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視界的絕對革命 稱霸世上最高顏質
2019 Samsung QLED 8K 量子電視 磅礡登台
劃時代 AI 智慧升頻技術 展演極緻畫質，AI 智慧音場調校技術 聲聲直扣心弦
2019 年 4 月 23 日，台北訊－8K 影音世代正式來臨，連續 13 年榮登全球電視銷售冠軍的三星
電子，今在台正式發布三星 QLED 8K 量子電視，以革命性金屬量子點顯色技術引領業界，完美
呈現 100%色域，榮獲德國 VDE(

註一)

畫質認證。透過 AI 智慧升頻技術，讓消費者可不受限於原

始影像解析度，輕鬆享受精彩絕倫的 8K 等級視覺震撼，而 AI 智慧音場調校技術，即時分析播
放場景內容調校音效表現，創造劃時代的視、聽極致享受。透過手機 SmartThings App 與智慧
遙控器，一體整合家中智慧設備或影音裝置，讓電視成為家庭娛樂及控制中樞，輕鬆操作、大肆
暢玩。此外，內外皆美的三星 QLED 量子電視，還具備獨家「變色龍模式」
，讓電視優雅融合於
居家空間，今年升級增加特別版及擺設模式，為生活妝點更多情境巧思，居家生活更添美好。
台灣三星電子總經理李大成表示：「三星始終致力於創新，當 4K 電視已成為市場主流，我們以
『挑戰你所不能』的精神，不停超越自己，引領業界進入 8K 的嶄新視界。我們堅信三星 QLED
量子電視將掀起市場潮流，看好 8K 電視前景，2019 年目標朝 8K 市場市佔第一邁進。」
三星 QLED 8K 量子電視隆重獻上令人驚豔的影音響宴，配載美型與智慧兼具的外型與功能設計，
專為追求極上生活美學的消費者而生。即日起至 6/30 止，購買 2019 年全新 QLED 8K 量子電視，
即送 Galaxy S10+乙支；購買指定 Q90R 系列，75 吋贈送 Galaxy S10 乙支、65 吋贈送
Galaxy S10e 乙支(

註二)

，為消費者帶來視聽娛樂及行動通訊的頂級享受。此外，購買指定機種可

享 VIP 星級三大服務，尊榮禮遇不可錯過(

註三)
。

革命性金屬量子點顯色技術 100%色域 捕捉真實所見
色彩是影響電視觀看感受的關鍵，三星全系列 QLED 量子電視搭載金屬量子點顯色技術，榮獲
德國 VDE(

註一)

畫質認證，完美呈現傲視業界最高 100%色域，打造親臨現場的超擬真視覺體驗，

三星以高規格及對品質的嚴格要求打造 QLED 量子電視，讓消費者每次收看節目，都保有如同
最初開機時的感動。
發表會現場並邀請知名導演林孝謙現身分享：「螢幕是創作把關的第一道關卡，同時也是展現的
最終平台。先前電影《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試映時，曾觀察到顏色較鮮豔飽滿的放映場次，觀
眾情緒會相較其他場起伏更為明顯，色域表現會影響到觀眾的投入程度、創造沉浸式的體驗。
8K 電視的問世，極度清晰的畫質帶給影像創作者及表演者更多挑戰，但同時也因此可於電影中
安排更多細節，讓觀眾有更真實的感受。」

劃時代 AI 智慧技術 視、聽全面進化
大尺寸電視躍升為當今電視市場主流，消費者對於更高畫質的影像觀賞需求應運而生。IHS
Markit 顯示器研究總經理謝勤益指出：
「2018 年 8K 電視首度登陸市場，雖數量不及 10 萬台，
但代表一個嶄新的發展趨勢，預估今年全球 8K 電視將超越 30 萬台。台灣市場對於新科技、新
技術接受度高，8K 電視針對大尺寸市場有發展機會，若影像升頻技術、色域表現到位，加上品
牌形象符合高階需求，市場接受度應該極高。」
三星 QLED 8K 量子電視具 3,300 萬像素、超高動態範圍 4,000nits(

註四)

及 HDR 10+動態捕捉科

技，展現極致真細膩的色彩表現。儘管現今 8K 內容尚未普及，三星以超過 30 年半導體技術創
新及開發經驗，打造 8K 量子尖端智慧處理器，提供影像及音效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AI 智慧升頻技術：針對影像當中每一個畫面，透過強大數據資料庫即時辨識，並透過演算

⚫

法進行降噪處理、紋理創建、邊角修復三大優化，有效提升影像畫質，呈現無與倫比的立
體感，創造身歷其境的沈浸式觀賞體驗，無論任何情境，每幀畫面出色驚艷，至臻完美。
而隨著消費者使用電視觀看內容，8K 量子尖端智慧處理器更運用 AI 人工智慧學習，從中
持續建立資料庫及影像最佳化準則，讓 QLED 8K 量子電視越看越完美、不斷刷新世上最
高顏質！
AI 智慧音場調校技術：可將影像音源進行智慧分析，識別如人聲、音樂、動作、運動等不

⚫

同播放內容場景，即時調校出最適合的音效表現，並依據居家配置進行演算，降低空間對
於聲音表現的影響，不論身處家中任何一個角落，QLED 8K 量子電視都能為消費者帶來最
高水平的立體環繞音效體驗。
任何角度皆完美 地表最強 QLED 量子電視
不再因坐在電視前的位置與角度壞了觀賞的興致，三星 QLED 量子電視採用創新雙層控光科技，
聚光塗層搭配均勻光感塗層的雙塗層設計，能讓光線有效集中，再將光源於螢幕均勻擴散，帶來
完美一致的極廣域視角，加上究極黑面板技術(

註五)

，能吸收阻絕反射干擾，無論外在光源亮度明

暗，都能精確展現畫面的色彩飽和度及光影對比。
三星 QLED 量子電視的極控光直下式技術(

註六)
，透過精確背光分區控制，可精確調節光線，提供

更佳的對比度，展現明暗細節。支援最新 HDR10+與 HLG 技術，最高可呈現相較傳統電視 32
倍的 HDR 效果，每吋畫面都真實完美。
全方位滲透居家生活 不只好看、更加驚豔
三星 QLED 量子電視不僅帶給消費者令人讚嘆的觀賞體驗，更結合智慧與美型的外型和功能設
計，讓電視成為居家生活重心，每一天，與電視一起享受生活的全新方式。

⚫

跨品牌結合 影音娛樂一機掌握：

三星積極拓展多元合作夥伴關係，旗下 2019 年 QLED 量子電視未來將可播放 iTunes
電影與電視節目，同時支援無線串流技術 Apple AirPlay 2(

註七)

，讓消費者可隨心於電視

上選擇想要觀看的串流影片，輕鬆投射手機、電腦畫面，帶給消費者更加便利且豐富的
使用體驗。

⚫

實踐 IoT 智慧生活 科技玩家、熱血 Gamer 必備利器：
三 星 QLED 量 子 電 視 不 只 是 影 音 娛 樂 首 選 ， 更 可 成 為 家 中 的 智 慧 管 家 。 透 過
SmartThings App 及 SmartThings HUB，將能無縫串聯和控制居家裝置，打造無所不包
的 IoT 生態圈。透過智慧型單一遙控器，能一體整合、輕鬆操控家中影音裝置，省下更
多時間，讓消費者能盡情沉浸娛樂體驗。
針對喜愛電玩的廣大 Gamer 族群，三星 QLED 量子電視配備獨特的遊戲玩家模式，能
將訊號輸入延遲最小化，並降低遊戲畫面模糊和晃動，帶給玩家最強的後備支援；搭配
全新 Samsung harman/kardon Soundbar HW-Q80R，支援 Dolby Atmos 劇院級的環繞
音效，彷彿置身第一線戰場，感受零距離、零時差的感官震撼。

⚫

變色龍模式再創新 細膩展演居家生活美學：
三星 QLED 量子電視於 2018 年推出獨家變色龍模式(

註八)

，不收看電視時，透過手機串

聯，讓電視能模擬家中牆面、不著痕跡地隱身於居家裝潢中，讓整體搭配更為和諧。
2019 QLED 量子電視變色龍模式再升級，消費者可利用 SmartThings App 隨心切換各
項新功能，如：依個人喜好設定色彩及閃燈模式的情境氛圍燈，舉辦派對時可隨著燈光
恣意搖擺，或是選擇各個頗具巧思的裝飾小配件，展現個人獨樹一格的美學概念。讓電
視成為時尚的居家生活擺設。

4K UHD 系列電視堅強陣容 大視所趨 首選三星
三星傾聽消費者需求，除了 QLED 量子電視，亦推出完整的 4K UHD 系列電視(RU7400、曲面
NU7300、RU7100)，尺寸從 43”、49”、50”、55”、58”、65”、75”，滿足消費者的多元需求。
全系列均支援 HDR 雙規格和 4K UHD 影像升頻處理器，極致飽和，大展豔麗色彩；亦可支援
Airplay 2，跨裝置整合，娛樂一手掌握。

註一：德國 VDE 電氣工程師學會成立於 1920 年，是歐洲最具權威的試驗認證和檢察機構。更獲歐盟授權的 CE 公告機
構及國際 CB 組織成員。
註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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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romotions.twsamsungcampaign.com/201904-QLED8K-CTV-SP.aspx
註三：僅適用於 2019 指定機種，依官網公告為準。VIP 教學適用於 Q900R, Q90R, Q80R, Q70R, Q60R 系列。VIP 安
裝/移機適用於 82”Q900R, 82”Q60R, 75”Q900R, 75Q90R, 75”Q80R, 75”Q60R。
註四：僅 Q900R 最高支援至 4000nits。
註五：究極黑面板，適用於 Q900R, Q90R, Q80R 系列。

註六：極控光直下式技術，適用於 Q900R, Q90R, Q80R, Q70R 系列。
註七：支援 iOS12.3 或 macOS 系統 10.14.5 以上版，支援 AirPlay2 之功能依型號與地區而異，實際支援時間以台灣三
星官方公告為準。
註八：變色龍模式適用於 2018 年、2019 年 QLED 量子電視系列，部分功能僅適用於 2019 年 QLED 量子電視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