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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遙控器按鍵說明

機上盒開關

電視機開關

開啟 或 關閉 機上盒

開啟 或 關閉 電視機  (*備註1)

❸

❹

❺

將電視遙控器與機上盒遙控器進行配對，即可
以機上盒遙控器操作並取代電視遙控器之【電
源開關】【訊號源】【音量】與【靜音】按鍵  

(*備註1) 

切換電視機訊號來源，例如：HDMI 1/2/3、
AV、USB…等  (*備註1)

切換紅外線遙控(預設)為藍牙遙控  (*備註2) 

開啟 PVR智慧錄影之已錄製節目清單與內容
  (*備註3)  

開啟節目表，可觀看未來七天內之節目內容

返回 上一層畫面 或 關閉彈跳視窗

於電視頻道時，點擊「資訊」按鈕可以查看詳
細的節目資訊。

移動畫面 ( 層 ) 、選定；看電視頻道時可檢視
頻道列表、搜尋頻道、切換上一個頻道或下一
個頻道之節目資訊

進入頁面 / 畫面、確認、播放及暫停；看電視
頻道時顯示頻道之節目資訊 

當電視畫面出現顏色鍵功能提示時，以該鍵使
用(執行)該功能

參照頁面與備註說明：
*備註1：須先與電視遙控器配對，請見P.3「本機遙控器與電視遙控器配對設定」
*備註2：須先切換為藍牙遙控，請見P.2「機上盒與遙控器藍牙功能配對設定」
*備註3：需另選配 PVR智慧錄影硬碟

OK

⓱ 
⓲ 
⓳

⓰
調整電視機 音量  (*備註1)  

切換 上一個 或 下一個 頻道

輸入頻道號碼後轉台

音量  + / - 

頻道  + / - 

數字 ( 0 - 9 )

上/下/左/右⓯

Voice Search

開啟 或 關閉 電視機聲音  (*備註1)  

切換聲音語言

回到上一個觀看的頻道

靜音

雙語

往返

資訊

⓬ 
⓭ 
⓮ 

進行開啟選單功能

返回首頁畫面

使用 Voice Search 語音搜尋功能  (*備註2) 

⓫

❼ 
❽
❾ 
❿

選單

返回

首頁

節目表❻

馬上錄

已錄

看電視

紅鍵

綠鍵

黃鍵

藍鍵

字幕

藍牙

進入數位有線電視頻道

開始 或 暫停 PVR智慧錄影  (*備註3)  

學習

切換字幕語言

電視機訊號源

編號 遙控器按鍵 功能說明

P.1



P.2

本遙控器預設為紅外線遙控，首次使用建議切換設定為

藍牙遙控，並與機上盒藍牙功能配對，以完整使用下列

便利功能。

❶無指向性遙控 : 

　使用藍牙遙控無須將遙控器對準機上盒即可進行操作；

　使用紅外線遙控則須將遙控器對準機上盒才能操作。

❷可穿透阻礙 :

　藍牙遙控可穿透阻礙物控制機上盒，如：木板；紅外

　線遙控則無穿透性。

❸可遠距控制 : 

　藍牙遙控距離可達 10 公尺以上 ( 語音辨識率在 6 公尺 

　處可達 95 %)；紅外線遙控僅 10 公尺左右。

❹語音搜尋：

　使用機上盒時，可用【 Voice Search 　】語音

　搜尋鍵進行語音搜尋，請見P.5「 本機上盒服務特色」。

步驟1. 將本遙控器靠近機上盒，維持20公分內距離

步驟2. 點擊遙控器上面的【 Voice Search     】

　　　 語音搜尋鍵開啟藍牙配對功能

步驟3. 長按【藍牙】鍵       3 秒，待遙控器上指示燈     亮起

　　　 ‧閃爍2下後熄燈：藍牙遙控配對設定成功

　　　 ‧閃爍5下後熄燈：藍牙遙控配對設定失敗

※若配對失敗則按步驟1~ 3重新設定

※注意 : 配對中紅外線功能可正常使用，待配對成功

後立即轉為藍牙操控

設定時，請

靠近機上盒

於20公分內

如有上述說明無法解決的情況，請洽全台服務專線412-8811(手機請加02)

首次設定步驟

更換機上盒遙控器的情況

  2.機上盒與遙控器藍牙功能配對設定

　
‧請先解除原機遙控器的藍牙配對 : 

　請至首頁 > 左上角「設定」　　>「Android 設定」>

　「遙控器與配件」> 找到 ATV RCH01B (或同款遙控

　器) > 選擇「解除配對」> 按下「確定」解除配對。

‧新增新機上盒遙控器的藍牙配對 :

　請至首頁 > 左上角「設定」　　>「Android 設定」>

　「遙控器與配件」>「新增配件」> 進入搜尋配件的畫

　面後，需壓住更換後機上盒遙控器上【藍牙】鍵　    不

　放，直到找到 ATV  RCH01B ( 或同款遙控器 ) 為止 > 等

　待系統配對 > 顯示連線中… > 配對完成畫面會顯示

　已配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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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機遙控器與電視遙控器配對設定

如有上述說明無法解決的情況，請洽全台服務專線412-8811(手機請加02)

設定步驟

將電視遙控器與本機遙控器配對，即可用本機遙控器

操作並取代電視遙控器之【電源開關】【訊號源】【

靜音】與【音量】按鍵。

可配對按鍵為【電視機開關】     、【訊號源】      、

【靜音】        、【音量】  ，每次僅能配對一個按鍵，

請依上述 4 組按鍵分別進行 4 次配對。

步驟1. 請將本機遙控器與電視遙控器發射頭頂端互相

　　　  對準，相距1~3cm

步驟2. 先按住本機遙控器【學習】鍵       3 秒，待遙

　　　  控器上指示燈    亮起

步驟3. 緊接著於本機遙控器按下電視機【電源】鍵

步驟4. 待本機遙控器上指示燈    開始閃爍，按下電視

　　　  遙控器【電源】鍵不放     

步驟5. 觀察本機遙控器指示燈

　　　 ‧閃爍2下後熄燈：配對設定成功，此時放開電

　　　　 視遙控器【電源】鍵　　。如果要學習其餘

　　　　 按鍵，重複步驟2~4

　　　 ‧閃爍5下後熄燈：配對設定失敗

※若配對失敗則按步驟1~ 5重新設定

（以配對【電視機開關】為例）

本機上盒遙控器 電視遙控器

發射頭頂端

互相對準，

相距1~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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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機上盒首頁畫面功能介紹

❷
❸

❶

❶系統功能 (由左至右)

　‧　　搜尋 : 可以螢幕鍵盤輸入搜尋文字或使用遙控器的【 Voice Search    】進行語音

                    搜尋。

　‧　　會員中心 : 查看最新訂閱狀態。

　‧　　設定 : 進行個人化設定，如：字幕語言、聲音語言等。

　‧　　訊息 : 查看系統發送最新訊息。

❷日期 / 時間 / 溫度 / AQI空氣品質指數 (由左至右)

❸主選單

　‧首頁：點選回到首頁畫面，可觀看推薦影片、節目、Apps 等精選內容。（按下遙控器

　　　　　【首頁】鍵　　也可直接返回首頁)。

　‧電視頻道：點選可觀看頻道節目、瀏覽頻道節目資訊、使用 PVR智慧錄影相關功能。

　‧單片租借 / 包月隨選影劇：點選可訂閱強檔熱門電影、戲劇、動漫，內容隨選隨看、週  

週更新。

　‧Apps：點選可進入 Google Play Store，可下載喜歡的 Apps 在電視上享受個人化影音娛樂。

　‧YouTube：點選後即可在電視上觀看 YouTube 影片及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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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ndroid TVTM 裝置服務特色

1.內建 Chromecast built-inTM 支援行動裝置投放畫面至電視螢幕

2.遙控器支援 Voice Search 語音搜尋

3.在 Google Play 下載喜歡的 Apps

請依以下步驟操作：

步驟1. 請先確認欲投放之行動裝置與本機上盒使用相同 Wi-Fi 連線

步驟2. 開啟支援 Chromecast built-inTM 功能的行動裝置應用

　　　 服務(Apps)，如：YouTube、Netflix…等，

　　　 並點選 Chromecast built-inTM 功能   

步驟3. 連接裝置請選取機上盒「STB-9642C1」，

　　　 連接成功後即可於電視螢幕上同步顯示應

　　　 用服務畫面，並播放其影音內容

請依以下步驟操作：

步驟1. 請先確認遙控器已配對設定為藍牙遙控。請見P.2「機上盒與遙控器藍牙功能配對

　　　 設定」

步驟2. 按下遙控器【Voice Search    】鍵，

　　　 電視畫面會出現〝聽取中〞的提示

步驟3. 待遙控器指示燈   亮起，對準遙控器上方

　　　 收音孔，說出欲搜尋的關鍵字

步驟4. 隨後將會顯示所有本機上盒已安裝的應用

　　　 程式下，建議的搜尋結果

請依以下步驟操作：

步驟1. 請先確認已完成 Google 帳戶設定，請見P.6 「 Google 帳戶設定」

步驟2. 於主選單中選擇【Apps】，可透過以下方

　　　 式瀏覽及下載 Apps

　　　‧透過 Voice Search 語音搜尋您所想要的

            Apps

　　　‧進入 Google Play Store，瀏覽及下載商店

　　　　內的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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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項資訊設定

Google 帳戶設定

個人認證碼(PIN碼)設定

親子鎖設定

本機上盒使用 Android 系統，為完整使用更多方便服務，強烈建議首次使用時，進行 Google

帳戶設定， 登入使用 Google Play Store、YouTube …等 Google 相關服務。

您可從首頁系統功能中之「設定」       > 「Android 設定」 >  按下遙控器【OK】鍵，進入 

Android 設定頁面後，前往「設定」中之「帳戶與登入」，直接登入或選擇「新增帳戶」，

隨後依照螢幕畫面指示操作即可完成。

可從首頁 > 左上角「設定」      > 「個人環境」，調整個人認證碼 ( PIN碼 ) 的設定 。透過機

上盒購買隨選影片、付費頻道或其他 OTT 服務時，需要輸入個人認證碼 ( PIN碼 ) 。裝機時供

裝人員會告知一組預設認證碼，若遺忘可洽全台服務專線412-8811(手機請加02)，申請重設。

可於主選單中之「電視頻道」>「設定清單」>「親子鎖設定」，進行「分級設定」、「頻道

鎖設定」及「時段設定」。

‧分級設定：

　限制級：未滿18歲之人不宜觀賞。      

　輔15級：未滿15歲之人不宜觀賞。

   輔12級：未滿12歲之人不宜觀賞。  

　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宜觀賞，6歲以上未滿12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

　　　　　伴輔導觀賞。

‧頻道鎖設定 : 設定特定頻道的觀賞限制。

‧時段設定 : 設定特定時段的觀賞限制。



如果您在使用中遇到問題，請參考以下提供的方式排除問題。
若使用以下建議方式後仍無法解決您的問題，請播打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然不能收看，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4K 高畫質智慧電視機上盒 STB-9642C1

54 ~ 888 MHz

4K@60fps,4K@30fps
1080 I/P
720P, 480I/P, NTSC

RF、USBx2、HDMI、AV、Smartcard、S/PDIF、Ethernet、IR Extender In

若想訂購此節目，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詢問

若不想訂購可切換頻道離開

請輸入預設密碼 0000 或您設定的密碼

若仍不能收看或忘記密碼，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如仍未恢復，請來電全台服務專線

P.７

製造號碼 0150008139

  7.客戶機上盒簡易狀況排除



0.046

官方網站 FB粉絲專頁下載行動客服APP

基隆市 吉隆有線電視      02-2165-3152 
台北市 長德有線電視      02-2165-3153
台北市 麗冠有線電視      02-2165-3157
台北市 萬象有線電視      02-2165-3156
新北市 新視波有線電視   02-2165-3688
新北市 家和有線電視      02-2165-3366

桃園市 北健有線電視      412-8813
台南市 三冠王有線電視   412-8833
台南市 雙子星有線電視   412-8812
高雄市 慶聯有線電視      412-8801
高雄市 港都有線電視      412-8891
※手機撥打專線請加(02)

全台服務專線 412-8811(手機請加02)

Google、Google Play、YouTube、Android TV

及其他相關記號與標誌皆為 Google LLC 的商標

P.８

  8.安全操作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