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v. Colour TM is a trademark.

RealMedia, RealVideo and RealAudi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RealNetworks, Inc.
These statements are under the Licence Agreement
with RealNetworks, Inc.
4. 4. 2. 1 Terms of use must prohibit the user from
modifying, translating, reverse engineering,
decompiling, disassembling or using other mean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Code or otherwise replicate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Client Code,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restriction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by applicable law.
4. 4. 2. 2 Terms of use must effectively disclaim
on behalf of Real alI warranties and conditions
other than thos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express and implied, including implied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effectively exclude all
liability for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and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Iimited
to lost profits or replacement systems.

The terms HDMI and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 face, and the HDMI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Dolby, Dolby Vision, Dolby Atmos, Dolby Audio, and the 
double-D symbol are trademarks of Dolby Laboratories.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from Dolby Laboratories.
Confidential unpublished works.Copyright © 2012-2019 
Dolby Laborato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Speech Power by Dragon
2002-2020 Nuance Commun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Bluetooth ®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Panasonic Corporation is
under license.

DVB and the DVB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the DVB
Project.

如需瞭解商標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 e 導覽 ] （按目的

搜尋 > 請先讀我 > 使用前 > 授權）。



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由其各自服務供應商提供，該服務可能

會隨時變更、中斷或中止。

Panasonic 不對服務的可用性或持續性承擔任何責任，也

不做任何保證。

Panasonic 不保證其他製造商所製造之週邊裝置的操作及

效能；對於因使用其他製造商之周邊裝置所引把的任何責

任或損害，本公司概不負責。

在本裝置或任何其他裝置錄製及播放內容，可能需要取得

該內容版權或其他權利擁有者的許可。Panasonic 無權也

未授予您相關版權許可，且明確無任何權利、能力或意圖

代表您取得這類許可。您有責任確保本裝置或任何其他裝

置的使用，符合所在國家適用的著作權規範。請參閱相關

法律規範以瞭解詳細資訊，或聯絡要錄製或播放之內容的

版權擁有者。

本產品是以 AVC 專利產品組合授權，授權一般消費者之

個人及非商業用途，以（i）遵照 AVC 標準（「AVC視訊」)

對視訊執行編碼及∕或（ii）將從事個人或非商業活動的消

費者所編碼，及∕或自有權提供 AVC 視訊的視訊提供者

取得的 AVC 視訊解碼。對於任何其他用途，均不擔保或

默示任何授權。

可向 MPEG LA, LLC. 取得更多資訊。

請參見http://www.mpegla.com。

Panasonic 及其關係企業對 USB 裝置以及 USB 裝置與

Panasonic 產品 USB 埠之間的通訊性能,不作任何陳述

或擔保，且明確放棄任何明示或默示擔保，包括但不限於

因處理或因 USB 裝置與 Panasonic 產品 USB 埠之間的

資料通訊性能所致之擔保。

請保持機體在直立狀態下搬運。

該標誌表示 I l 類或雙層絕緣電器，這類產品不需要電氣

接地安全連接。

使用本機的網際網路連接功能時，在同意 Panasonic 的
服務條款/隱私政策（以下稱為條款和條件等）後，可能

會根據條款和條件等收集和使用有關本設備使用方面的

客戶資訊。

若想瞭解服務條款/隱私政策的詳情，請參閱

[ e 導覽 ] （按目的搜尋 > 網路設定 > 網路設定 > 服務

條款和設定）

客戶的個人資訊可能被廣播組織或應用程式供應商記錄

在本顯示器上。在維修、搬運或丟棄本顯示器之前，根

據以下程序清除記錄在本機中的所有資訊。

[ e 導覽]  （按目的搜尋 > 功能 > 出廠設定）

客戶資訊可能被供應商透過第三方提供的應用程式收集

在本機或網站上。請事先確認供應商的條款和條件等。

   對於透過第三方提供的應用程式在本顯示器或網站上

   收集或使用客戶資訊的行為，Panasonic 將不承擔任

   何責任。

   輸入信用卡號碼、姓名等時，要特別注意供應商的可

   信度。

   註冊資訊可能被記錄在供應商的伺服器中。在維修、

   搬運或丟棄本機之前，確保根據供應商的條款和條件

   等清除資訊。

該標誌說明產品使用交流電源。





電源插頭及導線

小心使用

若要避免觸電、火災、損壞或受傷等風險發生，請遵循下
列警告與注意事項：

緊急處理方法

若您感覺到任何異常，請立即拔
除電源插頭！

本顯示器適用於交流     110V，60Hz電源。
將電源插頭完全插入電源插座。
要徹底關閉設備，必須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插頭。
因此，電源插頭應該始終處於方便插拔的位置。
清潔顯示器時中斷電源插頭連接。

請勿以潮濕的手觸碰電源插頭。

請勿在電源線上放置重物。

請勿將電源線放在高溫物體
附近。

請勿拉扯電源線。拔出電源
線時，務必握住電源插頭將
其拔出。

請勿在電源線插在插座上時移動顯示器。
請勿過度纏繞、彎曲或拉伸電源線。
請勿使用損壞的電源插頭或電源插座。
確保顯示器不會壓到電源線。

使用電器時，電源線應保持平順，不得受到物
品擠壓、曲捲或拉扯，以維護使用安全性。

請勿使用任何非本顯示器隨附的電源線。

請勿拆除外殼並切勿自行修改顯示
器，因為在拆除時，可能會接觸到
通電的零件並導致電擊風險。其內部
無任何使用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

請勿將顯示器曝露於雨水或大量
濕氣中。本顯示器不得曝露於滴
水或水份潑濺，以及充滿液體
的物體，例如花瓶等，不可放
置在顯示器上方。

請勿透過通風口放置任何異物至顯示器內。

如果在昆蟲可能輕易進入顯示器的地方使用顯示器。
小蒼蠅、蜘蛛和螞蟻等昆蟲可能進入顯示器，這些昆
蟲可能對顯示器造成損壞，或被困入顯示器上的可見
區域,例如螢幕中。

請勿使用未經核准的腳座∕安裝設備。請洽詢當地
Panasonic 經銷商進行經核准的壁掛架設定或安裝工程。

請勿對顯示器面板施加任何重力或撞擊。

確認孩童不會爬上顯示器。

請勿將顯示器放置在傾斜或不穩
定的表面上，並確保不將顯示器
放在基座的邊緣。

警告

   請勿將顯示器放置於不穩定的位置。顯示器可能
掉落，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甚至死亡。通過採取簡
單的預防措施，可以避免很多傷害，尤其對於兒童
，比如：

‧使用顯示器製造商推薦的機殼或腳座。
‧僅使用能夠安全支撐顯示器的家具。
‧確保顯示器沒有懸放在支撐家具的邊緣。
‧在沒有將家具和顯示器固定到適當支撐的情況下，
   請勿將顯示器放置在較高的家具上（例如，櫥櫃或
   書架）。
‧切勿將顯示器放在衣物上或在顯示器和支撐家具之
   間放置其他材料。
‧對兒童進行教育，說明攀爬家具接觸顯示器或其控制
   連接設備的危險。

   如果您當前的顯示器需要保留並重新放置，則應採
   取跟以上相同的考慮措施。

 
   本顯示器設計用途僅供桌上使用。

   請勿曝露顯示器於直接日照或其
   他熱源。

   使用多年的電器，應主動聯繫相關業者進行檢修及保養
   以提高商品使用的安全性。

為防止火焰擴散，請
將燭火或其他開放火
源隨時遠離本產品



● 請勿使用內建無線網卡連接任何您並無使用權限的無線網

路（SSID*）。此等網路可能會在搜尋結果中列出。

但使用它們可能會被視為非法存取。

SSID 是用來辨別特定傳輸無線網路的名稱。

● 請勿讓內建無線網卡曝露在高溫、直射日光或濕氣中。

● 以無線電波傳輸或接收的資料可能遭到攔截及監控。

● 內建無線網卡使用 2.4 GHz 與 5 GHz 頻寬。在使用內建

無線網卡時，為避免無線電波干擾所造成的故障或反應變

慢，請將顯示器遠離使用 2.4 GHz 和5 GHz 訊號的其他

裝置，如其他無線區域裝置、微波爐、行動電話。

● 若因靜電而出現問題，顯示器可能會停止運作，以進行自

我保護。在這種情況下，請以主電源啟動／關閉開關關閉

顯示器，然後再開啟。

● 顯示器使用 2.4 GHz 無線電 ISM 頻寬（藍牙®）。為

避免無線電波干擾所造成的故障或反應變慢，請將顯示

器遠離像是其他無線區域裝置、其他藍牙裝置、微波

爐、行動電話及使用 2.4 GHz 訊號的裝置。



















切換影像模式。

(本機無此機能)

在觀賞影片時，長按此鍵1秒以上，可做前進之功能。

顯示電子節目表單。

機上盒對應





43 吋機型

49 吋機型

55 吋機型

65 吋機型



因為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器型號眾多，在部分機型
可能無法完全對應。

將連接的HDM設備聲音輸出格式設定為PCM。

請依照附件包之"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器對應說明"，
再重新設定。

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器模式是否正確設定。

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器對應說明：

是否已將代碼變更為有線電視機上盒操作。

遙控器無法操作有線電視機上盒

HDMI連接的設備無聲音輸出



15.0
14.0

耳機/重低音輸出



17.0
27.0
26.0

耳機/重低音輸出

18.0









VS31512

清水
台中市清水區五權東路55號

(市話)0800-098800/(手機)02-412-8222

顧客商談服務專線

大肚、沙鹿、龍井、梧棲、清水、大甲、外埔、大安

電話：(02)2223-5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