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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KW系列幾種”

委製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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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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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網路服務的重要聲明:
    通過本機獲得的所以內容和服務都歸屬第三方， 受到版權、專利權、商標權和或其它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此內容和服務僅供您個人非商業
目的使用,不得以未經內容所有者或服務提供商授權的方式使用任何內容或服務。
    在任何情況下,對於您或第三方通過本機訪問任何內容或服務或任何信息或任何第三方軟件所引起的任何直接、間接、意外的損失或損害, 
本公司不會對此承擔任何責任。
    第三方服務可能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更改、刪除、停止服務,本公司不表示也不保證某些服務或內容在任何時間內保持可用。
    本公司不負責與服務和內容的相關的服務,不會為客戶服務承擔任何責任,有關服務或內容方面的任何問題和服務請求，請您直接聯擊相應的
內容和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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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型

BB4x12(4PCS)

43型

BB4x20(6PCS)

65型

BM4x22(6PCS)

，50型為U形腳座，無此字樣)

3.將腳座螺絲孔對準後殼上螺絲孔，鎖上對應的螺絲，如下面示意圖.

50型

U形金屬底座 U形金屬底座

M4x22*4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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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型/55型

65型

50型
外觀簡介

顯示器螢幕

顯示器螢幕

顯示器腳座
電源指示燈/遙控訊號接收頭

待機時，電源指示燈為紅色；
開機時，電源指示燈為藍色；
斷電後，電源指示燈熄滅。

顯示器腳座

顯示器腳座

電源指示燈/遙控訊號接收頭
待機時，電源指示燈為紅色；
開機時，電源指示燈為藍色；
斷電後，電源指示燈熄滅。

電源指示燈/遙控訊號接收頭
待機時，電源指示燈為紅色；
開機時，電源指示燈為藍色；
斷電後，電源指示燈熄滅。

   

43型/55型
50型



65型

1、插上電源後，電源指示燈顯示為紅色，按一下顯示器底部的按鍵按鈕，開啟顯示器，指示燈顯示為藍色；
2、開機後，長按底部的按鈕，顯示器待機，電源指示燈為紅色；
3、開機後，短按底部的按鈕，顯示器螢幕上會出現如下截圖的圖標，可以進行相應的操作；

4、螢幕上出現圖標後，短按一下可以選擇對應的項目進行操作，選擇需要的項目後，再長按按鈕進入選擇狀態；

按鍵按鈕

電源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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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電源

關閉電源

輸入

輸入 音量提高

音量提高/降低

上/下一個頻道

音量降低 上一個頻道 下一個頻道



外部設備連接端子

網路輸入

網路輸入

迷你攝影機
DVD播放器

電腦

藍光光碟機

U盤

S/PDIF
輸出

HDMI3
輸入

HDMI2(ARC)
輸入

HDMI1
輸入 耳機輸出

USB2
5V 500mA

USB1
5V 500mA

影像 左 右
AV 輸入

迷你攝影機
DVD播放器

電腦

藍光光碟機

DVD播放器

音響

U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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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指南

選擇地區和語言

1.首次打開顯示器時，預設國家可能為非當地地區，語言為英語。
2.您可以使用遙控器的啟動提示更改預設國家和語言。

1、請按遙控器上的【確定】（滾輪）按鈕。

2、確認位置和語言設定。

開始使用webOS顯示器 

開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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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所有正在使用的裝置連接至顯示器並開啟裝置，檢查與顯示器的鏈接。

4、連線至網際網路以存取實用以及有趣的內容和應用程式,
   無線(wifi)網路選擇—選擇您所要連接（wifi）裝置名稱。

選擇網際網路和裝置連線

016



5、選擇要修改的項目並加以變更。
   可選擇AV、HDMI1、HDMI2、HDMI3通道

6、根據作業系統掃描QR碼下載LG ThinQ應用程式。

7、初次使用已完成，使用AI智能顯示器開始嶄新的體驗。

選擇條款與條件
歡迎使用Smart TV服務 法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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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ebOS  的顯示器 首頁功能
您可以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來開啟首頁畫面。 
您可以在單一畫面上組合常用的應用程式，並隨時使用這些應用程式。

顯示器開啟時，將自動顯示首頁畫面。 若不要顯示首頁畫面，請將     一般一般  首頁設首頁設
定定的首頁自動首頁自動啟啟動動設為關閉關閉。

本機 裝置中內容和服務的可用性和存取隨時可能變更，恕不事先通知。

啟動搜尋搜尋。 
若要查看詳細資料，請在說明書

說明書中

選擇享受享受  Content Store  內容搜尋內容搜尋。

移至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您可以選擇或控制連接到顯示器的裝置（手機、外部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等）。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的連接外部裝置連接外部裝置  使用家用設備畫面使用家用設備畫面。

移到您最近使用的顯示器輸入。

移到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 
長按遙控器上的  按鈕，或將焦點放在最近內容最近內容上。 
您可以執行或關閉上方預覽區所提供清單中的一個最近使用過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執行、移動及刪除安裝在顯示器上的應用程式。

焦點放在每個應用程式區。它會在上方提供預覽。 
您可以檢查或執行各個應用程式的實用功能，以及預覽中的推薦內容，而無須進入應用程
式。

有些應用程式可能不提供預覽。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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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webOS  顯示器首頁
您可以檢視顯示器上安裝的所有應用程式清單、變更應用程式的位置，或進行刪除。

無法編輯預設的顯示器應用程式。

選擇您要編輯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住遙控器上的滾輪滾輪(確認確認) 按鈕。 
這樣就能啟動應用程式編輯模式。 
或者，您可以選擇 [首頁] 清單右側角落的 [編輯模式] 按鈕進入 [應用程式編輯] 模
式。

01

若要將應用程式移到所要的位置，請移至該位置並按下滾輪滾輪(確認確認) 按鈕。 
若要刪除應用程式，請選擇應用程式上方的  圖示。

您可以先移動和刪除任意數量的應用程式，再結束編輯模式。

您也可以使用遙控器上的 /  按鈕來移動應用程式。

02

編輯完成後，按下右上方的  即可離開 [應用程式編輯] 模式。03

您可以自動根據所累積的應用程式使用模式，依最常使用的順序排列應用程式清單。

您可以新增所喜愛的視訊服務頻道到清單中。

此功能只有在連接網路時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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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至網路
您可以使用各種服務（如線上內容及應用程式）為網路進行設定。

設定有線網路設定有線網路

若網路未自動連接若網路未自動連接

使用 LAN 纜線連接顯示器 LAN 連接埠和路由器。  
路由器應事先連線至網際網路。

如果路由器支援 DHCP，在您用 LAN 纜線將顯示器連線到網路時，顯示器就會自動
連線到網路。

01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2

選擇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有線連線有線連線 (乙太網路乙太網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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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

網路設定警告網路設定警告

使用標準 LAN 纜線（連接至含 RJ45 接頭的 Cat7 或更高規格、10 Base-T 或 100 Base TX
LAN 連接埠)。
重新設定數據機可能解決部分網路連線問題。關閉電源、中斷連接電源後再重新連接，然後
開啟電源即可解決問題。

 對台灣三洋 於網路連線所導致的任何網路連線問題或任何故障、功能失常或錯誤等恕不負責。
網路連線可能因為網路設定或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問題而無法正常運作。

DSL 服務必須使用 DSL 數據機；纜線服務則必須使用纜線數據機。由於可以使用的網路連
線數量有限，而且視您與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合約而定，可能無法使用顯示器網路設定。
(如果合約不允許每條線路有多個裝置，則只能使用已連線的電腦)。
無線網路可能會因使用 2.4 GHz 頻率的其他裝置（無線手機、Bluetooth 裝置或微波爐）而
受到干擾。雖然使用 5 GHz 頻率也可能產生干擾，但干擾的情況較少。

無線環境可能會導致無線網路服務的執行速度變慢。

若無法關閉所有本機的家用網路，可能會導致部分裝置產生過多流量。

存取點裝置必須支援無線連線，且需在裝置上啟用無線連線功能方可建立 AP（存取點）連
線。請連絡服務供應商，瞭解存取點上的無線連線是否可用。

檢查 AP 的 SSID 和安全性設定。請參閱適當的文件，瞭解 AP 的 SSID 和安全性設定。

若網路裝置（有線/無線線路分享器、集線器）的設定無效，可能會導致顯示器操作緩慢或無法
正確操作。請根據適當的手冊正確安裝裝置及設定網路。

視 AP 製造商而定，連線方法可能不同。

開啟已連線至網際網路的路由器電源。01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2

選擇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Wi-Fi 連線連線。03

網路搜尋完成時，可用網路的清單會隨即顯示。04

選擇要連線的網路。 
如果無線 LAN 路由器有密碼保護，請輸入為路由器設定的密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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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解決與此功能相關的問題，請參閱說明書的疑難排除

說明書 疑難排除

一節。

建立建立 LG 帳戶帳戶
在帳戶管理帳戶管理，您可以使用電子郵件地址建立新的 LG 帳戶。 
或者，您可以使用外部服務帳戶的 ID 和密碼來建立和登入 LG 帳戶。

需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建立帳戶。

必填資訊可能因國家 / 地區而異。

視您的年齡而定，可能限制您使用本服務。

若要解決與此功能相關的問題，請參閱 的 一節。

管理管理您您的的 LG 帳戶帳戶
您可以管理您的 LG 帳戶資訊。

個人資訊個人資訊

您可以檢視或編輯目前登入帳戶的資訊。 
您可以變更密碼，或按下編輯編輯以編輯您的個人資訊。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選擇   一般一般  帳戶管理帳戶管理  LG 帳戶登入帳戶登入。02
選擇建立帳戶建立帳戶。閱讀並接受「服務條款」。03
輸入 ID 與密碼。您的 ID 必須是您的電子郵件地址。04
輸入您的生日。05
如果選擇確認確認，將傳送驗證連結至您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請在有效期內完成電子
郵件驗證。

06

如果電子郵件驗證成功，將建立 LG 帳戶，您可以使用此帳戶資訊登入。07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前往   一般一般  帳戶管理帳戶管理並登入。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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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瞭解智慧遙控器深入瞭解智慧遙控器

點選 畫面上的游標，您就能輕鬆便利地選擇想要的功能，如同您在電腦畫面上使用
滑鼠一般。

配對智慧遙控器配對智慧遙控器
您必須將智慧遙控器與  webOS  配顯示器 對才能使用。
使用前，請先將智慧遙控器配對，方法如下 :

023

如果您無法註冊智慧遙控器，請關閉顯示器並再試一次。

重新註冊智慧遙控器重新註冊智慧遙控器

取消註冊智慧遙控器註冊智慧遙控器

如果顯示器上並未顯示智慧遙控器的指標，則您必須重新註冊遙控器。

開啟顯示器。過了約 20 秒後，將遙控器指向顯示器，然後按下滾輪滾輪(確認確認)。01

遙控器便會自動註冊，顯示器畫面上會顯示配對完成訊息。02

將遙控器對準顯示器，並長按 GUIDE 按鈕直到出現指示。01

先
再按一次GUIDE按鈕，跳回原通道。

前註冊的遙控器即解除註冊，並再度註冊。0
03
2

同時按下     （首頁）和      （返回）五秒,讓智慧遙控器和顯示器取消配對。 

如何操作顯示器 



針對標有  的按鈕，請長按 (按住超過一秒)。

使用遙控器按使用遙控器按鈕鈕

短
(部分按鈕功能，某些型號可能不支援)

暫按下或按住遙控器按鈕來存取各項功能。

 :
:
 您
電源，開機或待機。

可以開啟/關閉機上盒的電源。

LIST : 檢查所儲存的頻道。

0  : 隨即出現智慧快選智慧快選編輯畫面。

 : 它會顯示遙控器上的其他按鈕。 
  : 它會大聲讀出畫面的內容，或者設定多工語音。 (某些型號

可能不受支援。)
 : 它會調整音量大小。

 : 選擇關閉來自顯示器的聲音。 
  : 進入協助工具協助工具選單。

 : 您可以變更頻道。

 : 查看推薦的內容。 (推薦服務可能無法使用，視所在國家而定 。)
按住按鈕並說話以使用語音辨識功能。

 : 顯示 [首頁] 選單。 
  : 顯示之前用過的清單。

 : 進入 [快速設定] 選單。 
  : 進入 [所有設定] 選單。

 : 移至上一個步驟。 
  : 關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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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083

GUIDE : 您可以檢查節目。

 : 選

在不同界面，用於上下左右移動或調整功能。

擇輸入訊號源。 
  :

:
 進

/

/

入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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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滾輪(確認)：確認、進入或執行所選項目。16

：控制媒體內容播放、暫停。18

：執行特定模式下的快捷功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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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遙控器使用智慧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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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指定範圍內（10 公尺內）使用遙控器。 超出工作距離或有障礙物擋住視線時，裝置可
能無法正常運作。

視周邊裝置 (無線路由器、微波爐等等)，可能會發生通訊故障。

撞擊可能導致智慧遙控器故障。

使用智慧遙控器時請小心，不要撞到附近的傢俱、電子設備或其他人。

透過語音使用顯示器功能
您可以透過語音辨識，輕鬆快速地存取顯示器的各項功能。

將智慧遙控器對準顯示器時，若左右搖晃智慧遙控器或轉動滾輪，顯示器畫面上便會
出現指標。
將遙控器朝著您要的方向移動，指標會跟著移動。

01

將指標移動至想要的位置，然後按下滾輪滾輪(確認確認) 按鈕執行該功能。02
指標一段時間未使用後即會消失。當指標從畫面上消失時，請左右搖晃智慧遙控器。
就會重新出現。 
如果您按了上、下、左、右按鈕時，指標會消失，遙控器會以傳統遙控器方式運作。

03

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並說出您要啟動的功能，或您要在搜尋時使用的關鍵字。01
語音輸入後，一旦放開  按鈕，就會啟動對應的功能。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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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位置必須對應到該語言，才能得出確實的搜尋結果。 如果您的位置設定和語言設定不
同，部分功能可能無法使用。

您可以在     一般一般  語言語言 (Language)  選單語言選單語言 (Menu Language) 中變更語
言。

語音辨識功能的可用語言可能會根據服務營運政策而變更。

服務的詳細資料可能因型號而異。

請注意，LGE 或其第三方供應商可能變動、移除或終止 AI 服務，恕不另行通知。

語音辨識注意事項語音辨識注意事項

語音辨識需要搭配智慧遙控器使用，某些機型可能不支援。

若要使用所有語音辨識功能，您需要設定頻道、地區等。否則將無法使用某些功能。

您必須有網路連線，才能使用語音辨識功能。

若有網路連線，您需要接受使用語音辨識的條款和條件。

若要使用語音辨識功能控制連接顯示器的機上盒，請移至     連接連接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 
通用控制設定通用控制設定設定通用遙控器。

建議在輸入語音後將智慧遙控器指向機上盒。

語音辨識的速率可能因使用者的個人特色（音量、發音、口音及說話速度）和環境（雜音和
顯示器音量）而異。

為精確辨識語音，您必須以緩慢和精確的方式、適當的音量，在距離智慧遙控器麥克風約
10 公分處說出文字。

若無法正確辨識您的語音，語音辨識可能會以您非預期的方式操作。

使用語音輸入文字使用語音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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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語音辨識功能，在文字欄位中輸入文字。 
在鍵盤畫面上選擇  按鈕，切換到語音輸入模式。

在文字方塊中移動智慧遙控器指標以開啟虛擬鍵盤。01

按下虛擬鍵盤上的  按鈕。 或按遙控器上的  按鈕。02
當語音辨識資訊視窗如下所示開啟後，請對著遙控器上的麥克風緩慢清晰地說話。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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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音輸入文字注意事項使用語音輸入文字注意事項

使用語音轉文字功能前，請先檢查網路連線。

您可以在     一般一般  語言語言 (Language)  選單語言選單語言 (Menu Language) 中變更語
言。 若要暫時切換成另一個語音辨識語言，請按下語音辨識資訊顯示視窗中的  按鈕。

您僅能在同意語音辨識條款時使用此功能。

語音轉文字準確率可能因使用者的特性（聲音、發音、語調及速度）和環境（雜音和顯示器
音量）而異。

若要改善語音轉文字的準確度，您必須在距離智慧遙控器約 10 公分處，清楚且大聲地說
話。

語音辨識功能無法用於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的任何密碼輸入欄位及位址列（一般搜尋除外)。

若要檢視遙控器的更多功能若要檢視遙控器的更多功能

 

如果沒有類似您大聲說出的字串，您可能會看到一份列有多個結果的清單，如下所
示。 如果沒有得到您所需要的結果，請按下重試重試，再試一次。 選擇結果，結果將會
顯示在文字方塊中。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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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顯示器畫面上顯示的按鈕，控制連接到顯示器的外部裝置。

自動設定通用遙控器自動設定通用遙控器
設定通用遙控器後，即可使用智慧遙控器控制周邊裝置 (Blu-ray/DVD 播放器、家庭劇
院、機上盒等等)，不必使用專用遙控器。

連接裝置到顯示器的 HDMI IN，並且開啟裝置的電源。 
顯示器會辨識連線的裝置以自動設定通用遙控器，不需要手動設定。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使用遙控器，在顯示器畫面上顯示的更多動作更多動作選擇所要的按鈕。02

通用控制設定
您可以使用遙控器控制機上盒、blu-ray播放機、家庭劇院音樂系統等裝置。

資訊
顯示當前節目、外部輸入和錄製的信息。

運動
將設置觀看體育節目的最佳分辨率和聲音模式。

029

設定通用遙控器後，您可能需要做些其他使用者設定。

這可能需要幾秒鐘的時間完成通用遙控器的設定。

視連接的裝置而定，可能不支援通用遙控器的自動設定功能 (自動裝置連線)。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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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設定通用遙控器手動設定通用遙控器

如果通用遙控器不是自動，您可以手動設定它。

此功能只能與智慧遙控器搭配使用。

變更裝置設定前，請先確定已開機。

連線至網路後，即可使用更新後的最新資訊設定通用遙控器。

遊戲主機不支援通用遙控器的手動設定功能。

視外部裝置的機型而定，某些按鈕可能無法運作。

若要控制想要控制的裝置，請將智慧遙控器指向裝置。 確定裝置前方沒有物體以確保遙控器
訊號穩定接收。

智慧快選智慧快選可讓可讓您您輕鬆快速地使用應用程式。輕鬆快速地使用應用程式。
按住遙控器上的數字按鈕以開啟應用程式，或啟動已註冊給按鈕的外部輸入。

設定設定智慧快選智慧快選

若您按住已註冊的按鈕，即會執行註冊的功能。

選擇     連接連接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  通用控制設定通用控制設定。01
選擇您要設定的裝置的類型。02
根據畫面上的指示，完成通用遙控器的設定。 
您可以變更或取消通用遙控器設定。

03

啟動應用程式或選擇想要指派的頻道或輸入。01
按住您要註冊的數字按鈕 (1~9)。 02
註冊快顯視窗出現時，選取是是。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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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看已註冊的項目，請選取已在智慧快選智慧快選編輯模式中註冊的數字。

若您處於無法執行智慧快選智慧快選的模式，則將無法執行任何動作。

若您刪除已註冊的應用程式，智慧快選智慧快選也會一併取消註冊。

檢檢查查並編輯並編輯智慧快選智慧快選。。

按下遙控器上的數字按鈕 0。 
隨即出現智慧快選智慧快選編輯畫面。

使用使用 SIMPLINK
使用單一遙控器，即可輕鬆管理各種裝置，例如條形音箱或透過 HDMI 連接至顯示器的機
上盒。

最多可同時連接和使用三個裝置。

選擇已註冊的數字即可將其取消註冊。

當您選取未註冊的數字時，便會顯示可註冊的項目。

已註冊到其他數字的項目會以勾選符號來標示。

您可以檢視此功能的簡短指示。

使用 HDMI 纜線將 SIMPLINK HDMI輸出連接埠連接到顯示器 HDMI IN 連接埠。01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2

選擇   連接連接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03

將 SIMPLINK (HDMI-CEC) 設為開開啟啟。04

將自動電源同步自動電源同步設定為開開啟啟或關閉關閉。(如果 [自動電源同步] 設為開開啟啟，開啟以
SIMPLINK 連結的裝置時也會開啟顯示器。關閉顯示器後，裝置也將關閉。)

05

開啟連接裝置的電源。當顯示器自動連接裝置時，輸入將會切換。 
如果裝置沒有自動連線至顯示器，按一下 [輸入] 按鈕。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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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只能在具有  標誌的裝置上才能運作。請查看外部裝置上的 SIMPLINK 標
誌。 
使用任何非指定產品可能導致操作時發生問題。

若要使用 Simplink，必須使用具備 CEC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功能的高速
HDMI 纜線。 高速 HDMI  纜線的接腳 13 能夠在裝置之間進行資訊交換。

如果您想將聲音透過使用 HDMI 纜線連接的外部音效設備播放，請將 SIMPLINK (HDMI-
CEC) 設為開開啟啟。

支援的支援的 SIMPLINK 功能功能

立即播放

當您啟動多媒體裝置時，即可立即在顯示器上觀賞來自該裝置的內容，不需要控制任何
選項。

使用顯示器遙控器控制裝置

讓使用者用顯示器遙控器控制多媒體裝置以觀看內容。

智慧遙控器的指標功能可能受到限制。

主電源關閉

如果自動電源同步自動電源同步在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中設定為開開啟啟，並且您關閉顯示器，透過 SIMPLINK
連接到顯示器的裝置也會跟著關閉。

此功能僅適用於特定裝置。

主電源開啟

如果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中自動電源同步自動電源同步設定為開開啟啟，開啟 SIMPLINK 連結的裝置也會開啟
顯示器。

如果 SIMPLINK (HDMI-CEC) 設為關閉關閉，則無法將自動電源同步自動電源同步設為開開啟啟。

某些型號可能不受支援。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的捷徑的捷徑
您無須進入 [設定] 功能表，即可直接前往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

您可以設定高對比度高對比度, 灰階灰階, 反轉色彩反轉色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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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USB 有線有線/無線滑鼠無線滑鼠
將滑鼠連接至 USB 連接埠。使用滑鼠以在顯示器畫面上來移動指標，然後選擇所要的選
單。

滑鼠的右鍵及特殊按鈕無法運作。

使用無線 USB 滑鼠/鍵盤時，使用體驗可能會受到距離和無線狀況影響。

使用使用 USB 有線有線/無線鍵盤無線鍵盤
將鍵盤連接至 USB 連接埠。您可以使用連接的鍵盤裝置來輸入文字。

在某些畫面上無法輸入文字。

建議使用通過 LG TV 相容性測試的產品。 
LOGITECH K360、LOGITECH K400、LOGITECH K750、LG Electronics MKS-1200
您可以按下語言切換鍵或右邊的 Alt 鍵，也可以同時按下 Ctrl 鍵和空白鍵，來變更輸入語
言。

無線 USB 鍵盤的使用可能會受使用範圍及無線環境所影響。

若要在文字欄位中輸入文字，請使用顯示器畫面上的螢幕鍵盤或 USB 鍵盤。

使用遊戲控制器使用遊戲控制器
如果需要遊戲控制器，請將您的遊戲控制器連接至顯示器的 USB 連接埠。

建議使用通過 LG TV 相容性測試的遊戲控制器。 
LOGITECH F310、LOGITECH F510、LOGITECH F710、LOGITECH Rumblepad 2、
LOGITECH Cordless Rumblepad 2、LOGITECH Dual Action Gamepad、MICROSOFT
Xbox 360 Controller（纜線)、SONY Playstation(R)3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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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享受  Content Store

使用使用  Content Store
您可以下載並使用各種類別的應用程式，例如教育、娛樂、生活風格、新聞、遊戲。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啟動  Content Store。02

視型號而定，提供的內容可能不同，或某些功能可能受限制。

兒童使用時，請特別注意。兒童可能會透過本產品存取不適當的線上內容。 您可以藉由限制
對某些應用程式的存取來封鎖不適當的線上內容。 
在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  應用程式鎖定應用程式鎖定中進行設定。

安裝應用程式安裝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 Content Store，將各種應用程式安裝在顯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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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啟動  Content Store。02

選取畫面頂端顯示的所有應用程式所有應用程式類別。 
將在選擇的類別中顯示可用的應用程式清單。

03

從清單中選擇要設定的應用程式。04

閱讀應用程式的詳細資訊，然後按下安裝安裝。05

可用類別可能因國家 / 地區或服務狀態而異。

若您顯示器的儲存空間不足，您可以連接外接記憶體裝置安裝應用程式。

部分 USB 裝置可能不受支援或無法正確運作。

您可能無法使用內含來自其他顯示器之應用程式的 USB 隨身碟。

您可以在我的應用程式我的應用程式中刪除已下載的應用程式。

安裝完成後，即可立即執行應用程式。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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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外部裝置連接外部裝置

使用使用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您可以選擇或控制連接到顯示器的裝置（手機、外部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等）。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並選擇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您亦可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

您可以使用  ThinQ 應用程式檢查和選擇連接的智慧型裝置。 
如需有關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書中的連接外部裝置連接外部裝置  連接智慧型裝置連接智慧型裝置。



可設定的項目因型號或地區而異。

連接連接 家用物聯網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
您可以檢查和控制所連接家用物聯網裝置的狀態。

使用 AirPlay/HomeKit 控制顯示器並在顯示器畫面上觀看 iPad 或 Mac 中的內容。

本機 裝置中內容和服務的可用性和存取隨時可能變更，恕不事先通知。

您可以播放透過 Bluetooth 連接之智慧裝置的聲音。 
如需有關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書中的連接外部裝置連接外部裝置  透過顯示器 揚聲器播放智慧透過顯示器揚聲器播放智慧
型裝置的音效型裝置的音效。

您可以檢查和選擇透過外部輸入連接埠或網路連接的外部裝置。

顯示目前選擇的輸出揚聲器，您可以移動至輸出揚聲器設定畫面。

您可以檢視和選擇連接的儲存裝置。

您可以檢查和控制透過 家用物聯網 連接的裝置。 
如需有關操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書中的連接外部裝置連接外部裝置  連接連接 家用物聯網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

預設所需的操作，即可輕鬆控制裝置。

登入登入 : 您可以登入 / 登出您在手機上所建立的  ThinQ 帳戶。  
編輯編輯 : 您可以編輯連接至輸入輸入或家用物聯網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的裝置名稱或套用相關設定。 
連結至智慧音箱連結至智慧音箱 : 您可以連線至外部智慧音箱以控制顯示器。 

它會重新整理裝置清單。

結束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  ThinQ 應用程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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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hinQ 應用程式不適用於所在地區，則不支援  ThinQ 裝置連線。

若要登錄 OCF（國際物聯網聯盟，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支援的裝置 或其他 IoT
裝置，請選擇連接家用連接家用 IoT 裝置裝置並依照指示套用設定。 
1) OCF（國際物聯網聯盟，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支援的裝置：經物聯網標準制
定組織認證的裝置

登入您的  ThinQ 帳戶，並註冊您自己的   ThinQ 裝置。02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並選擇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03

按下右上方的 ，以選擇 登入登入。04

登入您的 ThinQ 帳戶。即顯示已註冊  ThinQ 的裝置清單。05

 1)



如果您是從行動應用程式控制外部裝置，可能會無法從顯示器控制裝置。結束行動應用程式，
即可從顯示器進行控制。

可設定的項目因型號或地區而異。

只能連接某些經過 OCF v1.3 認證的 OCF（國際物聯網聯盟，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支援的裝置。

可連接至顯示器的 IoT 裝置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行動裝置與顯示器可連接的  ThinQ 裝置及可用功能可能不同。

預設所需的操作，即可輕鬆控制裝置。

您可以登入 / 登出您在手機上所建立的  ThinQ 帳戶。

編輯編輯清清單單 : 您可以重新命名、顯示顯示/隱藏隱藏連線至家用物聯網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的裝置或變更裝置順序。 
通知通知 : 如果您將其開開啟啟，您可以收到有關家用物聯網裝置狀態的通知。 
刪除刪除 : 您可以刪除已連線裝置。 只能從顯示器刪除某些裝置。

您可以連線至外部智慧音箱以控制顯示器。

您可以查看各種家用物聯網裝置家用物聯網裝置的連線指南。 您可以連接和顯示登錄至  ThinQ 帳戶的
裝置、OCF（國際物聯網聯盟，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支援的裝置及其他 IoT 裝
置。 
裝置連線後，卡片將變小並顯示在裝置連線清單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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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顯示器時，也需要重設連接至裝置的 OCF（國際物聯網聯盟，Open Connectivity
Foundation）支援的裝置。



連接智慧型裝置連接智慧型裝置
您可以透過將顯示器連接到智慧裝置來使用各種功能。

使用使用  ThinQ 應用程式將應用程式將您您的智慧型裝置連接至的智慧型裝置連接至顯示器

如果在要使用的智慧音箱的應用程式中登錄  ThinQ，您也可以透過智慧音箱以語音指令
來使用。

使用使用  ThinQ 應用程式來控制應用程式來控制您您的顯示器的

您可以點選智慧型裝置畫面上的按鈕控制顯示器

從您智慧型裝置的應用程式商店下載 ThinQ 應用程式。  
掃描 QR 碼即可輕鬆下載應用程式。

Android

iOS

01

將您的顯示器與智慧型裝置連接到同一個 Wi-Fi 網路。 
您可以在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Wi-Fi 連線連線中檢查顯示器的 Wi-Fi 網路。

02

執行智慧型裝置上安裝的  ThinQ 應用程式。03

遵照  ThinQ 應用程式的指示，將智慧型裝置連接到顯示器。 
 ThinQ 的帳戶資訊連結至顯示器時，您可以使用顯示器的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管理連結
至帳戶的 IoT 裝置。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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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控制項可能會因外部輸出模式而受限。

應用程式畫面與功能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可用功能會依您的國家 / 地區及作業系統而異。

在顯示器上觀看行動裝置畫面在 上觀看行動裝置畫面

初次連接螢幕分享螢幕分享時，將出現快顯視窗以讓您選擇拒拒絕絕、接受接受或封鎖封鎖。

觀看節目時，您可以用語音指令控制頻道、音量等或選擇外部輸入，而不必使用遙控器。

您可以使用與智慧遙控器的指標和方向鍵一樣的功能。

在行動裝置上啟用 [Screen Share] 模式。01

您的顯示器將會顯示在可用的裝置清單中。02

選擇顯示器並要求連線。03

在連線要求快顯視窗中選擇接受接受。04

連線建立後，顯示器便會顯示連接裝置的畫面。05

拒拒絕絕 : 請勿連接裝置。 如果再次嘗試連接，將出現快顯視窗。●

接受接受 : 您可以連接裝置。 第二次以後不會出現連線快顯視窗。●

封鎖封鎖 : 請勿連接裝置。 即使再次嘗試連接，也不會出現快顯視窗，且連線無效。 
若
備註：內建自帶Miracast投影，有相容性問題。

要取消封鎖封鎖，請前往     連接連接  行動連線管理行動連線管理  螢幕分享螢幕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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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1



建議您隨時將要連接至顯示器的裝置更新為最新的 OS 版本，以維持穩定的連線。

非 LGE 裝置可能無法連線，即便偵測到此裝置亦然。

建議您將裝置連線至 5 GHz 路由器，因為效能可能會受無線環境的影響。

回應率可能會因使用者環境而異。

情況視裝置而異。如需更多關於欲連線之裝置的資訊，請參閱其使用指南。

如果一直連線失敗，先關閉您要連線的顯示器和裝置，然後重新開啟再試一次。

透過顯示器揚聲器播放智慧型裝置的音效
透過 Bluetooth 將智慧型裝置連線到顯示器，以透過顯示器揚聲器播放智慧型裝置的音效。

如果輸出揚聲器設為 Bluetooth 或有設定紀錄，則在智慧型裝置清

連接連接 USB

開啟智慧型裝置的 Bluetooth 功能，然後從裝置清單中選擇顯示器。01
顯示器即會連線到智慧型裝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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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輸出揚聲器設為 Bluetooth，請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啟動家用設備畫面，然後
在手機區域中選擇音效共用進行連線。

將 USB 儲存裝置（USB HDD、USB 隨身碟）連接到顯示器上的 USB 連接埠，即可在
顯示器上盡情觀賞儲存在 USB 儲存裝置上的內容檔案。

可能無法辨識具有內建自動辨識程式或使用其本身驅動程式的 USB 裝置。

部分 USB 裝置可能不受支援或無法正確運作。

如果您使用 USB 延長線，系統可能無法辨識 USB 裝置，或 USB 裝置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請僅使用由 Windows OS 提供的 FAT32 或 NTFS 檔案系統所格式化的 USB 裝置。

建議您使用額定電壓 5 V 或以下，且額定電流 500 mA 或以下的 USB 外接式硬碟。 如果所

用裝置使用的電壓/電流大於額定電壓/電流，可能會因電流不足而無法正常運作。

建議您使用具有電源供應器的 USB 集線器或 USB 儲存裝置。

建議使用的儲存裝置為，容量 32 GB 的 USB 隨身碟以及 2 TB 或 以下的 USB 外接硬碟。

如果具有省電功能的 USB 外接式硬碟無法運作，請先關閉硬碟後再重新開啟，使其恢復正

常運作。請參閱 USB 硬碟的使用手冊，以取得更多資訊。

USB 裝置上的資料可能會損壞，建議您備份任何重要檔案。使用者應自行負起資料管理責

任。製造商對此概不負責。

USB 裝置使用提示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 若要移除 USB 儲存裝置，請按下退出退出按鈕（當您將焦點放在要
移除的 USB 儲存裝置時會顯示在上方）。 如果在沒有選擇退出退出的情況下中斷連接 USB 儲
存裝置，您的顯示器或儲存裝置可能會發生錯誤。

將屬於顯示器不支援之檔案系統的 USB 儲存裝置連接至 USB IN 連接埠時，會出現格式化訊
息。 若要使用連接的 USB 儲存裝置，應先將裝置格式化。 
格式化後，USB 儲存裝置中的所有資料將會刪除且裝置會格式化為 NTFS 或 FAT32 檔案系
統。

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 從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儲存空間儲存空間選擇連接的 USB，然後選擇格式格式
化化按鈕來格式化 USB 儲存裝置。

連接 USB 裝置時，可建立隨機的檔案/資料夾以提供儲存和擷取縮圖圖像等的 Smart TV 服
務。

檢視相片和視訊檢視相片和視訊
您可以使用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應用程式來檢視相片和視訊。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執行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應用程式。02
選擇您要的儲存裝置。03
選擇和檢視所要的相片或視訊。04

選擇所要的內容類型和檢視方法。

選擇並刪除想要的內容。

無法刪除從其他裝置共用的檔案。

選擇要播放的內容。您只能選擇與第一次選擇時相同的內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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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內容總數超過 40,000 個，則部分內容可能不會顯示在清單上。

啟動搜尋搜尋。



使用相片播放器使用相片播放器
在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應用程式中選擇相片即會執行相片播放器。您可以檢視已儲存的相

片。

返回完整內容清單。

您可以執行音樂播放器，播放背景音樂。

您可以放大/縮小相片。

開始幻燈片播放。

旋轉相片。

可使用 360 度模式檢視 360 度相片。

在一般相片上使用 360°模式可能會使影像失真。

您可以設定相片大小或變更幻燈片播放的速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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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片播放器使用影片播放器
在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應用程式中選擇視訊即會執行視訊播放器。您可以檢視已儲存的視訊。

返回完整內容清單。

您可以在觀賞視訊時顯示播放清單，以選擇其他內容。

您可以控制基本的視訊播放功能。

旋轉影像。

可使用 360 度模式檢視 360 度視訊。

在一般視訊上使用 360°模式可能會使影像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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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對於播放重複的視訊進行相關設定。

您可以設定其他選項。



設定其他選項設定其他選項

您可以變更字幕設定。

您可以設定音軌。

您可以設定 繼續觀看，從最後看到的畫面繼續播放。

返回基本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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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播放音樂
您可以使用音樂音樂應用程式聆聽音樂。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執行音樂音樂應用程式。02
選擇您要的儲存裝置。 
您可以從所有儲存裝置中選擇所要的歌曲，並將其新增至我的播放我的播放清清單單。

03

選擇您要的音樂內容後開始欣賞。04 1 2 3 4 5



選擇所要的內容清單類型。

選擇並刪除想要的內容。

無法刪除從其他裝置共用的檔案。

選擇內容並將其新增至我的播放我的播放清清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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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音樂播放器。

啟動搜尋搜尋。



使用音樂播放器使用音樂播放器
選擇儲存在音樂音樂應用程式中的音樂檔案或在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等應用程式中播放內容時選擇音
樂播放器圖示，即可方便地播放音樂。

按下遙控器上的 [音量] 鍵重新開啟您的音樂播放器。

您可能無法針對部分功能使用音樂播放器。

您可以播放所選儲存裝置上的音樂。

您可以設定播放類型(不重複、重複1、全部重複、隨機播放)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 在聽音樂或以全螢幕模式顯示音樂播放器時，可關閉畫面。 
 : 您可以在關閉畫面的狀態下聆聽音樂。

您可以變更音樂播放器的位置。

您可以將音樂播放器最小化。

此功能會關閉音樂播放器。

在提供歌詞的音樂檔案中即可使用歌詞。 
在某些音樂檔案中，您可以選擇歌詞區段及移動播放位置。

歌詞功能僅在部分裝置上受到支援。

視您音樂檔案中的歌詞資料而定，歌詞可能不會同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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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示器上觀看儲存在電腦中的內容
電腦與顯示器連線至同一網路時，您可以在顯示器上欣賞儲存在電腦中的影片/音樂/相片。

瀏覽要在顯示器 上觀看的電腦內容 (Windows 10)

即使已連接多部顯示器或裝置，選取的檔案只會透過一部裝置播放。播放速率可能因網路
連線而異。

若要在其他作業系統或裝置上播放，請參閱作業系統/裝置的手冊。

使用顯示器瀏覽並觀看儲存在電腦中的內容 (Windows 10)

若要在其他作業系統或裝置上播放，請參閱作業系統/裝置的手冊。

將顯示器與電腦連線到同一個網路。01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要播放的檔案，選擇「投射到裝置」。02
從顯示的清單中選擇要觀看的顯示器名稱，隨後將在該顯示器上開始播放。03

將顯示器與電腦連線到同一個網路。01
在電腦畫面上開啟「開始」功能表，搜尋「媒體串流選項」，然後選擇出現的結果。02
在開啟的視窗中選擇「啟動媒體串流處理」按鈕。03
允許所有「媒體串流選項」。04
選擇「確定」以儲存設定。05
在顯示器上的 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 應用程式中選擇已連線電腦，然後選擇並播放所需
的檔案。

06

047

進行內容共用時的注意事項進行內容共用時的注意事項

如果內容共用選項無法正常運作，請檢查您的網路設定。

在無線網路上可能無法正常運作。建議您連線至有線網路。

視網路環境而定，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如果有多台顯示器連接至一部裝置，視伺服器效能而定，內容可能無法正常播放。

若要透過內容分享功能觀看 1080p 影片，需要使用 5 GHz 頻率的路由器。 如果使用現有的
2.4 GHz 路由器，影片可能會延遲或無法正常播放。

不支援多點傳送的路由器可能不支援 [內容共用] 功能。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您路由器隨附
的使用指南或連絡製造商。

僅在部分連接的裝置上支援字幕功能。

觀看影片字幕時，建議使用 SmartShare PC 軟體。



若字幕檔案是稍後才新增，請停用共用的資料夾，然後再次啟用。

無法播放連接裝置中的 DRM 檔案。

即使顯示器支援某個檔案格式，但支援的檔案格式可能因連接的裝置環境而不同。

如果一個資料夾中有太多資料夾和檔案，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從連接的裝置匯入的檔案資訊可能無法正確顯示。

視編碼而定，部分的串流內容可能無法在內容共用模式中播放。

在顯示器上觀看電腦畫面

無線連線無線連線

建議您隨時將要連接至顯示器的裝置更新為最新的 OS 版本，以維持穩定的連線。

建議您在近距離範圍內使用此功能。

將行動裝置或電腦連線至與顯示器相同的網路以更快啟動螢幕分享。

雖然沒有無線路由器時仍可連線，但仍建議您將裝置連接至 5 GHz 路由器，原因是周圍的
無線環境會影響效能。

回應率可能會因使用者環境而異。

此版本與 Windows 版本不同。如需更多關於欲連線之裝置的資訊，請參閱其使用指南。

如果一直連線失敗，先關閉您要連線的顯示器和裝置，然後重新開啟再試一次。

有線連線有線連線

在電腦上啟用 [Screen Share] 模式。 您的顯示器將會顯示在可用的裝置清單中。01
選擇顯示器並要求連線。02
連線建立後，顯示器便會顯示連接裝置的畫面。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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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HDMI 纜線連接電腦與顯示器。

充分利用智慧顯示器

使用使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
在 URL 列中輸入網址後，即可進入網站。 
如果您輸入搜尋文字，就會根據搜尋引擎尋找有關該搜尋文字的資訊。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執行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02

您可以重新整理正在檢視的網頁。

您可以輸入網址以前往特定網站或直接輸入搜尋字詞。

您可以檢視目前開啟的分頁。

您可以封鎖正在檢視的網頁中的廣告。 
然而，只有在   設定設定  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功能設為開開啟啟的情況下，才會顯示此按鈕。

分割顯示器畫面。您可以在看顯示器節目的同時瀏覽網頁。

您可以在瀏覽網站時放大或縮小。 
加入書籤加入書籤 : 您可以將目前檢視的網站新增至我的最愛。 
歷史紀錄歷史紀錄 : 您可以檢視和刪除網站造訪紀錄。 
書籤書籤 : 您可以檢視和刪除已新增至我的最愛的網站清單。 
設定設定 : 您可以變更網頁瀏覽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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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上的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是顯示器瀏覽器，運作方式可能與電腦瀏覽器不同。

結束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

新分頁畫面提供建議的網站建議的網站和最常造訪的網站最常造訪的網站的清單。 
如果不要顯示建議的網站建議的網站，請將   設定設定  顯示建議的網站顯示建議的網站 功能設為關閉關閉。 
建議的網站建議的網站可能因國家而異且僅適用於某些國家。

某些內容可能無法正常播放。●

不支援 Flash 外掛程式，僅支援 HTML5 媒體。●

不支援外掛程式安裝。●

● 可能無法播放 JPEG/PNG/GIF 以外格式的媒體。
如果顯示器記憶體不足，可能會強制關閉應用程式。●

使用顯示器內建的字型。視內容而定，字元看起來可能會與電腦或手機瀏覽器不同。●

不支援檔案和字型下載。●

必須小心，因為不會自動封鎖惡意網站或網路釣魚網站。●

可能因外部因素而暫時不支援網頁瀏覽器的某些功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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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顯示器的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可以存取網站，因此必須注意兒童是否存取有害的
線上內容。 
您可以鎖定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以防止存取有害的線上內容。 
在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  應用程式鎖定應用程式鎖定中進行設定。

如果使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時遇到問題，請參閱說明書中的疑難排解疑難排解。

變更變更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設定設定

選擇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上方的   設定設定。

起始畫面起始畫面

啟動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時，您可以將應用程式設定成開開啟啟新分頁新分頁/繼續瀏覽上次開繼續瀏覽上次開
啟啟的網頁的網頁/首頁：首頁：使用者自訂網站。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您可以選擇在網址列中輸入關鍵字時要使用的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設定可能會因應供應商的狀況而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顯示建議的網站顯示建議的網站

您可以設定是否在新分頁畫面上顯示建議的網站建議的網站的清單。

一律顯示網址列一律顯示網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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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為開開啟啟時，一律顯示上方的網址列和選單列。

自動網頁瀏覽器問題報告自動網頁瀏覽器問題報告

設為開開啟啟時，如果因記憶體不足而發生故障 (操作延遲或故障、媒體播放失敗、頁面載
入失敗、異常關機等)，將自動傳送資訊給 LG Electronics (韓國) 網頁瀏覽器開發團
隊。 傳送的資訊只會用以改善網頁瀏覽器效能。

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

設為開開啟啟時，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上方的選單列區域會出現用來開啟和關閉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功能
的按鈕。 開啟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功能可封鎖網站中包含的廣告以加快頁面載入速度。



網站篩選網站篩選

您可以登錄要封鎖或允許的網站。 
已核准的網站已核准的網站 : 您可以設定只開啟先前登錄過的網頁。 
已封鎖的網站已封鎖的網站 : 您可以設定以封鎖特定網站。

若要使用網站篩選網站篩選功能，您必須輸入顯示器密碼。 
初始密碼設定為 「0000」。 

快顯封鎖程式快顯封鎖程式

封鎖網頁自動顯示的快顯視窗。

私密瀏覽私密瀏覽

若設為開開啟啟，則不會留下網站造訪紀錄。

不要追蹤不要追蹤

您可以要求網站不要留下造訪紀錄。操作可能因網站政策而異。

使用使用 JavaScript 的彈性資料流的彈性資料流

使用 JavaScript 的媒體串流技術讓您以最佳解析度觀看影片。 
如果將此設定為關閉關閉，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播放視訊的解析度會限制為 720p。

Cookie 設定設定

讓網站能夠儲存和使用 cookie 資料。

清清除瀏覽資料除瀏覽資料

清清除除 Cookie : 刪除 cookie 資料。刪除後，將登出大多數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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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除所有瀏覽資料除所有瀏覽資料 : 刪除所有瀏覽紀錄，包括 cookie。



設定設定

快速使用快速使用 [設定設定] 功能功能
顯示一組輕量控制項，供您輕鬆快速地進行設定，例如調整影像模式影像模式、音效輸出音效輸出、睡眠睡眠
關機關機等等。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

您可以設定影像模式影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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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各個項目後，按住遙控器上的滾輪滾輪(確認確認) 按鈕進入對應的選單。

您可以設定音效模式音效模式。

您可以選擇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您可以設定睡眠關機睡眠關機。

移至網路連接畫面。

您可以設定所有選項。

您可以新增/刪除快速設定項目或變更項目的順序。



影像影像

選擇影像模式選擇影像模式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影像模式影像模式

選擇最適合您觀賞環境、偏好或視訊類型的影像模式。 
選擇影像模式。 根據模式更詳細地調整和設定各個項目，以針對影片特性進一步最佳
化。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使用正常訊號時使用正常訊號時

清清晰晰

增強對比、亮度與銳利度可使影像更銳利。

標準標準

以正常對比、亮度與銳利度顯示影像。

Eco 
「節能」功能會變更顯示器的設定以減少耗電量。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劇院劇院

適合電影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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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運動 
適合體育賽事的影像。即使像踼球或擲球這種快速的動作，也能在畫面上清楚呈現。

視地區而定，運動名稱可能不同。

遊戲遊戲

適合電競遊戲的影像。

HDR 效果效果
此功能可藉由修正畫面的亮區和暗區，讓您享受更具動態、更清晰的影像。 
此功能可提供真實的影像，即使來源影像的漸層等級為高亦然。

若將影像模式影像模式設為 HDR 效果效果，您將無法使用部分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當當您您使用使用 HDR 訊號時訊號時

清清晰晰

增強對比、亮度與銳利度可使影像更銳利。

標準標準

在正常檢視環境中，其會開啟可適當顯示 HDR 表現力及亮度的畫面。

劇院劇院

適合 HDR 視訊訊號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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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遊戲

適合電競遊戲的影像。

若 HDR 視訊訊號輸入至不支援 HDR技術的型號，將會提供一般
訊號影像模式選項。

依輸入訊號而定，可用影像模式可能不同。

觀看線上服務內容時，可變更 [影像模式] 以符合顯示的內容。

影像模式影像模式變更可能會修改節能模式節能模式和智慧護眼功能智慧護眼功能設定，且可能會對耗電量造成影響。 您
可以在節能模式節能模式和影像選項影像選項選單中，手動調整設定。



微調影像模式微調影像模式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此功能可讓您對選取的影像模式進行細部調整。

背光背光

調整背光以控制畫面亮度等級。數值越接近 100，畫面就越亮。

降低背光背光即可降低耗電量。

視節能模式節能模式（自動自動/最大最大）設定而定，您可能無法調整背光背光。 
在此情況下，請瀏覽至     影像影像  節能模式節能模式，並設定為關閉關閉或最小最小。

視顯示器機型而定，可能沒有背光背光設定。

對比對比

調整影像明亮與陰暗區域的對比。數值越接近 100，對比就越高。

055

亮度亮度

調整畫面整體亮度。數值越接近 100，畫面就越亮。 
您可以使用亮度亮度設定來設定影像的暗部。

銳利度銳利度

調整影像的銳利度。數值越接近 50，影像就越銳利和清晰。

色濃度色濃度

調淺或調深畫面上顯示的色濃度。數值越接近 100，色濃度就越深。

彩度彩度

調整顯示於畫面上的紅綠色彩平衡。數值越接近紅 50，色彩就越偏紅。數值越接近綠
50，色彩就越偏綠。

色溫色溫

調整整個影像的色調。 調低時會得到較暖的色調，調高時則得到較冷的色調。

您指定的設定只能套用到目前選擇的輸入模式。 
若要將目前的影像設定套用到所有輸入模式，請選擇套用至所有輸入套用至所有輸入。

根據輸入訊號或所選影像模式而定，可用的選項可能不同。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重新設定影像模式重新設定影像模式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重新設定重新設定

若要在套用設定後將影像設定重設為出廠預設值，請為各個影像模式選擇重設。

設定進階控制選項設定進階控制選項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進階控制進階控制

動態對比度動態對比度

根據影像亮度校正畫面亮處與暗處之間的差異，以達最佳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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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色彩動態色彩

調整影像的色濃度和彩度，讓影像更鮮豔生動。

Gamma
調整影像的中間亮度。 
選擇低低則影像較亮，選擇高高 1 或高高 2 則影像較暗，選擇中中則亮度適中。 
Live 劇院劇院或專業專業 (明亮室內明亮室內)/專業專業 (昏暗室內昏暗室內) 可從 1.9/2.2/2.4/BT.1886 中選擇。

高高 2/BT.1886 以國際標準 ITU-R BT.1886 表現漸層。

設定影像選項設定影像選項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影像選項影像選項

雜訊抑制雜訊抑制

移除顯眼的小點，讓影像更乾淨。

黑階設定黑階設定

調整影像暗部的亮度。 
選擇高高則畫面較亮，選擇低低則畫面較暗。

透過外部輸入觀看內容時，可使用此功能。



電影模式電影模式

最佳化電影的顯示。

TruMotion
適合快速移動影像的影像品質。

關閉關閉 : 關閉 TruMotion。●

電影電影清清晰晰 : 調整畫面動態的搖晃，讓您感覺彷彿身處於電影院。●

自然自然 : 以大量動態設定影像，使其顯得自然、清晰。●

流暢流暢 : 柔化快速移動的影像。●

使用者使用者 : 手動設定 TruMotion 功能。●

減少抖動減少抖動 : 調整畫面上的顫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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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在使用者使用者模式中變更進階設定。

根據輸入訊號或所選影像模式而定，可用的選項可能不同。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設定畫面比例設定畫面

    影像影像  畫面比例設定畫面比例設定  畫面比例畫面比例

您可以依據要觀看的內容類型變更畫面大小。

16:9
以 16:9 畫面比例顯示。

原始原始

根據輸入視訊訊號而將畫面比例變更為 4:3 或 16:9。

4:3
以 4:3 畫面比例顯示。

垂直縮放垂直縮放

使用調整縮放比例調整縮放比例與調整螢幕位置調整螢幕位置，即可調整畫面垂直尺寸及垂直對齊畫面。



4 向縮放向縮放

使用調整縮放比例調整縮放比例與調整螢幕位置調整螢幕位置，即可調整畫面水平/垂直/對角尺寸及水平/垂直對
齊畫面。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放大或縮小時，影像可能會失真。

選擇與原始大小不同的畫面大小時，可能會導致影像顯得不同。

視影像格式和畫面大小的組合而定，邊緣可能會隱藏或顯示為黑色，或影像的兩側可能會閃
爍。 此外，選擇廣播畫面上顯示的項目時，輪廓可能無法正確對齊。

視輸入訊號而定，可用的畫面大小可能會有所不同。

利用利用點對點掃描點對點掃描檢視畫面檢視畫面

    影像影像  畫面比例設定畫面比例設定  點對點掃描點對點掃描

若您將此功能開開啟啟，即可以廣播訊號或內容來源的畫面比例檢視內容。 若畫面邊緣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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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請將該功能關閉關閉。 
若設定為自動自動，依視訊訊號內所含的資訊而定，此功能將會切換成開開啟啟或關閉關閉狀態。

可選的項目類型取決於目前輸入。

使用節能功能使用節能功能

    影像影像  節能模式節能模式

調整峰值畫面亮度，藉此降低耗電量。

關閉關閉

關閉節能模式。

最小最小 / 中中 / 最大最大

套用預先設定的節能模式。

關閉關閉

關閉 ， 播放 。 
下 器 以 的 ，即可 開啟畫面。

如果使用 能 式能 式功能，顯示器 度 受影 。



使用使用 式式功能功能

    影像影像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式式

將 色 以 的情況。

開開啟啟

顯示器畫面的色 。

關閉關閉

關閉 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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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型號可能不受支援。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影像影像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如果連接支援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的裝置，則可享受更清晰的影像。 連接播
放裝置後，請將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設為開開啟啟。 
如果連接的裝置不支援此功能，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在該情況下，請將顯示器的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設定變更為關閉關閉。

支援的畫面解析度支援的畫面解析度

開啟 : 支援 4K@60 Hz（4:4:4、4:2:2 和 4:2:0)●

關閉 : 支援 4K@60 Hz（4:2:0)●

您僅能變更自 時 在  HDMI IN 的設定。

您可以 對每個 HDMI 連接 定不同的設定。



使用使用即時遊戲回應即時遊戲回應

    影像影像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即時遊戲回應即時遊戲回應

將連接 裝置的 HDMI 連接 設為開開啟啟，以 受 有最佳視訊的遊戲。 
如果連接的裝置不支援此功能，可能無法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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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功能為 開開啟啟 以供 HDMI 端子連接至遊戲裝置並啟用 即即
時遊戲回應時遊戲回應。

這僅在     聲音聲音  音效輸出音效輸出為內部顯示器
顯示器

揚聲器內部 揚聲器/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線路輸出線路輸出)/有線耳機有線耳機/有線有線
耳機耳機 + 內部 揚聲器內部 揚聲器時才有作用。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即時遊戲回應即時遊戲回應啟動時，視訊可能會暫時閃爍。

如果將此功能開開啟啟，您無法變更一些視訊設定項目。



聲音聲音

音效模式設定音效模式設定

    聲音聲音  音效模式設定音效模式設定

音效模式音效模式

您可以為 選 最合適的音效模式。

標準標準 : 最佳化所有 型內 的音效。●

 : 最佳化 的音效。●

聲聲  / 聲聲  : 聲音 。●

 : 最佳化為適合玩 遊戲的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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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平

Ultra Surround

衡

您可以調整左右揚聲器的音量。

使用虛擬多聲道環繞音效，享受有如身歷其境的音景。

若音效模式音效模式設為標準標準則可啟用此選項。

等化器等化器

您可直接調整等化器以設定所需音效。 
(100 Hz/300 Hz/1 kHz/3 kHz/10 kHz)

若音效模式音效模式設為標準標準則可啟用此選項。

重新設定重新設定

您可以重設音效設定。

若音效模式音效模式設為標準標準則可啟用此選項。

此設定僅適用於 [內部顯示器揚聲器]。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音樂音樂 : 最佳化音樂的音效。●

遊戲遊戲 : 最佳化為適合玩遊戲的音效。●



設定聲音輸出設定聲音輸出

    聲音聲音  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即時遊戲 應即時遊戲 應設為開開啟啟時，如果將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為 WiSA 揚聲器揚聲器/光纖光纖/HDMI ARC，可能會
發生音訊 。 
請 至 顯示器揚聲器揚聲器或將     聲音聲音  設定設定  HDMI 輸入音訊 式輸入音訊 式變更為
PCM。

顯示器 揚聲器揚聲器

音訊會 顯示器 建揚聲器 。

Bluetooth
以無線方式連接 Bluetooth 音訊裝置，即可更方 享受顯示器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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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Bluetooth 音訊裝置的使用手冊瞭解如何連接和使用裝置。

如果裝置無法連接，請檢查要連接之裝置的電源，並檢查音訊裝置是否能正常運作。

視 Bluetooth 裝置的類型而定，裝置可能會無法正確連接，或可能會發生異常，例如發生視
訊和音訊不同步的情形。 
( 僅限行動裝置的耳機可能無法運作。 )
若有下列情形，音效可能會斷斷續續，或是音效品質可能降低 :

如果影像模式影像模式設定為遊戲遊戲，且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定為 Bluetooth，則影像模式影像模式會變更為標準標準。

如果不斷遇到問題，建議您使用有線連線。 ( 光纖數位 HDMI (ARC) 連接埠 )

按下  即可檢視連線的裝置，或是可加以連接，以連接至任何一個此類裝置的裝置。●

開啟顯示器時，LG Sound Sync 裝置會自動嘗試連線至最近使用的裝置。●

建議您使用裝置的 LG TV 模式或 LG Sound Sync 模式來連接支援 LG Sound Sync 的
LG 音訊裝置。

●

Bluetooth 裝置離顯示器太遠；●

Bluetooth 裝置和顯示器之間有障礙物；或●

與無線電設備（如微波爐或無線 LAN）一起使用。●

行動裝置行動裝置

如果在 型裝置 裝 LG ThinQ 用 式並連線至顯示器， 可將 裝置 為
揚顯示器 聲器使用。

光纖光纖

您可以將支援光纖光纖的音訊裝置連接至光纖數位音效輸出連接埠，即可 享有更加多
多 的顯示器音效 。

用於 有光纖數位連接埠的機型。
對於有些裝置，您可以使用顯示器遙控器調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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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ARC

來自顯示器的聲音，可經由透過 HDMI (ARC) 連接埠連接的外部音訊裝置加以輸出。

選擇 HDMI ARC，可自動開啟 SIMPLINK。SIMPLINK 一旦關閉，輸出揚聲器設定就會自動
回復為無中斷音訊輸出的預設設定。

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線路輸出線路輸出) / 有線耳機有線耳機

選擇有線耳機有線耳機或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線路輸出線路輸出) 即可根據連接的裝置將音訊輸出最佳化。

如果您在顯示器開啟時連接有線耳機，顯示器會自動偵測到有線耳機，並透過耳機重新
導向音訊。

透過顯示器內建揚聲器與外部音訊裝置同時播放音訊透過 內建揚聲器與外部音訊裝置同時播放音訊

您可透過多個裝置同時播放音訊。

顯示器光纖光纖 + 內部 揚聲器內部 揚聲器

音訊可透過顯示器內建揚聲器及連接至數位光纖音訊輸出連接埠的音訊裝置同時播放。

音訊可透過顯示器內建揚聲器及有線耳機有線耳機同時播放。

如果您在顯示器開啟時連接有線耳機，顯示器會自動偵測到有線耳機，並透過耳機重新
導向音訊。

顯示器 裝類型裝類型

    聲音聲音  設定設定  顯示器 裝類型裝類型

模式會根據顯示器設定來最佳化音效。

如果以 式 裝顯示器， 選擇 選 。

式式

如果以 式 裝顯示器， 選擇 選 。

設定 用於 [內部顯示器揚聲器]。

有線耳機有線耳機 + 內部顯示器揚聲器內部 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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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音量模式設定音量模式

    聲音聲音  設定設定  音量模式音量模式

自動音量自動音量

一 開開啟啟即可自動為不同的 播 調整音量， 您 以 音量 ，即
使 不會 變。

音量 加量音量 加量

選擇 /中中/ 以調整音量 。 ，音量 。

設定 用於 [內部顯示器揚聲器]。

數位電視音效設定

數位電視音效設定    聲音聲音  設定設定  

輸 訊號中 有不同類型的音效時， 功能可 您選擇 的音效類型。

若設 自動自動， 為 AC4 → HE-AAC → Dolby Digital Plus → Dolby Digital →
MPEG， 會 到的 一個音效 式 生輸出。

下列搜尋順序可能會因國家/地區而異 : AC4 → HE-AAC → Dolby Digital Plus → Dolby
Digital → MPEG。

若選取的音效格式不受支援，則可能會使用其他音效格式進行輸出。

某些型號可能不受支援。



調整影音同步調整影音同步

    聲音聲音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影音同步調整影音同步調整

調整作用中揚聲器的音效同步功能。 
越接近 ，音訊輸出就越慢。

如果您選擇 Bypass，則會輸出廣播訊號或來自外部裝置的聲音，而無音效延遲。聲音
可能會在影像之前輸出，因為顯示器處理視訊輸入需要時間。

可用選項因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定而異。

HDMI輸入音訊格式輸入音訊格式

    聲音聲音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HDMI 輸入音訊格式輸入音訊格式

您可以設定每個 HDMI 輸入的音訊格式。 當透過 HDMI 連接埠傳送的語音未同步時，請
將其設為 PCM。

LG Sound Sync
    聲音聲音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LG Sound Sync

將 LG Sound Sync 裝置連接至光纖數位輸入連接埠並將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為光纖光纖。 此功能
設為開開啟啟時，您可以使用顯示器遙控器調整連接的 LG Sound Sync 裝置的音量。

如果支援 LG Sound Sync 之條形音箱的自動電源功能設為開啟，則條形音箱將隨著顯示器
開啟或關閉而同時開啟或關閉。

設定設定 數位音效輸出數位音效輸出

    聲音聲音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數位音效輸出數位音效輸出

您可以設定數位音效輸出數位音效輸出的設定。

只有在     聲音聲音  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為光纖光纖/HDMI ARC 時，才可使用此設定。

啟用 通過通過 時，音效可能不會輸出。

裝置的轉碼器輸出可能與輸入訊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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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設定電視 名稱設定 名稱

    連接  顯示器名稱

您可使用螢幕鍵盤設定要用於網路的 Smart顯示器  名稱。

以英文字母而言，最多可輸入 25 個字元。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您可以使用各種服務（如線上內容及應用程式）為網路進行設定。

設定有線網路設定有線網路

選擇有線連線有線連線 (乙太網路乙太網路)。 
如果連線至網路的路由器支援 DHCP 功能，則以有線方式連接顯示器與路由器將自動
連線至網路。 如果不支援自動設定，您可以選擇編輯編輯以手動設定網路連線。

設定無線網路設定無線網路

選擇 Wi-Fi 連線連線。 
如果您已設定顯示器用於無線網路，即可檢查並連線至可用的無線網際網路。

加入隱藏的無線網路加入隱藏的無線網路

如果您直接輸入網路名稱，即可新增無線網路。

透過透過 WPS PBC 連線連線

如果要連線的無線路由器具有 Wi-Fi 保護設定按鈕配置 (WPS-PBC) 功能，則按路由
器上的 WPS-PBC 按鈕即可輕鬆連線至無線路由器。 按無線路由器的 WPS-PBC 按
鈕，然後按顯示器的 [連線] 按鈕。

透過透過 WPS PIN 連線連線

這是使用 Wi-Fi 保護設定個人識別碼 (WPS-PIN) 連線至分享器的方法。 選擇要連線
的分享器 (AP)。 輸入分享器的 Wi-Fi 裝置上顯示的 PIN 碼。

進階進階 Wi-Fi 設定設定

連線至無線網路後，即可檢視連線資訊，例如詳細的 IP 位址資訊。 此外，您可以
按編輯編輯按鈕以變更要連線的 IP 位址和 DNS 伺服器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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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設定不支援編輯編輯。

欲進一步瞭解如何連線至網路，請參閱說明書中的開始使用開始使用 webOS   
連線至網連

顯示器
線至網路路。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

    連接連接  裝置連線設定裝置連線設定

您可以連結連線至顯示器之裝置的資訊並配置與操作相關的設定。

自動裝置偵測自動裝置偵測

它會自動設定為可讓您使用智慧遙控器控制透過 HDMI 連接的裝置。

SIMPLINK (HDMI-CEC)
使用單一遙控器，即可輕鬆管理各種裝置，例如條形音箱或透過 HDMI 連接至顯示器
的機上盒。 
若要進一步瞭解，請參閱說明書中的如何操作顯示器→使用SIMPLINK。

最多可同時連接和使用三個裝置。

自動電源同步自動電源同步

如果 [自動電源同步] 設為開開啟啟，開啟以 SIMPLINK 連結的裝置時也會開啟顯示器。
關閉顯示器後，裝置也將關閉。

LG 無線鍵盤無線鍵盤

此功能可讓您將特定 LG 無線鍵盤連接至顯示器。 
開啟裝置，將裝置設為配對模式，然後按一下顯示器畫面上的連接連接。 如果先前已連接
LG 無線鍵盤，則鍵盤會在開啟顯示器時，自動重新連接到顯示器。 若要中斷現有的連
線，請按一下中斷連線中斷連線。

支援的鍵盤 
LG Rolly Keyboard
只有內建 Bluetooth 接收器的機型提供此功能。

通用控制設定通用控制設定

若已設定通用遙控器，則可使用智慧遙控器控制連接至顯示器的周邊裝置，以取代其各
自的遙控器。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說明書中的如何操作顯示器如何操作   使用通用遙控器使用通用遙控器。

可設定項目會因機型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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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行動

      行動行動

您可以設為使用 顯示器的智慧型裝置來 作顯示器 。

使用 開使用 開啟啟顯示器

如果透過透過 Wi-Fi 開開啟啟 透過透過 Bluetooth 開開啟啟設為開開啟啟，您可以使用 使用 開使用 開啟啟
顯示器 的 用 式開啟顯示器。

顯示器 。

要使用的裝置 顯示器 。

透過透過 Wi-Fi 開開啟啟功能 在 此功能的智慧型裝置 於 用 式中使用。

透過透過 Bluetooth 開開啟啟功能僅能 定的 LG Electronics 智慧型 使用。

顯示器 已 。

若 初 ， 要使用的裝置已 可供 。

分分

您可以 透過 分 顯示器 裝置的 。

音效 用音效 用

您可以 透過 Bluetooth 顯示器 裝置的 。

設定設定 A

語音辨識設定

您可以套用語音辨識功能的設定。

I 
      AI 

您可以根據使用 啟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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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辨識說明

您可以查看透過語音控制可使用的功能清單。

語言設定語言設定

    一般一般  語言語言 (Language)
您可以選擇畫面上要顯示的選單語言，以及數位廣播的音效語言。

選單語言選單語言 (Menu Language)
您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選單語言，使其顯示在畫面上。 語音辨識的語言會自動為選單設
定為所選擇的語言。

語音辨識僅適用於某些型號。

主要音效語言主要音效語言 / 次要音效語言次要音效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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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建議
您可以根據您的觀看歷史記錄和應用程式使用歷史記錄取得內容建議訊息。

KW系列語音語法説明

內容推薦
可根據您看顯示器和使用應用程式的模式提供內容推薦或新功能介紹。

以網路為基礎的個人化推薦
您可以透過網路取得檢視歷史頻道和內容的建議。
● 開啟 : 透過伺服器取得更多推薦內容。
● 關閉 : 我們根據您的觀看紀錄推薦基本內容。

刪除使用資料
它會重設內容檢視歷史記錄和應用程式使用歷史記錄。 如果您將其重設，會需要些時
間才會再次收到內容的建議。



您可以選擇觀賞數位廣播節目（包括多種音效語言）時想要使用的語言。 
如果是不支援多種語言的節目，則會使用預設值。

適用於數位廣播。

鍵盤語言鍵盤語言

選擇使用螢幕鍵盤時使用的語言。

設定位置設定位置

    一般一般  位置位置

您可以變更 Smart  的顯示器 位置設定。

LG 服務國家服務國家/地區地區

如果沒有設定自動設定自動設定，您可以手動選擇國家 / 地區。

未連接至網路時，您必須手動設定國家 / 地區。

設定時間

    一般一般  時間時間

您可以檢查時間或配置相關設定。

自動設定自動設定

顯示器時間會自動設定為數位廣播資訊從電視台傳送過來的時間，或是從伺服器
傳送的時間。

時間時間 / 日期日期 / 時區時區

若自動設定的目前時間不正確，您可以手動設定時間與日期。

如果在連接天線的情況下手動設定時間，則預約資訊、節目表等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自訂時區自訂時區

當您在時區時區中選擇自訂自訂時，會啟用自訂時區自訂時區選單。

定時定時

睡眠關機睡眠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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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顯示器以在特定時間將顯示器關閉。
如果您不要使用睡眠關機睡眠關機，請選擇關閉關閉。

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

將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設定為開開啟啟。 
顯示器會在設定的時間開啟並顯示設定的頻道。

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

將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設為開開啟啟。 
顯示器會在設定的時間關閉。

4 小時自動關閉電源小時自動關閉電源

如果透過 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 等功能開啟顯示器後未按任何按鈕達 4 小時，顯示器將自動關閉。
為確保顯示器不會自動關閉，請將 4 小時自動關閉電源小時自動關閉電源設為關閉關閉。

若要使用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請正確設定所需的時間。

如果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的計時器重複計時器重複設為無無 
如果看顯示器時經過在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中設定的時間，則隔天或之後達到設定時間而關閉時，
電源將自動開啟。 
如果顯示器處於待機狀態時經過在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中設定的時間，則隔天或之後看顯示器時，
電源將在達到設定時間時自動關閉。

時間時間 : 設定開啟顯示器的時間。●

計時器重複計時器重複 : 設定日期。 若要只執行該功能一次，請將選項設為無無。●

輸入輸入 : 設定電源開啟時要顯示的外部輸入。●

音量音量 : 設定電源開啟時要使用的音量。●

時間時間 : 設定關閉顯示器的時間。●

計時器重複計時器重複 : 設定日期。 若要只執行該功能一次，請將選項設為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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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啟

設定安全性

用用應用程式鎖定應用程式鎖定

您可以鎖定或解

一般

除鎖定應用程式。

初始密碼設定為 「0000」。 

目前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無法立即使用鎖定功能。

啟啟用用輸入鎖定輸入鎖定

您可以鎖定或解除鎖定 [輸入鎖定]。

初始密碼設定為 「0000」。 

重設密碼重設密碼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  重設密碼重設密碼

設定或變更顯示器密碼。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選擇  

安全性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02
將安全性安全性設定為開開啟啟。03
選擇應用程式鎖定應用程式鎖定。04
選擇要鎖定的應用程式。05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選擇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02
將安全性安全性設定為開開啟啟。03
選擇輸入鎖定輸入鎖定。04
選擇要鎖定的輸入。05

072

初始密碼設定為 「0000」。 



重設遺失的密碼重

設定帳戶管理

設遺失的密碼

如果遺失您所設定的密碼，可以按照以下步驟加以重設：

在帳戶管理帳戶管理，您可以使用電子郵件地址建立新的 LG 帳戶。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說明書中的 開始使用開始使用  w 建立LG帳戶。ebOS 顯示器  

首頁設定首頁設定

首頁設定首頁設定設定設定

    一般一般  首頁設定首頁設定

    一般一般  帳戶管理

您可以將首頁設定成在開啟顯示器時自動啟動。

設定設定其它設定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選擇   一般一般  安全性安全性。02
按下遙控器上的  (頻道頻道)    (頻道頻道)    (頻道頻道)    (頻道頻道) 。
隨後會出現主密碼輸入視窗。

03

在主密碼輸入視窗中輸入 「0313」 這幾個數字，然後按下輸入輸入。 密碼就會重設。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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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設定說明使用設定說明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設定說明設定說明

選擇設定選單即可查看設定提示。您可以開啟/關閉 [設定] 中的說明方塊。

設定選單透明度設定選單透明度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選單透明度選單透明度

將此功能設定為開開啟啟，即可讓部分選單（例如即時選單、搜尋搜尋等）變成透明。

使用使用螢幕保護程式螢幕保護程式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螢幕保護程式螢幕保護程式

目前顯示的應用程式若有一小時未接收到任何使用者輸入，則畫面會由螢幕保護程式螢幕保護程式取
代。

將螢幕保護程式螢幕保護程式功能設為關閉關閉會長時間維持相同的顯示，這可能會影響品質。受損的螢幕可
能無法恢復。

在無訊號時在無訊號時影像設定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無訊號影像無訊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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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開啟或關閉 訊號時會顯示的 。

開開啟啟

訊號時會顯示 設的 。

關閉關閉

訊號時會顯示沒有訊號沒有訊號訊 。

ECO 式式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Eco 式式

設定 源選 ，以 。

HDD Eco 式式

如果您將 式設定為開開啟啟，若連接至顯示器的 USB 時間 使用，
將 式。

顯示器 源設定源設定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啟啟 +
此設定會在顯示器關閉 顯示器 於待 式，如此一來， 次開啟顯示器時

可更 啟 。 
將 啟啟 + 設定為開開啟啟。

開啟此選 可能會 。

設定 源 示設定 源 示

    一般一般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待機光源待機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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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開啟或關閉待機光源。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將選單變更將選單變更為為高對比畫面高對比畫面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高對比度高對比度

將此功能設定為開開啟啟時，其便會調整字型顏色及畫面上部分選單的背景，以強調亮區和
暗區之間的對比。

灰階灰階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灰階灰階

將畫面上的選單顏色變更為黑白色調以便清楚檢視。 設為開開啟啟。

反轉色彩反轉色彩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反轉色彩反轉色彩

若要提升畫面上選單的可見性，您可以反轉和校正某些選單中的特定顏色。 設為開開啟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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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聽障者適用字幕設定聽障者適用字幕

當聽障者適用字幕聽障者適用字幕開開啟啟時，這會優先於一般字幕。

設定字幕設定字幕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  字幕字幕

當電視台的節目有提供字幕時，可觀看字幕。 只有數位廣播或外部輸入適用節目字幕。
(AV IN 連接埠僅適用於特定型號。)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01
選擇   協助工具協助工具。02
將字幕字幕設定為開開啟啟。03
將聽障者適用字幕聽障者適用字幕設定為開開啟啟。 
對於視障人士會提供字幕。

04



更更

    支援支援  更更

用 更 。

更更

設為開開啟啟， 後有 的更 時，將 更 不會 。

有 更有 更

當 看 有 的更 時， 只能 有 的更 可用時， 能
更 。 會 的 ， 可視 。

可設定 目會 型 有 不 。

可 連 。
更 ，某些 能可能 。

某些  / ， 有連上 ， 不會 更更 。

    支援支援  電視電視

電視電視

可 視 型型 號號 。

用用

    支援支援  

可 時 視 有 用 式  LG 的 。 可 視
。 支援 的 ， 可 接 用 式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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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支援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支援支援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使用者協議使用者協議

使用智慧顯示器相關服務的隱私權條款與細則。

法律聲明法律聲明

透過顯示器提供之服務的法律聲明。

開放原始碼軟體聲明開放原始碼軟體聲明

您可以檢視各個項目的說明。

您可以選擇所需項目以查看詳細資訊。 如果支援捷徑，則可啟動應用程式。

您可以刪除通知。

您可以刪除所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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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支援  設設為為 設設

設設為為 設設

顯示器 設定。 能會將 有設定 為 設 。

設之後，顯示器將會自動關閉再開啟。

如果 性性設為開開啟啟，您 在 設設為為 設設 入 。

過程 ， 關閉電源。

您將顯示器 設定為 設設為為 設設 ，再 或 移 方。



排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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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電源排除電源/遙控器問題遙控器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我無法開啟顯示器。

請確認顯示器電源線是否正確連接到電源插座。

若您使用多插孔插座，請確定其可正常運作。 若要檢查電源延長線是否正常運作，請將
的顯示器 電源插頭直接插入牆壁插座上，並觀察其操作。

嘗試使用顯示器 上的電源鍵來開啟電源。

電源開啟，但畫面稍後才出現。

這是因為進行一種雜訊移除程序，用來消除在開機期間出現的任何可能雜訊。這並不表示
產品故障。

智慧遙控器的指標沒有出現在畫面上。

將遙控器對準顯示器，並長按 GUIDE 按鈕直到出現指示。 先前註冊的遙控器即解除註冊，
並再度註冊。

若顯示器畫面上出現更換電池的提示，請遵照指示。

我無法使用 器開啟顯示器電源。

請確 顯示器電源線是否正確連接到電源插座。

器 的電 。

檢查顯示器的 接 器前 是否有 訊號。 如果顯示器 部的接 器前 有
條 等 ，IR 可能無法正常 。

電源 然關閉。

檢查是否已設定關機定時器關機定時器、無訊號自動關閉無訊號自動關閉或無 自動關閉無 自動關閉。

如果 任何  4 時，顯示器將自動關閉， 使在提提 或開機定時器開機定時器設定的時 開
啟顯示器後 一樣。

有可能是 部 電 產品 部 異常或 高而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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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畫面問題排除畫面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其表示畫面上並無訊號。

請前往  以選擇連接的輸入。

請檢查是否已開啟機上盒或藍光播放器等外部裝置的電源。

我無法觀看某些節目。

如果您是使用機上盒，請洽詢供應商。

畫面在暫時出現垂直/水平線條和網狀圖樣之後晃動。

請將無線電話、吹風機、電鑽等裝置連接到其他電源插座。問題可能是由高頻電子裝置
（例如另一部顯示器或附近的強電磁來源）所導致。

每個頻道的畫質各不相同。

如果您是使用機上盒，請洽詢供應商。

影像品質與在商店看到的品質有差異。

機上盒公司提供的影片類型而定，影像品質可能與在商店展示的品質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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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DMI 輸入時，畫面的上/下/左/右緣出現垂直實線或色彩模糊。

    影像影像  畫面比例設定畫面比例設定  點對點掃描點對點掃描 
將點對點掃描點對點掃描設成關閉關閉。 
點對點掃描點對點掃描會如實顯示原始影像。 如果訊號較弱，畫面的上/下/左/右側可能會有雜訊。

當我嘗試連接 HDMI 纜線時，我看不到任何內容，或是影像不停地閃爍。

請檢查您的 HDMI® 纜線是否與規格相容。 若 HDMI® 纜線故障（彎曲、斷裂)，您就會看
到閃爍或空白的螢幕。

請確實將纜線正確地連接到連接埠。 連接錯誤或鬆脫都可能會造成螢幕的顯示問題。

如果是使用 UHD 機上盒，請調整     影像影像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螢幕看起來過於模糊或暗淡。

    影像影像  圖像模式設定圖像模式設定  影像模式影像模式 
將影像模式影像模式切換至您想要的影像模式。 (標準標準、清清晰晰等。) 
這樣的作法僅適用於目前的輸入模式。

    影像影像  節能模式節能模式 
切換節能模式節能模式至關閉關閉或最小最小。

    影像影像  其他設定其他設定  舒眼模式舒眼模式 
將舒眼模式舒眼模式切換至關閉關閉。

畫面變成黑白或顯示怪異的色彩。

請查看輸入模式或纜線連接狀況。

請前往  以選擇連接的輸入。

當您連接至 AV IN 時，請檢查並確認各條纜線皆依照對應的顏色連
接。

ULTRA HD 影片無法顯示。

使用某些 HDMI 線時，可能無法接收訊號。

將已連接裝置的設定變更為支援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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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聲音問題排除聲音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若您正在使用機上盒，請關閉其電源，然後再次開啟。
請確實將機上盒正確地連接到顯示器。

畫面沒問題，但未播放任何音效。

嘗試其他節目。

若您使用機上盒，並且將機上盒或顯示器的音量設定為 0 或啟用靜音，則不會有聲音。 請
將音量設定為適當等級。

    聲音聲音  音效輸出音效輸出 
將音效輸出音效輸出設定為光纖光纖 + 內部電視揚聲器內部電視揚聲器或內部電視揚聲器內部電視揚聲器，然後再次檢查。 如果可以
聽到聲音而無任何問題，請檢查與條形音箱等外部揚聲器的連線以及外部揚聲器的設定。

其中一個揚聲器並未發出聲音。

    聲音聲音  音效模式設定音效模式設定  平衡平衡 
依需要使用 [導覽] 按鈕調整平衡平衡中的平衡。

當您連接至 AV IN 時，請查看是否已正確連接音訊左/右（白/紅）纜
線。

顯示器音效與影像不同步，或音效有時候會間斷。

如果您是使用機上盒，請洽詢供應商。

切換節目時，音量會變動。

如果您是使用機上盒，請洽詢供應商。

在某些節目上音效無法運作或只播放背景音樂。 
(針對廣播公司輸出所製作的節目)

滾輪滾輪(確認確認)   
在音效語言音效語言中設定語言偏好。



排除排除 PC 連線問題連線問題
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 在家用設備畫面家用設備畫面右上角選擇   編輯編輯。 在編輯模式中，設
定連接電腦至 PC 的 HDMI 端子圖示，以套用視訊和與電腦一致的長寬比設定。 
若要連接不同的裝置至相同的輸入端子，您需重新設定圖示，因為編輯圖示的設定將不
會自動還原。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當連接到電腦時，螢幕保持空白。

檢查電腦是否已妥善連接顯示器。

用遙控器關閉顯示器電源，然後再開啟電源。

顯示器電源開啟時，重新啟動電腦。

確定在電腦上設定的輸出解析度已設為顯示器支援的 HDMI-PC 解析度。

若使用雙顯示器，請檢查電腦或筆記型電腦是否支援雙顯示器模式。

重新連接 HDMI 纜線。

若您已將電腦的 RGB 輸出連接埠連接至顯示器的 HDMI  ，則需具備 RGB 轉 HDMI 接
頭。 
若您使用 HDMI 轉 RGB 接頭，就無法在螢幕上看到任何內容。

連接至 PC 時，畫面未完全顯示或傾斜。

將電腦的解析度設定為顯示器支援的一種。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使用指南使用指南中的
留意資訊留意資訊  支援的解析度支援的解析度 : HDMI-PC。

083

將連接的 HDMI 裝置名稱設定為 PC。 
按住遙控器上的  按鈕。 在右上角選擇   編輯編輯。 變更連接至電腦輸入輸入的 HDMI 連
接埠圖示，選擇儲存儲存。

使用 HDMI 纜線連接電腦時，音效未播放。

從電腦設定進入控制台  聲音  播放  LGTV 以設定預設裝置。

向製造商請教您的圖形卡是否支援 HDMI 音訊輸出。



排除影片播放問題排除影片播放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在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中找不到檔案。

檢查電腦是否可讀取儲存在 USB 儲存裝置上的檔案。

選擇  以檢查篩選篩選是否設為相片與視訊相片與視訊。

我看到一則訊息，顯示此檔案不受支援。

檢查在電腦的視訊播放器中播放該檔案是否有任何問題。(檢查檔案是否損壞)

顯示「不支援此音訊」的訊息，或視訊播放正常但音訊有問題。

檢查在電腦的視訊播放器中播放該檔案是否有任何問題。(檢查檔案是否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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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檢查在電 的 器 是否有任何問題。(檢查 是否 )
檢查 和 是否名稱 。

檢查 和 是否位 。

檢查是否 的 。

檢查是否 的 。 
(您可在 [ 事本] 開啟 查看 。)
如果 設定 正確， 顯示可能會有問題。 
在 的    ，並 。

如果用 用 能 在 裝置 的 ， 您使用的 定，可能無法
提供 。

如果您是  NAS 裝置 影 ，則 。 請 您的 NAS 製造商。

的 USB 裝置連接後 。

請檢查 是 是顯示器 的 USB 裝置。 
如 ，請參閱說明書 的連接 裝置連接 裝置  連接連接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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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網路連線問題排除網路連線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您可以如下所示檢查網路連線狀態。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有線連線有線連線 (乙太網路乙太網路)●

    連接連接  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設定  Wi-Fi 連線連線  進階進階 Wi-Fi 設定設定●

 
顯示器旁顯示 X

檢查顯示器或 AP（路由器)。
請檢查顯示器 、AP（路由器）和有線數據機的連接狀態。

請按照以下順序關閉裝置電源，然後重新開啟 : 
1. 關閉再開啟纜線數據機，等待裝置重置。 
2. 關閉再開啟有線 / 無線路由器，等待裝置重置。 
3.關閉再開啟顯示器。

若要建立有線 LAN 連線，請檢查是否可以正確地從路由器取得 IP 位址。 如果手動設定
網路，請檢查所有設定是否正確。

建立無線連線，也請檢查以下 。 
 設定路由器的 SSID (網路 ) 或無線 。 
 設定路由器的 。 

如果無法完成此設定，請參閱路由器的使用手冊和網際網路供應商提供的說明。 如果仍無
法建立配置，請洽詢路由器製造商或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您使用的是 態 IP，請 接輸入 IP。

 
旁顯示 X

檢查 AP（路由器）或洽詢您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將路由器/纜線數據機從牆壁插座上拔下，等待 10 秒後再接回。

初始化（重新設定）AP（路由器）或有線數據機。

查看 AP（路由器）製造商的網站，確定您的路由器已 新 的 。

如果無法完成此設定，請參閱路由器的使用手冊和網際網路供應商提供的說明。 如果仍無
法建立配置，請洽詢路由器製造商或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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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旁顯示 X

檢查 AP（路由器）或洽詢您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將路由器/纜線數據機從牆壁插座上拔下，等待 10 秒後再接回。

初始化（重新設定）AP（路由器）或有線數據機。

確定您已向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註冊顯示器/AP（路由器）的 MAC 位址（您必須向
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註冊網路狀態視窗窗格上顯示的 MAC 位址)。
如果無法完成此設定，請參閱路由器的使用手冊和網際網路供應商提供的說明。 如果仍無
法建立配置，請洽詢路由器製造商或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排除排除 LG 帳戶問題帳戶問題

我已在顯示器上註冊會員。是否必須在網站 (www.lgappstv.com) 上再次註冊？

您可以透過您在顯示器上註冊時使用的會員資訊來使用網站。
您可以透過您在顯示器上註冊、輸入其他資訊及完成電子郵件驗證流程時使用的 ID 和
密碼登入以使用網站。

我忘記密碼了。該怎麼辦？

在顯示器的登入畫面上，選擇忘記密碼了忘記密碼了嗎嗎？？按鈕前往尋找密碼頁面。 且在尋找密碼頁面
上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我們將傳送重設密碼的連結給您。

您也可以在網站 (www.lgappstv.com) 上的 LG 帳戶  重設密碼中重設密碼。

部分國家可能會限制對網站（www.lgappstv.com）的存取。



排除內容問題排除內容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我在 首頁 中看不到任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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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服務國家 / 地區設定 中的國家 / 地區已變更時，您可能無法看見內容。 您可從下列
路徑變更至所要使用之服務的服務國家 / 地區 :     一般一般  位置位置   服務國家服務國家/
地區地區。 

如果看不到某些應用程式，可能是因為您已將這些項目刪除。 請重新安裝適當的應用程
式。

如果應用程式被刪除，您可以在  Content Store 下載並重新安裝。 前往   
Content Store 以尋找和安裝您所要的應用程式。

受支援的內容類型會因國家 / 地區而異。

服務供應商可能會變更或中止提供內容。

排除網際網路瀏覽器問題排除網際網路瀏覽器問題
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遇到任何下列問題之一，請檢查下列事項，可能產品本身沒有問
題。

當我正在使用網際網路時，無法看見特定網站的某些部份。

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僅支援 HTML5 媒體，不支援 Flash 外掛程式。

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不支援外掛程式安裝。

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上，可能無法播放下列格式以外的媒體檔案 : 
: JPEG/PNG/GIF



您無法儲存附件或影像。

如果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功能開啟，則網站上原本顯示廣告的區域會變成空白。 如果網站上的
某些內容隱藏且不可見，請嘗試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中將   設定設定  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設為關關
閉閉。 即使將使用封鎖廣告使用封鎖廣告功能設為關閉關閉，新分頁上仍會顯示贊助的廣告贊助的廣告。

當我造訪網站時，網際網路瀏覽器會自動關閉。

如果可用記憶體大小不足以容納網站的影像資訊時，網際網路瀏覽器可能會遭強制關閉。

於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觀賞影片時，視訊會強制關閉。

您或許可以在網頁瀏覽器網頁瀏覽器中，透過將   設定設定  使用使用 JavaScript 的彈性資料流的彈性資料流設定
為關閉關閉，來修正此情況。 此設定僅會套用到變更後開啟的索引標籤，而不會套用到變更
前就已開啟的索引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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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10W

43型 50型 55型

3840x2160

8.3kg 10.2kg 12.2kg
110W 145W 150W

17.2kg
240W

W964xD220xH604

W964xD95xH566

W1190xD243xH692

W1190xD80xH658

W1235xD282xH762

W1235xD75xH720

65型
W1446xD282xH879

W1446xD78xH837

1079.8 1257.3 1387.8

/額定頻率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壁  孔距 長200x高200 長300x高200

長847x寬220 長900x寬243

S/PDIF 輸出(光纖)

耳機輸出

USB輸入

網路輸入

2

長1074x寬282

1639.0

長1359x寬282

掛

最大脚距

商品名稱

USB模式下:

音樂:MP3,WAV

照片:JPEG,BMP,PNG

影片:MPEG1/2/4 ,H.265, VC1 3840x2160 30Hz/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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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名稱： 液晶顯示器 型號（型式）：
SMT-43KW1 SMT-50KW1 SMT-55KW1
SMT-43KW3 SMT-50KW3 SMT-55KW3
SMT-43KW5 SMT-50KW5 SMT-55KW5
SMT-65KW1 SMT-65KW3 SMT-65KW5

單元Ｕnit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ngnation(Type)

Restrictedsubstances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
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PCB ○ ○ ○ ○ ○ ○

外殼 ○ ○ ○ ○ ○ ○

玻璃面板 - ○ ○ ○ ○ ○

遙控器 - ○ ○ ○ ○ ○

揚聲器 ○ ○ ○ ○ ○ ○

Note 1：“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0.01 wt %” indicatethat the percentagecontent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Note 2：“○” indicatesthat the percentagecontentof the restrictedsubstance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of referencevalue of
presence.

Note 3：The“ ”indicatesthat the restrictedsubstancecorrespondsto the exemption.

備考1. 〝超出0.1 wt % 〞及〝超出0.01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
含量基準值。

備考2.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3. 〝－〞
－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授權資訊授權資訊

支援的授權因型號而異。

Dolby
本產品經過杜比實驗室的授權而製造。Dolby ,杜 比音效，
和雙D記號是杜比實驗室的註冊商標。

HDMI
HDMI、HDMI 高畫質多媒體介面及 HDMI 標誌為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在

NCC警語：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不得影響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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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器材須忍受合法通信
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因避免影響附近雷達系統之操作。
高增益指向性天線只得應用於固定式點對點系統。
本產品內含射頻模組：CCAH21Y10450T8

本說明書適用KW系列機種如下:

SMT-43KW1
SMT-50KW1
SMT-55KW1
SMT-65KW1

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Bluetooth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LG Electronics Inc. is under licens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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