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電池

顯示的遙控器圖片可能與實際的產品不同。

智慧搖控器和鹼性電池 (AA)。

1. 安裝電池

使用手冊

選購配件

** 請詳細閱讀本手冊。
** 如圖所示按下電池蓋的頂端，將其向後滑動並掀起蓋子。
** 若要更換電池，請打開電池蓋，並依照電池盒中的標籤對準 與 極更 換
鹼性電池 (1.5 V，AA)，然後關上電池蓋。遙控器必須對準電視上的遙控 器
感應器。
** 若要移除電池，請反向執行安裝動作。 請勿將新電池與舊的或已用過的電
池混合使用。 確實蓋上電池蓋。
** 打開電池蓋找到此標籤。

使用手冊

智慧搖控器

Wi-Fi / 藍牙傳輸器 (AN-WF500)

使用遙控器之前，請先詳細閱讀本手冊，並妥善保管手冊以供日後參考。
AN-MR600

** 對於部分型號，您必須購買 Wi-Fi/藍牙傳輸器，才能使用本產品。 如需更多
資訊，請參閱電 視使用手冊中有關配件的詳細說明。
** 如需更多關於如何連接及使用的資訊，請參閱 Wi-Fi / 藍牙傳輸器的使用手冊。
** 本手冊內容可能因產品功能升級而有所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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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事項
** 更換電池後, 請同時參照遙控器的說明文件。
** 在更換電池之後若仍無法正常使用, 請參閱使用手冊的指示試著重新配對
** 若長時間不使用遙控器, 請取下電池。
** 請勿自行拆解電池本體或對電池加溫。
** 電池脫落或使力過大將造成遙控器背蓋受損。
** 請勿將產品浸水。
** 若以不正確的方式插入電池，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
** 廢棄電池請回收到指定地點。

遙控器說明
** 顯示的圖片可能與您的產品不同。

(電源)
開啟或關閉電視電源。
(輸入)
變更輸入訊號源。
** 按住
(輸入) 按鈕即可顯示所有外部輸入的清單。
數字按鈕
輸入數字。
存取儲存的頻道或節目清單。
檢視目前頻道或節目與畫面的資訊。
音量
調整音量大小。

(首頁)
存取 首頁 選單。
(返回)
返回上一個畫面。
清除畫面顯示，並返回上次輸入畫面。
滾輪(確認)
滾輪(確認) 按鈕中央可以選擇選單。
按下
滾輪(確認) 來變更節目或頻道。
您可使用
(上/下/左/右)
按下上、下、左或右按鈕以捲動選單。
按鈕，
如果您在指標使用中的狀態下按下
指標將會從畫面消 失，且智慧搖控器的作用方式會和
一般遙控器相同。
若要再次於畫面上顯示指標，請左右搖晃智慧搖控
器。

顯示頻道或節目導覽。
(螢幕遙控)
顯示螢幕遙控。
用以觀看 3D 視訊。
* 僅適用於 3D 電視。
(語音辨識)
(視型號而定)
必須具有網路連線，才能使用語音辨識功能。
1. 按下語音辨識按鈕。
2. 電視畫面出現語音顯示視窗時，請說話。
** 請從臉部位置算起不超過 10 公分的距離內使用智
慧搖控器。
** 說話速度太快或太慢時，語音辨識可能會失敗。
** 辨識率可能因使用者的特性 (聲音、發音、語調及
速度) 和環境(雜音和電視音量) 而異。

(靜音)
關閉所有聲音。

(快速設定)
存取快速設定。
** 按住
(快速設定) 按鈕即可顯示進階設定選單。

逐一瀏覽儲存的節目或頻道。

有色彩的按鈕
這些按鈕可用來存取某些選單中的特殊功能。

使用

2. 如何取消註冊智慧搖控器

3. 如何使用

1. 如何註冊智慧搖控器

要使用智慧搖控器，請先與您的電視進行配對。
1 將電池裝入智慧搖控器，然後開啟電視電源。
2 將智慧搖控器指向電視，並按下遙控器上的
滾輪 (確認)。

同時按下
(返回) 和 (首頁) 五秒
鐘，讓智慧搖控器與電視取消配對。
* 按住
按鈕可讓您立即取 消並重
新註冊智慧搖控器。

* 如果電視無法註冊智慧搖控器，請先關閉電視
電源，開啟電視電源，然後再試一次。

* 輕輕左右搖晃智慧搖控器或按下 (首頁)/
(返回) /
按鈕，讓指標出
現在畫面上。
(在部分電視機型上，指標會在您按下 滾輪 (確認) 按鈕時出現。)
* 如果一段時間未使用指標，或將智慧搖控器置 於平坦的表面上，則指標會消失。
* 如果指標反應不順暢，您可以將指標移至螢幕 的邊緣，藉此重新設定指標。
* 由於智慧搖控器具有額外功能，因此耗電速度 比一般遙控器來得快。

安全事項
* 請在指定範圍內 (10 公尺內) 使用遙控器。 在涵蓋區域之外使用裝置，或涵蓋區
域內有障礙物時，可能會發生通訊失敗的情況。
* 某些配件可能會導致通訊失敗的情況。 微波爐和無線 LAN 等裝置運作的頻率頻
帶 (2.4 GHz) 與智慧搖控器的頻率頻帶相同。 這可能會導致通訊失敗。
* 如果無線路由器 (AP) 置於距離電視 1 公尺以內的範圍，智慧搖控器可能無法正
常運作。 您的無線路由器應放置於距離電視 1 公尺以外的位置。
* 請勿拆卸電池或讓電池溫度升高。
* 請勿讓電池摔落。 請勿讓電池遭受強力撞擊。
* 電池裝錯可能會引發爆炸。

規格

NCC(Taiwan)

區分

内容

根據NCC低功率電波輻射性電機管理辦法 規定

型號

AN-MR600

第十二條

頻率範圍

2.400 GHz 至 2.4835 GHz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
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
特性及功能。

頻道

79 頻道

第十四條

靈敏度

-89.5 dBm

尺寸 (mm)

寬度 48.3 x 長度 183.5 x 厚度 33.7
(公差 ± 1 mm)

重量

101.7 g ± 8 g (不包括乾電池)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
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
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
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電源

AA 1.5 V, 使用2個鹼性乾電池

耗電量

300 mW

操作溫度範圍

0 ℃ 至 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