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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 GALEA 300
•TrueHarmony™ 和帶有橡膠懸邊的生物纖維薄膜單體讓
聲音清晰剔透

•可伸縮的全向式麥克風確遊戲時的戰略擬定
•自行調節的軟墊頭帶以及極度舒適的皮革耳罩，備感舒適
 建議售價 4,900 元

Acer EARPHONE 300
入耳式耳機

• TrueHarmony™3D技術過濾雜音，強化重低音效果

•鋁製合金金屬外殼，提供精準純淨音質
•麥克風線控遙控，可接聽電話
 建議售價 2,190 元

PREDATOR掠奪者電競椅 
•優質 PVC 皮革，高密度模製成型泡棉

•4D 扶手的臂彎，可八向調整

•座椅可傾倒最多 180 度

•長效人體工學
 建議售價 12,900 元

PREDATOR GALEA 500
•帶有橡膠懸邊的生物纖維薄膜單體讓聲音清晰剔透
•TrueHarmony™ 3D 音景 (Soundscape) 技術讓您宛如
身歷其境、入耳皆真

•可伸縮的全向式麥克風確遊戲時的戰略擬定
•自行調節的軟墊頭帶以及極度舒適的皮革耳罩，備感舒適
 建議售價 9,900 元

PREDATOR GAMING 
HEADSET
自行調整的軟墊頭帶以及全封閉式記憶泡綿耳罩，

讓您體驗完美的舒適感受。

建議售價 3,390 元

PREDATOR 掠奪者
電競耳機系列、電競椅

*尺寸、重量、電池使用時間、價格、規格、產品圖以實際出貨為準，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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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 CESTUS 510
•Omron® 雙開關擁有最多 7,000千萬次 (5,000萬次 

+2,000萬次 ) 的點擊壽命

• 16,000 DPI 和 400 IPS (吋 /秒 ) 滿足任一需求，留意 
DPI 指示燈即可知道目前設定，方便關鍵時刻切換靈敏度

•可依需求切換高度、重量及可調式右側翼等特性，充分滿足玩
家使用需求

•8個可由程式設定的按鍵及 5組自訂設定檔，打造個人專屬的
滑鼠，並內建記憶體，走到兒玩到哪

•具備 16.8M RGB 色彩選項和 8種不同的燈光樣式

•鍍金 USB 接頭和編織型電纜，凸顯 Predator電競滑鼠完美
狀態

 建議售價 3,090 元

PREDATOR CESTUS 500
•Omron® 雙開關擁有最多 7,000千萬次 (5,000萬次 

+2,000萬次 ) 的點擊壽命

•底部還有可切換的聰明計，方便您調整點擊力道
•側板運用符合人體工學，左右撇子都適用，滿足遊戲需求
 建議售價  2,690 元

PREDATOR CESTUS 300
•Omron® 雙開關擁有最多 7,000千萬次 (5,000萬
次 +2,000萬次 ) 的點擊壽命

•高達 1,680 萬種色彩組合加上 4種發光模式讓您自由
玩色，掌握無窮可能

•可透過內建記憶體充分運用 3個可自訂設定檔和 5種 
DPI等級。

 建議售價  1,890 元

PREDATOR AETHON 500
•機械式青軸按鍵
•全鍵無衝突 (Full N-Key Rollover)結構鍵盤，乘載 萬次敲擊等級

•遊戲模式按鍵，可針對各種情況選擇適合的設定 (5個專用巨集按鍵更提供 5個
設定檔 )，亦可用於切換多種 RGB 設定

•細膩的金屬觸感、分離式磁性護腕墊帶來無比舒適度
 建議售價 5,900 元

PREDATOR掠奪者  電競鍵鼠系列

*尺寸、重量、電池使用時間、價格、規格、產品圖以實際出貨為準，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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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OR 掠奪者
電競背包、鼠墊系列

PREDATOR RGB Mousepad PMP810

•極度舒適、觸感優異的細緻紋理表面，橡膠防滑
底層確保動作精準正確

•聚丙烯表面 (防水防塵 ) 

•能切換 6種發光模式及調整亮度 4種等級

•使用 PredatorQuarterMaster，高達 1,680 
萬種色彩組合讓您自由玩色。

 建議售價 2,490 元

PREDATOR Gaming Mousepad
PMP710/ PMP720/ PMP711/ PMP712

•為滿足電競玩家而打造，一定會讓您驚喜萬分。每一個
元素都是提供最佳的遊戲體驗

•極度舒適、觸感優異的紋理表面，零摩擦力能精準回應
•3 mm 天然防滑橡膠，不易磨損，大動作不易滑動

PMP710  建議售價 690 元 / PMP720 建議售價 899 元

PMP71 1   建議售價 690 元 / PMP712  建議售價 690 元

PREDATOR bag PBG6A0 Rolltop(灰 )

•採用高密度聚酯纖維精心打造
•兩組砲銅灰色澤的金屬扣環，可在捲蓋捲起時確實固
定背包，強韌耐用

•專屬的襯墊隔間，每一個重要物品都找得到合適位置
•背包底部巧妙隱藏專為 AC 變壓器所設計的口袋，再
也不必煩惱該往哪塞

•肩帶軟墊加上柔軟背板，實現玩家所追求的舒適度
 建議售價 4,690 元

PREDATOR ROLLTOP Jr. BACKPACK 
FOR 15.6"(灰 )(白 )

•尺寸小巧，您還是能找到位置或收納口袋
放入一切

•堅固耐用，底部的防水材質無懼下雨或泥
濘影響

•背包前方的兩條拉鍊方便收納、快速主隔
層內的東西

 [灰色 ] 建議售價 2,290 元

 [白色 ]建議售價 2,390 元

*尺寸、重量、電池使用時間、價格、規格、產品圖以實際出貨為準，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NITRO Stream
一盒在手 玩遍天下無敵手

Nitro Stream

型號 NS-600

作業系統 Windows 10 家用版
處理器 第 8代 Intel Core i7-8550U 
影像擷取卡 4Kp60最大 Pass-through解析度 ;1080p60最大

記錄解析度

記憶體 16GB DDR4 
硬碟 1TB 7200轉 +256G M.2 SSD
其它 1xHDMI-IN;2xHDMI-OUT / USB 3.1 Gen1 　
價格 (含稅 ) 37,900 元

3635 *尺寸、重量、電池使用時間、價格、規格、產品圖以實際出貨為準，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尺寸、重量、電池使用時間、價格、規格、產品圖以實際出貨為準，若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NITRO 電競鍵盤

• 搭載 19組防鬼鍵，無論您的戰況有多激烈，絕不漏發任
何指令。除了電競遊戲外，方便的 F鍵可作為媒體快捷
鍵，用於控制音量與播放等。

•可選擇六個不同級別的亮度和兩種模式 (恆亮及呼吸 ) ，
只需按下按鈕即可在三個色彩區域呈現您所喜愛的色調。

•具光澤的 UV塗層 ABS鍵帽耐磨且不褪色，採用長編織
線材，可完美融入任何遊戲設置。

建議售價 1,090元

NITRO 電競背包

• 可置放 15.6吋的筆記型電腦，輕巧設計讓您毫無負擔。

• 採用 強韌聚酯纖維，防潑水外層不必擔心內裝淋濕。

• 可依照個人使用習慣，使用前袋與內袋收納各種裝備，
輕鬆整理收納。

 建議售價 890元

• 一站式遊戲串流傳輸解決方案。
• 透過影像擷取卡的 Pass-Through 功能達到

1080p 串流傳輸，讓您獲得令人目不轉睛的
4Kp60 遊戲經驗。

• 發展您的個人頻道，建立您的觀眾，與
Twitch、YouTube、Mixer 和 Facebook Live 
無縫整合！

NITRO 電競耳機

• 高品質隔音，讓您沉浸於電競世界。可調式鋼製滑桿
確保耳機與您完美貼合。

• 先進的驅動程式提供明確定位的清晰音訊，精準掌握
遊戲中的各種聲音。體驗每個動作帶來的低音震撼。

• 靈活的全向麥克風 提供自然、動態的聲音，讓您可以
輕鬆對話、擬定戰略。

 建議售價 1,590元

NITRO 電競滑鼠

• 配備六個可調式 DPI級數，讓您設定偏好的滑
鼠速度。DPI向上調整一個級數時，皆會變換
LED顏色，使其更加「閃耀」。

• 讓您發揮最佳戰力的八個按鈕，並可額外增重
20克 (4 x 5g)，進一步調整滑鼠。

建議售價  990 元

NITRO 電競滑鼠墊
建議售價  3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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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效率、便利、友善

• 保固期內限本島到府收送
• 桌機到府服務 (選購 )詳情
請洽 0800-700-700  

宏碁電腦專屬服務

  2年全機保固 3年全機保固 58分鐘快修 服務全島通 本島到府收送 LCD無亮點保固 國際保固服務 甲地送修乙地取件 知識庫

免運費

58分 送
取

筆電、平板、Chromebook
第一年 58分鐘快速維修服務  

58分
鐘快

修

*如為軟體問題或是需更長時間完整熱機的機器，因需加嚴測試，
工程師將會儘速與您電話聯繫。

 宏碁服務全島通 -全台 24個服務據點   •  原廠認證工程師  •  最佳售後服務  •  服務專線：0800 258-222

服務知識庫
Acer eService APP

最新消息，線上聯絡

服務資訊，優惠好康

免費下載APP，提供客戶服務據點、
保固期與維修進度查詢；服務專線
資訊、線上聯絡我們及到府收送登
錄；優惠好康、服務銷售及精彩影
音一把抓；訊息公告、疑難解答與
粉絲團連結

http://www.acer.com.tw/ac/
zh/TW/content/pickupservice Acer e service APP下載

北部
台北汐止直營服務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88號3樓 
台北松信直營服務中心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163號1樓 
台北光華直營服務中心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54號1樓 
站前服務中心  台北市南陽街21-4號1樓
板橋服務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98-1號
桃園服務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230號 
中壢直營服務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215號1樓
新竹NOVA服務中心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2樓203室

中部
苗栗服務中心  苗栗市新東街270 號
台中文心直營服務中心  台中市文心路一段371號1樓 

台中NOVA服務中心  台中市英才路437號
彰化服務中心   彰化市中央路5號
雲林服務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212號 

南部
嘉義服務中心  嘉義市上海路312號
台南服務中心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2段49號
高雄建國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9-14~15號
高雄九如直營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5號1樓 
鳳山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257號
屏東服務中心   屏東市瑞光路一段33號

東部
宜蘭服務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342之1號
花蓮服務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603號
台東服務中心  台東縣台東市南京路141號

離島
金門服務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45巷8弄1號
澎湖服務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102號 

服務全島通

• 全台最多現場維修據點

• 超過 200位專業工程師，全台最多
面對面現場維修服務人員

• 免費服務專線：0800-258-222 

• 技術服務專線：02-2696-0099

• 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 9:00∼ 21:00                                 
週六 9:00∼ 18:00

本島到府收送

0800-258-222轉 8

• 到府收送保固內免運費

• 到府收送僅限本島 (不含離島 )

• 報修時間：
 週一∼週五 9:00 ∼ 21:00
 週六 9:00 ∼ 18:00

• 收送時間：
 週一∼週五 9:00 ∼ 18:00 
*保固內限本島到府收送 (不含離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