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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Remote One 與指南簡介

BeoRemote One 是手持式遙控器，可輕鬆遙控

操作 Bang & Olufsen 電視或音樂系統。 

BeoRemote 顯示幕會顯示訊源或功能，例如

電視、電台與腳座，甚至是燈光。

BeoRemote One 遙控器除了可見的按鍵之外，

還整合了其他功能。使用 TV 與 MUSIC 按鍵

可在 BeoRemote One 上顯示額外訊源，使用 

LIST 按鍵可取得更多功能。 

欲旋轉電動底座上的電視 … 
按下此鍵可使腳座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旋轉電視腳座 

選擇電視旋轉位置

本指南使用的符號

遙控器操作  

– 深灰色按鍵，例如 LIST，表示您必須按下

的實體按鍵。 

– 淺灰色顯示文字，例如腳座，表示 BeoRemote 
One 顯示文字。按下 BeoRemote One 上的

LIST、TV 或 MUSIC 可顯示相關內容。文字

會出現在BeoRemote One 顯示幕。您可以顯

示或隱藏 LIST、TV 與 MUSIC 的顯示文字，

也可以將文字重新命名。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9頁與第10頁。 

– 中央鍵的符號為 ，當您必須按下中央鍵

時，會依操作順序使用。 

LIST

腳座

或
0 – 9

使用時僅須觸摸 BeoRemote  One 上的單一按
鍵，或以直接、合乎邏輯的方式連續觸摸數
個按鍵，即可進行一般操作。 

BeoRemote One 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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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eoRemote One 

BeoRemote One 顯示幕會顯示訊源與功能。  

 TV 按鍵顯示電視訊源清單  

MUSIC 按鍵顯示音樂訊源清單  

LIST 按鍵顯示與使用中訊源相關的功能清單 
三個 MyButtons 為個人化功能的捷徑

數字鍵

功能按鍵，如文字播送、節目表與資訊， 

以及所選訊源的功能表操作 

功能表操作的控制鍵，並可透過週邊設備控制器

操作非 Bang & Olufsen 產品

播放按鍵與重播

頻道與電台步驟按鍵  音量調整按鍵。按中央鍵可執行靜音，再按一次

則解除靜音

待機按鈕

顯示文字聚焦  

 

當聚焦在文字時，如果有多行顯示文字，則將

從右側捲入文字以顯示所有的文字。 

可進行選擇的中央鍵 

TV

家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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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 BeoRemote One

BeoRemote One 按鍵的一般及進階操作功能

介紹 

BeoRemote One 上的按鍵是以方便日常操作

的方式分組。 

TV … 會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顯示可供
您開啟的電視訊源。使用   或   逐一瀏覽
清單，並按下中央鍵開啟訊源。

MUSIC … 會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顯示
可供您開啟的音樂訊源。使用   或   逐一
瀏覽清單，並按下中央鍵開啟訊源。

LIST … 會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顯示額
外的功能與產品。使用  或   逐一瀏覽清
單，並按下中央鍵選擇項目*1。如果您退出 
LIST，然後在短時間內再次按下 LIST，您可
能需要再按一次 LIST，才能顯示功能表頂端。

MyButtons   … 長按可儲存目前設定，例
如訊源、音效與畫面設定。短按可進行選
擇。您也可以設定 MyButton 僅選擇特定
訊源，請參閱第7頁。 

數字鍵 … 當您必須輸入數字時，例如選擇特定
電視頻道或廣播電台，可輸入0到9的數字。 

TEXT … 可使用 Bang & Olufsen 電視的文字播
送功能。

BACK … 可讓您返回功能表與 BeoRemote One 
清 單。長按可退出所有的功能表與 
BeoRemote One 清單。

INFO … 會顯示 Bang & Olufsen 電視功能表或功
能的說明文字或資訊。 

GUIDE … 在 Bang & Olufsen 電視上顯示節目表。
MENU … 會顯示 Bang & Olufsen 電視的畫面顯
示功能表。 

請注意，您可以顯示或隱藏 TV、MUSIC 與 LIST 
清單按鍵的文字，也可以將這些文字重新命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9頁與第10頁。 

 
1*如果您選擇 LIST 功能表中的亮度與控制，
則必須再按一次 LIST以使用「亮度」與「控
制」按鍵。 

TV

家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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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  … 左、右、上、下箭頭鍵可讓在
功能表與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移動。使
用    返回上一層/項目。使用  開啟 Options 
清單或進行選擇。 
 (中央鍵) … 可讓您選擇或啟動功能表或項目。
    (彩色按鍵) … 可讓您選擇色彩專屬
功能。有關何時及如何使用這些按鍵的說
明，請詳見 Bang & Olufsen 產品操作指南。

 與     . . .  逐 步 向後或向前搜尋。
視 Bang & Olufsen 電視或音樂系統的不同，
按鍵會有不同的功能。請參閱系統指南了解
更多資訊。 
（播放）... 開始播放曲目、檔案、錄製內容或
開始重播。 
（暫停）...暫停播放節目或錄製內容。 

P + /P - … 可讓您依序選擇電視頻道與廣播
電台。
 /   … 可讓您調大與調小音量。按中間按
鍵可執行靜音，再按一次則解除靜音。
（待機）… 將產品切換至待機。長按會使系
統中所有的產品進入待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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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yButtons 存取最愛的內容

您可以使用三個 M y B u t t o n s  將 
BeoRemote One 個人化。您可以將
目前的電視觀看模式或播放體驗儲
存成「快照」，讓您只要觸控單鍵
就能快速恢復該體驗。更多資訊請
參閱電視指南。

您也可以讓其中一個 MyButtons 專屬
於某個訊源，直接用它來開啟該訊
源。

請注意，並非所有產品均支援 MyButton 功
能。更多資訊請參閱產品指南。

儲存並使用快照

您最多可儲存三個快照，並可透過三個 MyButtons 
啟動這些快照。電視必須開啟，且必須選擇

一個訊源。快照包括為所選訊源進行的設

定，例如腳座位置與音量調整。 

若要儲存快照 … 
長按其中一個 MyButtons 可儲存
目前的觀看模式或播放體驗 

如果您使用已儲存快照的按鍵來儲存快照，
新的快照會取代現有的快照。 

針對特定訊源使用 MyButton

您可以選擇每次按下這三個 

MyButtons 按鍵之一時要啟動的訊源。 

若要針對特定訊源設定 MyButton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按鍵 

按下此鍵可選擇其中一個 
MyButtons 

按下此鍵可逐項顯示訊源清
單*1 

按下此鍵可儲存您要使用 
MyButton 啟動的訊源

若要使用快照 … 
按下所需快照專用的按鍵 

如果儲存為快照形式的項目再也無法使用
時，仍將恢復該快照，但播放的項目將依照
所選訊源的一般訊源行為。 

LIST

設定

進階

按鍵

...

1*如果您要改用 MyButton 儲存快照，請在清單
頂端選擇其中一個按鍵。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產品時，無法使用此功能。

使用 MyButtons 只要單觸按鍵，就能存取您
最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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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顯示幕

您可以在 BeoRemote One 上變更停止顯示*1

與顯示幕亮度*1設定。 

變更停止顯示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顯示幕 

按下此鍵可選擇停止 

按下此鍵可切換停止顯示設定 

按下此鍵可儲存設定

1*請注意，顯示幕亮起時間愈長，亮度愈高，
則更換電池的頻率也愈高。

設定顯示幕亮度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顯示幕

按下以顯示亮度 

按下此鍵可切換顯示幕亮度設
定

按下此鍵可儲存設定

BeoRemote One 顯示幕設定

LIST

設定

顯示幕

停止

...

LIST

設定

顯示幕

亮度

...

停止顯示的原廠預設設定為10秒。

 10秒

5秒關閉顯示

15秒關閉顯示

 中

低

高

顯示幕亮度的原廠預設設定為中。



9

自訂遙控器

顯示/隱藏訊源或功能 
BeoRemote One 會區別您所操作產品
的兩種主要訊源。TV 按鍵可讓您存
取電視訊源，MUSIC 按鍵可讓您存
取音樂訊源。如果您的產品是以 
BeoLink 設定連接的，您也可以存取
連結的訊源（以連結符號    標示）
（若有的話）。更多有關連結訊源
的資訊，請參閱第22-24頁。

可用的訊源取決於您的產品與設定。LIST 按
鍵與您選擇的訊源有關。

您可以按下 LIST 按鍵在顯示幕中顯示額外的

功能，來幫助您操作使用中訊源，就如同顯

示額外按鍵般。 

您可以自訂 BeoRemote One 來符合您的產品

需求。您可以為每個主要訊源的 TV、MUSIC 
與 LIST 按鍵顯示/隱藏訊源或功能，或予以

重新命名，並變更訊源與額外功能在出現時

的顯示順序。 

您可以顯示或隱藏針對所操作產品按下 TV 與 

MUSIC 按鍵時要列出的訊源。您也可以顯示

或隱藏與 TV 及音樂訊源相關之 LIST 按鍵的

功能。

請注意，如果隱藏所有的訊源，則按下 TV 或 

MUSIC 按鍵時不會有何訊源。

若要顯示/隱藏 TV、MUSIC 或 LIST 按鍵的訊

源或功能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選擇您要編輯的清
單、電視訊源、音樂訊源、TV 的 

LIST 或 MUSIC 的 LIST

按下此鍵可選擇顯示 

按下此鍵可選擇要顯示或隱藏
的訊源或功能

按下此鍵可切換  
顯示   或隱藏（沒有選項）

繼續顯示或隱藏下一個訊源或
功能。或 ... 

. . .按下此鍵可返回之前的功能
表，長按即可完成退出功能表

LIST

設定

...

顯示

...

...

BACK

  TV

 家用媒體

您可以新增一或多個要在 BeoRemote One 清單
中顯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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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遙控器

重新命名訊源與功能

您可以將按下 TV 按鍵與 MUSIC 按鍵時要顯示

的訊源重新命名。您可以為每個訊源的專屬 

LIST 按鍵（亦即 MUSIC 的 LIST 與 TV 的 LIST）
的功能重新命名。但請注意，您無法將設定

功能表重新命名。

若要將 TV、MUSIC 與 LIST 按鍵的訊源或功能

重新命名*1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存取要重新命名的訊
源或功能清單、電視訊源、音樂

訊源、TV 的 LIST 或 MUSIC 的 LIST

按下此鍵可顯示重新命名 

按下此鍵可選擇要重新命名*2的
訊源或功能*1，例如 WebMedia

按下此鍵可切換拼字行*4 結尾
處的字元*3與圖示。或者， … 

… 按下此鍵可切換預定的名稱清
單

按下此鍵可從預定清單中選擇
字元、數字*5或符號*4 或名稱 

按下此鍵可刪除*4最後的字元、
數字或符號，長按此鍵可移除
所有文字 

按住此鍵可尋找儲存圖示  以
儲存名稱

1*如果您要重新命名產品，請按下 LIST 顯示設

定。選擇進階並顯示產品。遵循指示將產品重
新命名。
2*當您在 BeoRemote One 中將訊源重新命名時，
最好也將電視或音樂系統中的訊源重新命名

（若可能的話）。 
3*您只能使用拉丁字母來為訊源或功能命名。
如果字元包含特殊符號，您可以在該字元反
白時按下 MENU，以存取要選擇的特殊字元
清單。 

4*在拼字行結尾處使用這些圖示可切換大小
寫 、存取數字 、符號 、刪除 
並儲存 。 
5*您也可以使用 BeoRemote One 數字按鍵0到9
輸入數字。

 

LIST

設定

...

重新命名

...

BACK

AirPort Express
Appl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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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遙控器

移動訊源或功能

您可以變更按下所操作產品的 TV 按鍵或 MUSIC 
按鍵時所列訊源顯示的順序。您可以移動每

個訊源其專屬 LIST 按鍵（亦即 MUSIC 的 LIST 
與 TV 的 LIST 的功能。但請注意，您無法移動

設定功能表，它永遠位於清單底端。

若要移動 TV、MUSIC 與 LIST 按鍵的訊源或功

能*1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存取要移動的訊源或
功能清單、電視訊源、音樂訊

源、TV 的 LIST 或 MUSIC 的 LIST

按下此鍵可顯示移動選項 

按下此鍵可選擇要移動的訊
源*1或功能，例如 WebMedia 

按下此鍵可移動所選項目背後
的清單 

按下此鍵可將項目放置在清單
中

繼續至下一個要移動的訊源或
功能。或 ... 

... 按下此鍵可返回之前的功能
表，長按即可完成退出功能表

移動所選項目   背後的清單，並使用中央鍵
將該項目放置在清單中。 
 
1* 如果您要移動產品，請按下 LIST 顯示設定。
選擇進階並顯示產品。遵循指示移動產品。
但請注意，使用中產品一律位在 LIST 的頂端。

LIST

設定

...

移動選項

...

...

BACK

TV TV

家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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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請選擇柔軟、不含棉绒的布料，潤溼後擰乾，

擦拭 BeoRemote One 遙控器。

注意！切勿使用酒精或其他溶劑清潔任何遙
控器零件！

清潔 BeoRemote One

更換 BeoRemote One 電池

當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出現電池警告時，

即表示應該更換遙控器內的電池。 

BeoRemote One 需要兩顆電池。建議只使用 

1.5伏特（AAA 型號）電池。

如 BeoRemote One 隨附快速操作指南所示，

或www.bang-olufsen.dk/support/beo-
remoteone.pdf ，來更換電池。 

當在顯示幕上出現電池警告時，您無法使用顯
示幕相關的功能，直到您更換電池為止。 

http://www.bang-olufsen.com/en/customer-service/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remote-controls/beoreomote-one
http://www.bang-olufsen.com/en/customer-service/product-support/accessories/remote-controls/beoreomot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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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更多產品 

出廠時，BeoRemote One 即被設定只
能搭配電視 (BeoVision) 使用。 

如果您想要將 BeoRemote One 搭配新
類型 Bang & Olufsen 產品使用，或如果
您想要使用同一個 BeoRemote One 操
作多個產品，則產品必須在 BeoRemote 
One 的 LIST 中顯示，您才能選擇該產
品。 

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的產品可
分成三種：
– 電視

（預設為 BeoVision）： 
  8個不同的產品 Option
– 音樂系統

（預設為 BeoSound）：
  8個不同的產品 Option 
– Beo4 產品*1（預設為 Beo4 VIDEO、 

Beo4 AUDIO 等）：
  4個不同的產品 Option

Option 設定可讓您的 BeoRemote One 個別操

作您的產品。例如，如果您在同一間房內有

兩台電視，且皆可收到 BeoRemote One 的指

令，則您必須將每台電視設定為個別的產

品，並設為正確的 Option。 

系統會將您對 BeoRemote One 進行的設定儲

存為使用中產品的設定。若要瞭解如何切換

為另一個產品，請參閱第15頁。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產品可透過 Beo4 操
作，則您必須將它改設為 Beo4 產品。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16-18頁。

步驟1 — 在 LIST 中新增或移除產品

為了讓 BeoRemote One 能夠操作新產品，您必

須先將該產品新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才

能選擇該產品。 

接著，您必須在產品 Option 功能表中將產品

設定給特定的 Option，BeoRemote One 才能

將該產品辨識為個別的產品，請參閱第14頁。

若要新增或移除透過 

LIST 按鍵找到的產品...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選擇產品 

按下此鍵可選擇顯示 

按下此鍵可選擇要顯示或隱藏
的產品，例如 BeoVision(2)

按下此鍵可切換顯示   或隱藏
（沒有選項）

繼續進入下一個要顯示或隱藏的
產品。或 ... 

... 按下此鍵可返回之前的功能表，
長按即可完成退出功能表

當產品已新增至 LIST 時，您按下 LIST 後，使用
中產品一定顯示在頂端。
 
1* 更多有關如何透過 BeoRemote One 使用與
操作 Beo4 產品的資訊，請參閱第16–18頁。 
 
請注意，您可以將產品重新命名，或變更透過 
LIST 按鍵顯示產品時產品出現的順序。做法與
將 TV、MUSIC 與 LIST 按鍵的訊源或功能重新
命名或移動的方式相同，請參閱第 10 頁與 11 頁。 

LIST

設定

進階

產品

顯示

...

...

BACK

使用中產品

靜音

BeoVision

電動腳座



14

>> 加入更多產品

步驟2 — 將產品設定至正確的 Option

如果您為一個新產品或兩個以上相同類型的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例如兩台電視，

且這些產品都收得到 BeoRemote One 的指令，

則 BeoRemote One 必須能夠個別辨識您的產

品。因此，您必須使用產品 Option 功能表，將

產品設定至其中一個不同產品的 Option。

視您的設定而定，您可以選擇是否要讓產品

回應 BeoRemote One 的指令。 

有關要使用何種 Option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電視或音樂系統的指南。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產品可透過 Beo4 操
作，則您必須將它改設為 Beo4 產品。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16-18頁。

若要使用 BeoRemote One 將特定的 Option 給
予您的產品 …
將遙控器指向您要 Option 編程之產品的紅外
線接收器。遙控器與紅外線接收器之間的距
離最長必須為0.5公尺。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產品 Option 

選擇您要產品為感應紅外線功

能或關閉紅外線功能*1

選擇產品，例如 BeoVision

為您的產品（例如 BeoSound）
選擇產品 Option*2   

選擇送出，然後按下中央鍵儲
存所選的 Option 

LIST

設定

進階

產品 

選項

...

...

...

送出

1* 若您想要讓產品回應 BeoRemote One 的指令，
請選擇感應紅外線功能，若您想要讓產品回應
遙控器指令，請選擇關閉紅外線功能。
2* 若要讓產品 Option（如 BeoSound）在您按下 
LIST 時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您必
須將產品新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 中，請
參閱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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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更多產品 

使用 BeoRemote One 切換產品

一般而言，您可以按下 TV 或 MUSIC，然後使用

您的遙控器找到相關訊源，例如電視，來啟

動訊源。但是當您有多個產品時，您必須先

選擇該產品，才能操作其訊源。您可以透過 

LIST 切換產品。 

若要切換產品 …
按下此鍵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顯示目前產品，例如 
BeoVision 

選擇所需的產品*1，例如 
為 Network Link 電視選擇 
BeoVision(2)，為 Beo4 音 
樂系統選擇 Beo4 AUDIO

按下並選擇訊源， 
例如 YOUTUBE 

1*若要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顯示您的產
品，例如 BeoVision(2)，您必須先將該產品新
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 中，請參閱第 13頁。

LIST

...

...

TV

...

LIST

BeoVision(2)

BeoVision

TV

LIST

BeoVision

BeoVision(2)

TV

LIST

Beo4 AUDIO

BeoVision

TV

LIST

BeoVision

Beo4 AUDIO

MUSIC

當您在配備 Network Link 的電視與配備 Master 
Link 的音樂系統之間切換時的遙控器操作範例。 

當您從配備 Network Link 的電視切換至另一台電
視時的遙控器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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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Beo4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

您可以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一
般用 Beo4 操作的 Master Link 電視或
音樂系統。產品必須顯示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您才能選擇它。在選
擇 Beo4 產品後，BeoRemote One LIST 
會包含與在 Beo4 LIST 中相同的功能。
然而，您無法透過 LIST 選擇訊源。如
果您通常使用的是 Beo4，若要瞭解如
何使用 BeoRemote One，請參閱第19

頁。 

為了讓您可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您的 

Beo4 產品，您必須將該產品設定至正確的 

Option，請參閱第17頁。 

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產品時，

有三個 MyButtons 專屬於與 Beo4 上 DTV、DVD 
與 CD 按鍵對應的按鍵。您可以隨時變更此

設定，並將這三個 MyButtons 成為可直接啟

動另一個訊源的專屬按鍵，請參閱第18頁。

然而，當您想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操
作 Beo4  產品時，您無法使用 MyButtons 儲
存目前觀看模式或播放體驗儲存在快照。 

當您按下 TV 與 MUSIC 按鍵時、當 BeoRemote 
One 用於操作 Beo4 產品時，您也可以啟動特

定的訊源，請參閱第18頁。 

有關如何從 Beo4 產品切換至另一種產品的相

關資訊，請參閱第15頁。 

步驟1 — 在 LIST 中新增或移除 Beo4 產品

若您想要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產品，

您必須先將該產品新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 

接著您必須將該產品設定至正確的 Option，
請參閱第17頁。

請注意，您也可以將產品重新命名，或變更透

過 LIST 按鍵顯示產品時產品出現的順序。做法

與將 TV、MUSIC 與 LIST 按鍵的訊源或功能重新

命名或移動的方式相同，請參閱第10頁與11頁。 

若要新增或移除透過 LIST 按鍵找到的 Beo4 
產品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選擇產品 

按下此鍵可顯示顯示 

按下此鍵可選擇要顯 
示或隱藏的 Beo4 產品。 
選項有：Beo4 AUDIO、 

Beo4 VIDEO、Beo4 AV  
或 Beo4 LINK

按下此鍵可切換顯示   或隱藏
（沒有選項）

繼續進入下一個要顯示或隱藏
的產品。或 ... 

... 按下此鍵可返回之前的功能表，
長按即可完成退出功能表

選擇以下四個 Beo4 產品之一：Beo4 VIDEO、 
Beo4 AV、Beo4 AUDIO 或 Beo4 LINK：
– Beo4 VIDEO 用於 Option 1 或5中的 Beo4 電視。 
– Beo4 AV 用於 Option 2或6中的 Beo4 電視。
– Beo4 AUDIO 用於 Option 1、2、5 或6的 Beo4 音

樂系統。 
– 當同一間房內有兩個電視或音樂系統時， 

Beo4 LINK 用於第二個 Beo4 產品。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產品可透過 Beo4 操
作，則您必須將它改設為 Beo4 產品。 

LIST

設定

進階

產品

顯示

...

...

BACK

 Beo4 AV

Beo4 VIDEO

 Beo4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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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Beo4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

當您為 Beo4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 時，產品 

Option 功能表會加以調整，將可用的 Option 設
定與您的 Beo4 遙控器進行匹配。 

若要讓 Option 使用 BeoRemote One 編程 Beo4 
產品 …
將遙控器指向您要 Option 編程之產品的紅外
線接收器。遙控器與紅外線接收器之間的距
離最長必須為0.5公尺。

按下此鍵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顯示目前產品，例如 
BeoVision 

選擇您要 Option 編程的產品*1，
例如 Beo4 LINK

按下此鍵可顯示設定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產品 Option 

選擇適當的 Option：V.OPT.、 
A.OPT.或 L.OPT.

輸入適當的數字（0、1、2、4、 
5或6）

步驟2 — 將Beo4設定至正確的Option 

LIST

...

...

LIST

設定

進階

產品 

選項

...

0 – 6

A.OPT.

V.OPT.

L.OPT.

選擇以下三個 Beo4 Option 中的一個：V.OPT.、 
A.OPT.或 L.OPT.。有關要使用何種 Option 的
相關資訊，請參閱電視或音樂系統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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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Beo4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

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產品時，

有三個 MyButtons 專屬於與 Beo4 上 DTV、DVD 
與 CD 按鍵對應的按鍵。您可以隨時變更此

設定，並選擇每次您按下這三個 MyButtons 按
鍵之一時要啟動的訊源。 

您也可以讓某個訊源專屬於 TV 或 MUSIC 按鍵，

並使用每個按鍵直接啟動 TV 或 MUSIC 訊源。 

請注意，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產品時，無法使用 MyButtons 將目前的觀看模
式或播放體驗儲存成快照。

若要設定 MyButtons 與 TV 或 MUSIC 按鍵啟動

特定訊源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按鍵 

在三個 MyButtons、TV 或 MUSIC 
按鍵之間選擇

按下此鍵可逐項顯示訊源清單*1

按下此鍵可儲存您要使用所選
按鍵啟動的訊源

針對特定訊源設定 MyButtons 與 TV 或 MUSIC 按鍵 

LIST

設定

進階

按鍵

...

...

設定 MyButtons、TV 與 MUSIC 按鍵直接啟動訊
源。

1*當您已選擇 TV 或 MUSIC 按鍵時，若您不想
要 TV 或 MUSIC 按鍵啟動特定訊源時，您可以
選擇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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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o4 與 BeoRemote One 轉換 

如果您習慣使用 Beo4 操作您的產品，下列轉換說明可幫助您瞭解在操作 Beo4 產品時，可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哪些按鍵。BeoRemote One 按鍵以藍色標示。Beo4 與 BeoRemote One 完全相同的按鍵為淺灰色。

TV LIGHT RADIO 

DTV DVD CD 

V.MEM TEXT A.MEM

7 8 9 

4 5 6 

LIST 0 MENU 

1 2 3 

STOP PLAY

BACK

TV：…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TV 按鍵。

這也會顯示電視訊源清單 

 

V.MEM：… 按下 TV 可顯示電視訊源，並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找到 V.MEM   

 

A.MEM：按下 MUSIC 可顯示音樂訊源，並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中找到 A.MEM 

LIGHT：… 按下 LIST，並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找到 亮度。 

RADIO：…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MUSIC 按鍵。這也會顯示音樂訊源清單。

DTV、DVD 與 CD：…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MyButtons*1。  

DTV： ，DVD：  與 CD： 

1* 您可以隨時變更此設定，並將這三

個 MyButtons 成為可直接啟動另一個訊源的

專屬按鍵，請參閱第18頁。 

LIST：… 按下 BeoRemote One 上的 LIST。  

LIST 的功能與 Beo4 相同。請注意，您無法

透過 LIST 選擇訊源，請改用 TV 與 MUSIC 按
鍵。

導航鍵：…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箭頭

按鍵  、 、  與  。 

 

向前或向後搜尋：…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與  。 

 

 與  ：…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P + /P -。

STOP：… 按下 BeoRemote One 上的    

（暫停）。

PLAY：… 使用 BeoRemote One 上的    

（播放）。

注意！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 Beo4 
時，INFO 與 GUIDE 按鍵沒有功能。

TV

家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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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隨時變更 BeoRemote One 的顯示幕語言。

一旦選定某種語言，所有的功能表與顯示幕

訊息皆會以該語言呈現。

但請注意要將訊源或功能重新命名時，只能
使用拉丁字元。 

如果您不小心選擇不想要使用的語言，您可以
按下 LIST 進入語言功能表，然後按下箭頭鍵   
上移一階，再按下中央鍵。重複此程序兩次。 

設定 BeoRemote One 的語言 您可以使用進階功能表對 BeoRemote 
One 進行更進階的設定。例如，您可
以變更顯示幕語言，或將BeoRemote 
One 重設回原廠預設設定。如果您使
用 BeoRemote One 操作多個 Beo4 產
品，您也可以設定紅外線強度。 

如果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亮度、窗簾

或百葉窗，您可以在亮度與控制功能表中為

此進行設定。這可能需要支援的家庭自動化

系統。如需詳細資訊，請與 Bang & Olufsen 門市

聯繫。 

BeoRemote One 進階設定

您可以將 BeoRemote One 重設為原廠預設設定。 

若要重設 BeoRemote One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重設為出廠設

定 

再確認重設。按下此鍵可確認
重設，或 … 

… 長按退出功能表，但不重設

重設 BeoRemote One 

若要設定 BeoRemote One 
的語言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語言 

按下此鍵可切換語言 

按下此鍵可選擇您要使用的語言

LIST

設定

進階

語言

...

LIST

設定

進階

重設為出廠 

設定

BACK

若要確認重設，請按下中央鍵，或按下 BACK  
取消。

注意！當您重設時，您對 BeoRemote One 進行
的所有設定將會刪除。

將刪除所有設定
值。請確認或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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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oRemote One 進階設定

您可以設定 BeoRemote One 的紅外線強度。

例如，如果您對數個 Beo4 產品使用 BeoRemote 
One，並將這些產品放在附近，您可以降低遙

控器的紅外線強度。 

若要設定 BeoRemote One 的紅外線強度 ... 

按下此鍵可使設定選單出現在 
BeoRemote One 顯示幕上

按下此鍵可顯示進階 

按下此鍵可顯示紅外線強度 

按下此鍵可切換紅外線強度設定 

按下此鍵可儲存設定

設定 BeoRemote One 的紅外線強度 

LIST

設定

進階

紅外線強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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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或不同房間內具備 Network Link 的電視與具備 Master Link 的音樂系統

如何從 BeoVision*4 聆聽電視訊源的範例 ...

按下此鍵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顯示目前產品，例如 
BeoVision 

選擇所需的產品，例如  
Beo4 AUDIO*2 

按下 TV，並選擇您要從 
BeoVision「借用」的訊源， 
例如 YOUTUBE*3 

若要使用 BeoRemote One 顯示/隱藏 BeoVision 
中的訊源...

> 電視從原廠設定設為 BeoVision，BeoVision 
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為已選擇。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電

視的訊源*1，請參閱第9頁。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 

連結的訊源，例如  CD，請參閱第9頁。

若要顯示/隱藏 Beo4 AUDIO 中的訊源 ...

> 選擇 BeoRemote One LIST 中的 Beo4 
AUDIO*2。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音

樂系統的訊源*1，請參閱第9頁。 

> 顯示   您可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向
B e o V i s i o n「 借 用 」 的 訊 源 ， 例 如

YOUTUBE*3，或隱藏您不需要的訊源，請

參閱第9頁。

BeoLink 設定 

當您使用 BeoRemote One 操作多個產品，且這些產品連接到同一個網路時，您可以存取網路中其他產品訊源的音
效。這些產品可位在相同或不同的房間內。有關如何連接與設定產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電視或音樂系統的指南。 

BLC

LIST

BeoVision

BEO4 

AUDIO

TV

YOUTUBE

在此設定中，依預設 Network Link 電視為 
BeoVision，且 Master Link 音樂系統必須設定
為 Beo4 AUDIO。有關如何設定產品的相關資
訊，請參閱第13頁與第16頁。

您有每個產品類型的電 視與音 樂訊源清
單：BeoVision 與 Beo4 AUDIO。

1*請注意，可用的電視訊源會顯示在電視的訊
源清單功能表中。
2*在此範例中，BEO AUDIO 已新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音樂系統設為 Beo4 AUDIO。
3*如果 BeoRemote One LIST 中沒有相關的訊
源，如 YOUTUBE，請洽 Bang & Olufsen 門市。
4*透過 Network Link，您可以從網路中其他產品
的訊源存取音效。如果您將電視接到 Master Link 
產品，則必須也使用 BeoLink Converter NL/ML 
(BLC) 取得 Network Link 的優點。

TV

YOUTUBE

HDMI 1

 A.MEM

電台

 CD

TV

YOUTUBE

V.MEM

A.MEM

電台

CD

從 Beo4 AUDIO 存取   連結

的訊源 

從 BeoVision 存取訊源

預設產品：

BeoVision

產品 Option：

Beo4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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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房內具備 Network Link 的兩台電視 

若要使用 BeoRemote One 顯示/隱藏電視的訊

源 ...

> 兩台電視從原廠設定設為 BeoVision， 

BeoVision 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為已

選擇。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兩

台電視的訊源*1，請參閱第9頁。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兩

台電視的   連結訊源，例如   HDMI 1，
請參閱第9頁。

 

如何聆聽連結電視訊源的範例*2 ...

按下 TV 並選擇   連結的訊源，
例如   HDMI 1

1*請注意，可用的電視訊源會顯示在電視的
訊源清單功能表中。
2*透過 Network Link，您可以從網路中其他產
品的訊源存取音效。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產品可透過 Beo4 操
作，則您必須將它改設為 Beo4 產品。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16-18頁。

>> BeoLink 設定

BeoVision BeoVision

TV

 HDMI 1

存取   連結的訊源 

存取   連結的訊源 

在此設定中，依預設值兩台 Network  Link 電視
都是 BeoVision。

您有兩台電視相同的 TV 與音樂訊源清單。在
此範例中，僅顯示電視訊源。 

預設產品：

TV

YOUTUBE

  HDMI 1

預設產品：

TV

YOUTUBE

 HDM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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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房間內兩台具備 Network Link 的電視（具備一個 BeoRemote One）

>> BeoLink 設定

若要使用 BeoRemote One 顯示/隱藏電視的訊

源 ...

> 選擇 BeoRemote One LIST 中的 BeoVision 或 

BeoVision(2)*1。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兩台

電視的訊源*2，請參閱第9頁。 

> 透過 BeoRemote One LIST 顯示   或隱藏兩台

電視的   連結訊源，例如   HDMI 1， 

請參閱第9頁。

如何聆聽連結電視訊源的範例*3 ...

按下此鍵可在 BeoRemote One 
LIST 中顯示目前產品，例如 
BeoVision 

選擇所需的產品，例如 
BeoVision(2)*1 

按下 TV 並選擇   連結的訊
源，例如   HDMI 1

BeoVision BeoVision(2)

LIST

BeoVision

BeoVision(2)

TV

 HDMI 1

在此設定中，依照預設有一台 Network Link 電視
是 BeoVision，另一台則設為 BeoVision(2)。有關
如何設定產品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第13頁。

您的 BeoVision 與 BeoVision(2) 這兩個產品有
相同的電視與音樂訊源清單。

1*在此範例中，BeoVision(2)已新增至 BeoRemote 
One LIST，電視則設為 BeoVision(2)。 
2*請注意，可用的電視訊源會顯示在電視的
訊源清單功能表中。
3*透過 Network Link，您可以從網路中其他產
品的訊源存取音效。

注意！如果 Network Link 產品可透過 Beo4 操
作，則您必須將它改設為 Beo4 產品。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第16-18頁。

TV

YOUTUBE

 HDMI 1

網路電台

SPOTIFY

電台

從 BeoVision(2) 存取   連

結的訊源 

從 BeoVision 存取   連

結的訊源

預設產品： 產品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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