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風尚隨心創造！三星 2020 設計生活系列電視 絢麗登場
The Frame 美學電視藝術盡藏 The Serif 風格電視搶眼現身 The Sero 翻轉電視玩轉生活

全系列搭載 QLED 4K 量子點顯色技術 還原真實色彩 內外皆美 生活藝術完美平衡
2020 年 4 月 23 日，台北訊－隨著現今消費者愈益重視生活中的美學營造，台灣三星電子今在台發
表 2020 全新設計生活系列電視－The Frame 美學電視、The Serif 風格電視、The Sero 翻轉電視，
各自展演不同美學語彙，滿足多元生活型態。The Frame 美學電視打造宛如畫框般的優雅外型，內
建藝術模式能隨心切換超過千件藝術作品，盡情沉醉藝術氣息；The Serif 跳脫傳統電視框架，以充滿
復古情調的襯線字體為概念，打造獨樹一格的搶眼外型；The Sero 翻轉電視開創與行動裝置結合的
全新型態，電視螢幕可隨手機使用角度旋轉為直向或橫向(

註一)

，開啟多面向觀賞體驗。2020 設計生

活系列電視均搭載三星指標性的金屬量子點顯色技術，完美呈現 100%色域空間，看見真實色彩，更
內建多種便利整合功能，輕鬆連結手機、Apple TV 與 AirPlay2 等跨裝置平台(

註二)
，同享智慧與品味

生活。
台灣三星電子總經理李大成表示：「三星持續以創新技術引領電視產業革新，同時傾聽消費者需求、
結合各式生活型態，開創電視全新標竿。今年三星除推出 QLED 8K 量子電視突破超高畫質極限，
更在台灣引進三款風格獨具的設計生活系列電視，期盼提供消費者多元且與眾不同的新穎選擇，並
挹注三星電視在台銷售表現。」
三星 2020 設計生活系列電視為生活及藝術帶來完美平衡，即日起購買指定機種即享專屬優惠方案：
購買 The Frame 美學電視贈送專屬風格畫框，輕鬆變身美學大師；購買 The Serif 風格電視贈送
Galaxy Buds+，出外也享絕佳音質體驗；而購買 The Sero 翻轉電視即贈專屬拆卸式滾輪(

註三)

，讓電

視可靈活移動於起居空間，隨處開啟每一天的美好。此外，凡購買三星 2020 設計生活全系列以及
QLED 量子電視指定機種可享 VIP 星級三大服務，尊榮禮遇不可錯過(

註四)

。

The Frame 美學電視 恣意切換千幅藝術 居家畫廊隨時開張
家中藝術收藏不再侷限一牆空間，The Frame 美學電視專為藝術愛好者而生，獨特的藝術模式能隨
心切換內建 1,200 幅以上的畫作，搭載雙視光增豔技術，能強化電視畫面與藝術大作上的對比表現，
完美呈現顏色細節。可拆卸式風格邊框模擬真實畫框設計(

註五)

，並推出淺木米、核桃木、靜謐白多款

顏色選擇，可每日依照心情挑選不同作品及邊框風格，融入各式裝潢風格遊刃有餘，讓居家空間增添
如美術館般的藝術氣息，為生活策展！
The Serif 風格電視 汲取襯線字體概念外型 搶盡眾人目光
跳脫電視只能四四方方的刻板印象，The Serif 風格電視由法國設計大師 Bouroullec 兄弟聯手操刀，
以襯線字體為靈感，匠心打造獨特「I」字母造型邊框設計，並獲得德國 iF 設計大獎肯定；可直接
將電視擺放於置物櫃或桌上，亦可搭配落地式腳架坐落於家中，為空間增添一絲復古情懷。透過
The Serif 風格電視內建的 NFC 音樂連結模式(

註六)

，只須將手機輕靠電視上方 NFC 標誌，便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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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將音樂連結至電視播放；亦可透過感應連結功能將手機螢幕投影至電視，影音娛樂無需等待。
The Sero 翻轉電視 玩轉行動生活 角度隨我掌握
現代人生活總離不開手機，但總希望畫面能夠再放大一點，The Sero 翻轉電視玩美演繹行動時代
的多媒體趨勢，以革命性自動翻轉螢幕(

註一)
，打造時尚俐落的直立式電視，消費者可透過感應連結

將電視與手機串聯，電視螢幕即可隨消費者使用手機的角度，自動於水平與垂直間靈活切換，不論
是恣意以大螢幕觀看喜愛的影音直播、暢滑社群平台或與親友分享手機中記錄生活的珍貴影音，無
縫的鏡射體驗提供消費者全新的電視互動方式，亦獲頒德國 iF 設計大獎金獎以及 2020 CES「最
佳創新獎」兩大殊榮。此外，The Sero 翻轉電視內建 4.1 聲道 60 瓦總輸出的電視揚聲器，以紮實
渾厚的聆聽體驗，為空間營造美好的聲音氛圍，盡享創新科技為生活帶來的無比樂趣。

註一：自動翻轉螢幕功能僅支援三星 Android10 以上版本手機，iOS 系統裝置僅支援水平呈現。若有變更，恕不
另行通知。
註二：Apple TV App & AirPlay 2 功能僅適用於 2018 年以後上市指定機型（完成最新韌體更新，實際更新時間
以三星官網公告為準），連接裝置需支援 iOS12.3 或 macOS 系統 10.14.5 以上版本。
註 三 ： 贈 品 不 得 挑 色 ， 數 量 有 限 送 完 為 止 。 欲 了 解 更 多 詳 細 促 銷 訊 息 請 參 考 三 星 官 網 ： https://cepromotions.twsamsungcampaign.com/2020-ctv-q950ts-sp.aspx
註四：僅適用於 2020 年指定機種，依官網公告為準。VIP 教學適用於 Q950TS, Q800T, Q95T, Q70T, LS03T,
LS01T, LS05T 系列。VIP 安裝/移機適用於 98”Q900R, 85”Q950TS, 75”Q950TS, 82Q800T, 75”Q800T, 75”Q95T,
85”Q70T, 75”Q70T, 82”TU8000。
註五：電視配件需另行選購。
註六：NFC 感應連結需連接網路使用。

###

關於三星電子公司
三星電子以轉變性的想法及科技啟發世界並形塑未來，致力於革新全球電視、智慧型手機、穿
戴式裝置、平板、數位家電、行動通訊系統、記憶體、系統整合晶片、晶圓代工及 LED 解決方
案。欲了解更多相關資訊，請造訪台灣三星電子官方網站 http://www.sams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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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附件：
(一) 產品上市資訊：2020 全新設計生活系列機種
產品

系列

型號

尺寸

建議售價

The Frame 美學電視

LS03T

QA50LS03TAWXZW

50”

NT$49,900

The Serif 風格電視

LS01T

QA49LS01TAWXZW

49”

NT$49,900

The Sero 翻轉電視

LS05T

QA43LS05TAWXZW

43”

NT$54,900

(二)上市優惠資訊
(1) 指定購買 Lifestyle 設計生活系列電視促銷活動：
⚫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

指定機種：2020 年全新 Lifestyle 設計生活系列電視

⚫

通路：全通路
產品

購買型號

尺寸

建議售價

The Frame 美學電視

QA50LS03TAWXZW

50”

NT$49,900

The Serif 風格電視

QA49LS01TAWXZW

49”

NT$49,900

The Sero 翻轉電視

QA43LS05TAWXZW

43”

NT$5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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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內容
專屬風格畫框乙組
(市價 NT$3,990)
Galaxy Buds+
(市價 NT$5,490)
專屬拆卸式滾輪
(市價 NT$2,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