雜音

以往的	USB 的音效產品會和個人電腦之間的Clock在傳送訊號時由於時間的差距會有雜音的出現和
不穩定的波形。這樣的波形差距是一般機器的數十倍。SE-U33 GXV	體內部擁有2個水晶clock緩衝
器針對這樣的波形能大幅度地降低不穩的情況。

■	有效的提高數位音樂數據音質的 VLSC
獨自開發的 VLSC	，比起一般的低廉濾波器可完全除去的跳動性雜音，而產生圓滑的音樂信號，使
MP3等壓縮格式的數位音樂更加提高音質。

■	搭載新開發	AUDIO	電容 (condenser)
電容在聲音訊號的處裡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腳色，聲音訊號的處理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而產生雜音
電容的功能在於消除這些非原始音訊的雜音，SE-U33	GXV	比以往搭載了更高性能的	AUDIO	電容表
現上更為出色。

■	實現高品質的音樂錄音．再生的「錄音專用模式」和「再生專用模式」

˙	VLSC	的名稱和標誌是	ONKYO	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XP、Windows2000 Professional是美國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美國和其他的國家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	Windows	的正式名稱是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
˙	 Intel、 Pentium是 Intel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	 	其他的公司名稱和產品名稱是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關於電腦的設定請注意

■ 不要放在有水蒸氣或是潮濕的地方，也請勿將
液體容器放在電腦上

當內部碰到水或液體時也可能引起
觸電或火災的意外。
 ● 請勿在澡堂或浴室等潮濕的地方

使用。
 ● 請勿放在廚房或有水蒸氣的地方

使用。
 ● 請勿在下雨或下雪的環境中使

用。
 ● 請不要在本機上放置水杯、花

瓶、化妝品、蠟燭等危險物品。

圖示說明

安全須知
在使用前請了解安全須知的內容

電器產品在使用上有危險性，為了避免意外發生，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請遵守安全須知上的說明。

「警告」和「注意」的說明
根據產品操作上的錯誤有可能引起的危險與
傷害程度以警告或是注意的圖示來提醒。

若不遵守警告圖示的說明，

有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或威脅

到生命危險。

若不遵守注意圖示的說明，

有可能造成受傷或財產的損

失。

此圖示有注意的提
醒圖示。

  此圖示有禁止的提

醒圖示。
警告

●  此圖示有強制此行

為的提醒圖示。

警告

當產品發生故障或有異常的情況請拔除
USB插頭

 ● 產品有冒煙、變化的情況。
 ● 產品不小心掉落。
 
● 產品內部有碰到水或金屬。
若產品有以上這些問題的發生，有
可能會引起觸電、火災的原因，請
勿在繼續使用，並立即送修。

請勿分解或改造

有可能引起火災或觸電的原因。請
將產品交由經銷商或門市作檢查。

拔除USB
插頭 勿靠近有

水的地方

禁止碰到水

禁止分解

注意觸電

禁止拆解 禁止手濕

必須遵守

注意高溫

從插座拔出
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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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時注意

  ■移動產品時請先拔除插頭 

若未拔除插頭，有可引起觸電、火
災的原因。

使用上的注意

  ■音量注意
請注意音量的大小，瞬間調高音量
可能會造成聽力受損。

■長時間使用耳機聲音請勿過大

對聽力造成不好的影響。

關於安裝上的注意

  ■不要設立在不安定的地方和振動地方

請不要放在強度不夠的器具或震動
的平台上有可能使機器倒下。

聽音樂的禮貌
在聽音樂的時候，請確認地點和時間，不要影響到左鄰右舍的安寧。特別是
在夜間的時候，請關上窗戶或使用耳機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彼此互相尊重
，可以有個愉快的生活環境。

注意

拔除USB
插頭

■機器內的檢查與清理
如果PC內部的產品積了太多灰塵，若長時間
沒清理有可能造成火災等故障原因。特別是在
潮濕梅雨時期前清理時效果會更好。另外，在
潮濕梅雨時期若覺得需要檢測請與當地的經銷
商或門市連絡。

■關於產品的維護
 ● 表面若有污垢請用中性清潔劑來擦拭，若用

化學藥劑抹布來擦拭時請注意本身的成分和
材質。

 ● 請勿在產品上擦拭酒精、殺蟲劑等噴霧器，
避免造成產品損壞。

關於連接問題

禁止

關於使用上的注意

必須遵守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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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製在目錄或外箱等產品型號的最後一個字母代表產品的顏色。

拆箱後，請先確認內容

使用前請先確認箱內的物品。〔 〕內的數字代表數量。

˙	 使用說明書〔本書1〕

˙	 SE-U33GXV（本體）〔1〕

˙	 音訊用接腳電線（80cm）〔1〕
		 傳送類比聲音的線。

˙	 USB纜線（1m）〔1〕
		 連接電腦的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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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名稱與功能

前面、側面、上面

1	 USB指示燈
用USB纜線連接本機與電腦後即亮燈。燈光閃
爍時，表示目前切換開關的位置無法使用。請
將USB纜線取下。

2	 PHONES端子
連接迷你插頭的立體聲頭戴型耳機。連接前，
請先調整PHONES LEVEL旋鈕，以降低音
量。

3	 MIC（麥克風輸入）端子
連接迷你插頭的單音麥克風。
連接前，請先調整INPUT LEVEL旋鈕，以降低
音量。

4	 PHONES LEVEL（調整耳機音量）旋鈕
連接耳機時，調整耳機音量。

1	 輸入端子（INPUT L/R）
連接卡式錄音機、電唱機等音響設備的類比
輸出。

2	 輸出端子（OUTPUT L/R）
連接內建揚聲器的喇叭。

3	 USB埠（USB）
連接電腦的USB端子。

4	 GND端子
連接電唱機的接地線。

後面

5	 INPUT LEVEL（調整輸入音量）旋鈕
錄音時，設定輸入聲音大小。

6	 PLAY/REC切換開關
PLAY：播放專用模式。欲在連接USB的電腦享受更高品質的音樂時，請設定在此模式。

REC：錄音專用模式。INPUT端子MIC端子連接機器的聲音時或錄音時請設定在此模式。

7	 輸入切換開關

PHONO：若連接INPUT L/R的機器，是沒有內建PHONO等化器的電唱機時，請設定在此位置。

LINE：若連接INPUT L/R的機器，是內建卡式錄音機或CD播放機的類比輸出、內建PHONO等化器
的電唱機時，請設定在此位置。

MIC：欲將連接MIC端子的麥克風聲音錄到電腦時，請設定在此位置。

切換輸入前，請先調整INPUT LEVEL旋鈕，以降低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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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USB

INPUT

PHONES

MIC

OUTPUT
USB

INPUT

PHONES

MIC

內建揚聲器的喇叭電腦

：訊號走向

電唱機

本機連接範例

卡式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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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
(小型插頭)

耳機
(小型插頭)



支援機種
配備符合USB規格Rev.1.1的標準USB埠，PC/AT相容機種（建議使用Intel製USB Host Controller）
為支援24bit/96kHz，本機使用USB匯流排的頻寬。請將USB線直接連到電腦的USB埠。

OS（32位元版）
Windows Vista®以上更新版本、Windows® XP*SP2以上更新版本
*為系統管理者（Administrator）使用的權限。
※不搭配 64 位元版本

CPU
Intel® Pentium® III 800MHz以上*（建議使用Pentium4 1.4GHz以上）

所需硬碟空間
安裝時，400MB以上
※由於聲音資料的容量較大，建議至少預留幾百MB的硬碟空間，以便正常運作與儲存資料之用。
※所需空間因使用的硬碟格式化或硬碟有效空間而異。

記憶體

Windows Vista 1GB以上、Windows XP 256MB以上

標準配備

CD-ROM Drive光碟機（或相同功能者）+ 硬碟

有關Windows
請確認目前的Windows能夠正常啟動。

使用本機時

使用本機時，請務必仔細閱讀以下注意事項，正確使用。
˙ 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本書內容皆以在Windows Vista上操作為主。
˙ 本書中有關滑鼠、鍵盤等Windows基本操作的內容，皆以客戶已知為前提。
˙ 對於使用本機所造成的影響或結果，本公司將不負任何責任，敬請諒解。
˙ 對於本機因故障、錯誤操作、不良狀況等衍生之所有損害等純經濟損失，本公司將不負任何責任，

敬請諒解。
˙ 請勿任意引用、轉載本書之部分或全部的內容。

開始連接電腦前

作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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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與設定

連接電腦與USB

1	開啟電腦
請確認電腦已經啟動。

2	將USB纜線連到電腦，另一端連到本機

拔下USB纜線前，請先降低連接喇叭或耳機的音量。

1	 將本機內附的USB線A的插

頭（ ）連到電腦。

2	 將B的插頭（ ）連到本機
的USB端子。

圖示為其中一例。

USB端子的位置或數量因電腦
而異。

插進USB端
本機內附的USB纜線

第一次將本機連到電腦時，Windows會自動辨識新的硬體，開始進行安裝。請稍待片刻。

小提示

˙	請直接連到電腦。若電腦有兩個以上的USB端子時，任意連接無妨，但下次若連接到另一個USB端
子時，電腦將會重新進行安裝。

˙ 若是無法順利安裝時，請拔下USB纜線，約15秒過後，再重新連接USB纜線。若這樣電腦還是無法
開始安裝時，請執行以下操作步驟。

＜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1. 「開始」→「控制台」→打開「效能及維護」。

   2.  點選「裝置管理員」。

   3. 「人性化介面裝置」選擇裝置名稱點選「啟動」

A型

B型

USB 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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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的環境下＞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效能及維護」。
3 點選控制台的「系統」。
4 在「系統內容」視窗，選擇「硬體」。
5 點選「新增硬體精靈」。

以上步驟完成後，即可開始進行安裝，請依照畫面指示，安裝驅動程式

˙ 因客戶的電腦環境等原因，可能會發生將USB纜線連到電腦其他的端子後，要求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的情形。此時，請依照指示，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連接電腦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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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與設定

確認裝置的安裝情形

1 從系統內容開啟裝置管理員。

 ＜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1. 「開始」→「控制台」→「效能及維護」。

2.  點選「裝置管理員」

3. 「人性化介面裝置」選擇裝置名稱點選「啟動」

 ＜Windows XP的環境下＞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效能及維護」。

3. 點選控制台的「系統」。

4. 在「系統內容」視窗，選擇「硬體」。

5. 點選「裝置管理員」。

2 確認以下的裝置名稱。

※畫面上的順序等會因電腦的設定或狀況而異。

＜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點選「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的「+」。

‧SE-U33GXV Audio
點選「USB（通用序列匯流排）控制器」的

「+」。

‧USB複合裝置

＜Windows XP的環境下＞

點選「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的「+」。

‧USB音訊裝置（USB Audio Device）
點選「USB（通用序列匯流排）控制器」的

「+」。

‧USB複合裝置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或作業系統等原因，以致實際顯示的裝置清單會與上述畫面有所差異。若「USB控制
器」下方出現「不明裝置」時，請將USB纜線從本機取下，重新連接後再做確認。若仍舊無法辨識時，
請將清單中的「不明裝置」刪除，拔下USB纜線，重新連接。如還是無法辨識時，表示目前電腦處於不
穩定的狀態，請重新開機，再次連接USB纜線後，將清單中的「不明裝置」刪除。若狀況扔舊的話，表
示電腦出現問題，請與販售電腦的店家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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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與設定

確認音訊裝置

＜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1 開啟控制台，確認音訊裝置。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音效、語音及音訊裝置」。
3. 點選控制台的「聲音與音訊裝置」，出現「聲音與音訊裝置 內容」視窗。

2	 選擇「音訊」。

3	 確認「音效播放」的「預設裝置」已經變成「SE-U33GXV Audio」。若不是，請更改為

「SE-U33GXV Audio」。

4	 選擇「錄音」。

5	 確認「音效」的「預設裝置」已經變成「SE-U33GXV Audio」。若不是，請更改為「SE-

U33GXV Audio」。

6 按下「OK」。

確認後，按下「OK」鈕關閉確認後，按下「OK」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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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腦與設定

＜Windows XP的環境下＞

1 開啟控制台，確認音訊裝置。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音效、語音及音訊裝置」。

3. 點選控制台的「聲音與音訊裝置」，出現「聲音與音訊裝置 內容」視窗。

2 選擇「音訊」。

3 確認「音效播放」的「預設裝置」已經變
成「SE-U33GXV Audio」。若不是時，
請更改為「SE-U33GXV Audio」。

4 按下「OK」。

確認後，按下「OK」鈕關閉



（紅）
連接SE-U33GXV INPUTL的R端子

連接SE-U33GXV INPUTL的L端子
   （白）連接其他設備聲音的L端子

（白）

（紅）
連接其他設備聲音的R端子

插入不完全

請將電線插到底

連接音訊設備

〈連接前〉

˙ 請將音訊用接腳電線，依照下列指示連接。 ˙請將電線的插頭插到底。連接不完全時，

  將造成雜音或運作不良等情形發生。

連接內建揚聲器的喇叭

連接卡式錄音機

1.	將輸入切換開關設在「LINE」。

2.	將卡式錄音機的連接線接在本機的INPUT L/R端子。

輸入切換開關

INPUT

L
R

/

輸入切換開關

卡式錄音機、手提音響等

SE-U33GXV背面

OUTPUT

L

R

ONKYO製GX-100HD等
的內建揚聲器喇叭

SE-U33GXV
後面

音訊用接腳電線

音訊用接腳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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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電唱機

本機設計適合動磁式（MM）唱頭的電唱機使用。

連接音訊設備

1. 使用前先降低INPUT LEVEL的音量。

2. 配合電唱機，設定輸入切換開關。

未內建PHONO等化器時：設定在「PHONO」
內建PHONO等化器時：設定在「LINE」。

3. 將電唱機的連接線接在本機的INPUT L/R端子。

4. 若電唱機設有接地線時，請將接地線接在本機的GND端子。

小提示

不確認電唱機是否有內建PHONO等化器時，請將輸入切換開關設在LINE的位置，試著播放音樂。雖然
已經調整INPUT LEVEL旋鈕，提高音量，但聽到的聲音仍舊很小時，請將音量轉小後，再把輸入切換開
關設到PHONO。

˙ 因電唱機的規格等原因，有時連接接地線後，反倒聽到更大的雜訊。此時，就無須連接接地線。

˙ 若使用動圈式（MC）唱頭的電唱機，請將電唱機接到升壓器或前置揚聲器，再將升壓器或前置揚聲
器的聲音輸出端子接到本機的INPUT L/R端子。

˙ 輸入的切換開關PHONO在轉換時，請先將揚聲器的音量降低，過大的音量可能會有損揚聲器。

INPUT

L
R

輸入切換開關

接地線

SE-U33GXV背面

輸入切換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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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連接音訊設備

 連接麥克風

從其他位置切換前，請先將USB纜線拔掉。

1.	將切換開關設定在「MIC」。

2. PLAY/REC切換開關在「REC」。

3. 將單音麥克風的迷你插頭接到本機前面的MIC端子。

連接頭戴型耳機

1. 將頭戴型耳機的立體聲迷你插頭接到本機前面的PHONES端子。

2. 轉動PHONES LEVEL旋鈕，調整耳機音量。

連接頭戴型耳機後，聲音依舊會輸出到輸出端子。

輸入切換開關

PLAY/REC切換開關

PLAY/REC切換開關

SE-U33GXV前面

小提示

麥克風輸入支援插入式電源（Plug in Power）。

輸入切換開關

PHONES
PHONES LEVEL

SE-U33GXV
前面

立體聲迷你插頭

要再切換到其他位置時，請先將USB纜線拔掉。

※ 拔掉USB纜線前，請先關閉正在播放或錄音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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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開關的用法
SE-U33GXV，使用	PLAY/REC	切換開關和輸入切換開關，連接外部機器的播放．錄音或電腦聲音的播
放。

■	 各部位的名稱和機能如下。

PLAY/REC	 輸入切換	 電腦聲音	 外部監聽器材	 聲音形式

切換開關	 開關	 監聽	 錄音

PLAY	 −	 ○ × 16bit,24bit/44.1k,48k,96kHz 輸出
 LINE ×   16bit,24bit/44.1k,48k,96kHz 輸入

REC PHONO ×     16bit,24bit/44.1k,48k,96kHz 輸入
 MIC	 ○	  16bit/48kHz　輸出輸入

■ 輸入轉換時	USB	指示燈會閃爍。

操縱輸入切換開關之後USB指示燈有可能會有閃爍的情況。這個現象是因為	PLAY/LINE/PHONO	的部位
在	MIC 轉換時，或進行了反向操作的情況發生。

PLAY/LINE/PHONO→→→USB指示燈閃爍→→→MIC
PLAY/LINE/PHONO←←←USB指示燈閃爍←←←MIC

SE-U33GXV 的	USB 指示燈閃爍時必須重設裝置，請拔下	USB 插座後再插回連接孔，完成重設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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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連接設備的音樂

1 設定輸入切換開關。

卡式錄音機：設定在「LINE」。
未內建PHONO等化器的電唱機：設定在「PHONO」。
內建PHONO等化器的電唱機：設定在「LINE」。
使用麥克風時：設定在「MIC」。

小提示

在此設定錯誤時，會導致聲音太小或沒有聲音。

2	 將PLAY/REC切換開關設在「REC」。

3	 確認播放設備與SE-U33GXV的連接是否正確。

若USB指示燈號閃爍時，請將USB纜線拔起再插回。

4	 開始播放設備的聲音。

5	 轉動INPUT LEVEL旋鈕，調整音量。

請勿長時間使用大流量輸入，以免造成故障。

INPU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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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聽音樂

確認音量控制

＜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1 開啟音量控制。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音量控制也叫做混音器等其他名稱。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聲音」。

3.	出現「聲音與音訊裝置	內容」視窗，選擇「音訊」。

4.	按下「播放聲音」的「音量」。

2	調整。	

1 音量滑桿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調整音量大小。

2 靜音

	欲關掉聲音時，請選取旁邊的核取方塊。

當聲音核取方塊為	 	→	 	時表示靜音

。再一次點取方塊	 	→	 	時表示聲音

輸出。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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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聽音樂

＜Windows XP的環境下＞

1 開啟音量控制。

因使用的電腦環境，音量控制也叫做混音器等其他名稱。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音效、語音及音訊裝置」。

3.	點選控制台的「聲音與音訊裝置」。

4.	出現「聲音與音訊裝置	內容」視窗，選擇「音訊」。

5.	按下「播放聲音」的「音量」。

2	 調整。

1	平衡
	變更左右揚聲器的輸出平衡	。

2	音量滑桿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調整音量大小。

3	靜音

	欲關掉聲音時，請選取旁邊的核取方塊。

	
小提示

音量控制也可以從「開啟」→「所有的程式」→「附屬應用程式」→「娛樂」→「音量控制」開
啟。

1

2

3

聲音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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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聆聽已經儲存在電腦的音樂檔，你也可以利用電腦的DVD/CD-ROM光碟機播放CD或DVD。

1 將PLAY/REC切換開關設在「PLAY」。

2 確認SE-U33GXV與電腦連接是否正確。

連接無誤時，SE-U33GXV的USB指示亮燈。
指示燈閃爍時，請將USB纜線拔起再插回。

3 欲打開喇叭聆聽時，請將內建揚聲器喇叭接到SE-U33GXV。 

欲戴耳機聆聽時，請將耳機接到SE-U33GXV的PHONES端子。

˙ SE-U33GXV所輸入的聲音，會從SE-U33GXV的OUTPUT端子輸出。若喇叭是連接在內建音效功能
的電腦時，此喇叭將無法監聽由SE-U33GXV輸入的聲音。

˙ 連接USB線以外的連接時，請先將連接設備的電源關閉。

用電腦聽音樂

 聆聽儲存在電腦的音樂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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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Media Player播放。

	 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時：

可以播放MP3、WMA、WAVE等檔案。

1.＜Windows Vista的環境下＞

1.	請選擇「開啟」→「所有的程式」
→「Windows MediaPlayer」，開啟
Windows Media Player畫面。

2.從〔檔案〕選單中選擇〔開啟〕，出現

	〔開啟舊檔〕畫面。

3.在「檔案位置」選擇欲播放的音樂檔。

4.移動音量滑桿，調整音量大小。

			有關詳細的操作內容，請參閱Windows附屬的說明檔或說明

	

2.＜Windows XP的環境下＞

	 請選擇「開啟」→「所有的程式」→「附屬應用程式」→「娛樂」→

			「Windows MediaPlayer」，	開啟Windows Media Player畫面。

用電腦聽音樂

音量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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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腦聽音樂

播放音樂CD時的設定

以下的操作說明，只有在Windows	XP的環境下需要。

1	 開啟「多媒體	內容」畫面。（或「DVD/CD-ROM光碟機	內容」畫面）
	

1.	選擇「開始」→「控制台」。

2.	點選「效能及維護」。

3.	點選控制台的「系統」。

4.	 在「系統	內容」視窗，選擇「硬體」。

5.	 按下「裝置管理員」。

6.	雙點播放音樂CD的CD-ROM光碟機，選擇

			「內容」。

	

2	核選「啟用這個CD-ROM」核取方塊。

3	點選〔OK〕。

雙點（或點選滑鼠右鍵，選擇內容）

選取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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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類型：	 USB數位音訊處理器

連接方式：	 USB（Universal Serial Bus	1.1）

頻率特性：	 0.3Hz〜44kHz（＋0/−0.5dB、輸出）

訊噪比：	 110dB（A-Filte、輸出）

線路輸出：	 2.0Vrms

線路輸入：	 200mVrms

麥克風輸入靈敏度：	 8.5mVrms

PHONO輸入靈感度：	 3.0mVrms

PHONO最大容許輸入：	 1kHz　0.5%　70mVrms

電源：	 USB供給	

消耗電流：	 200mA

外型尺寸（長×高×寬）：	 137×30×103mm

重量：	 0.2kg

※	 本公司得在無預警下，變更產品的規格或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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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若在產品上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連絡。

台灣總代理：雄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9：00~18：00
客服電話：				02-2501-5885
傳真	：											02-2501-5811
E-Mail：									webmaster@gwic.com.tw 

■ 保固服務
在台灣地區，依正常管道之特約經銷商及展示中
心購買之新品，本公司將依造所購買產品的序號
或購買發票上的日期為依據。產品保固時間自購
買後一年為保固時間。

姓名

電話

地址

產名品稱	 SE-U33GXV 			

																						

故障情況

■ 保固期間內的維修
當產品發生問題或故障時時，請與當初購買的經
銷商或門市連絡，公司提供免費的收送及維修服
務。

■	保固外的修理
保固期限後，產品故障檢修需換零件時需酌收費
用，費用因故障的原因而有所不同，故以公司報
價為準。

維修保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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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代理：雄 浪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3段37號5樓

                             電話：02-2501-5885 傳真：02-2501-5811

                                          http://www.gw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