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山區電器文山區電器-盈成興業有限公司盈成興業有限公司

Brand HITACHI EXCAVATOR

擺動式擺動式溫溫水尼加拉飛瀑滾筒洗水尼加拉飛瀑滾筒洗脫烘烘BDNX125AJ

Description

擺動式溫水尼加拉飛瀑滾筒洗脫烘BDNX125AJ左開／BDNX125AJR右開

薄型化全新設計，新世代家居美學
全新獨家 ［抗蟎］／［除菌］行程，一鍵淨除過敏原／異味
不用水洗［除菌消臭］行程，溫風防敏抗菌
［3D自動全槽清水洗淨］，除菌防黴99%，從裡到外淨乎苛求
全新2小時［溫水槽洗淨］行程，內外槽徹底潔淨
［擺動式溫水尼加拉飛瀑］，全方位徹底洗淨洗清
［水質感測系統］，智慧節能洗衣科技
最高技術評價－日本發明賞授賞，風熨斗烘衣科技
低溫風熨斗，呵護衣物烘出蓬鬆柔順觸感
極速風撫平皺摺，衣物烘完即可穿出門
獨創［蒸氣風熨斗］，有效除皺除臭
業界NO.1頂級房車懸吊設計再進化、低振動、低噪音
大型衣物居家輕鬆洗滌一次完成！
多元化便利行程選擇
新型線屑濾網，清潔保養容易
全方位貼心便利設計
節能省水，極效節約
通過國家省水標章認證

◇所有HITACHI日立冰箱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來
電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Brand HITACHI EXCAVATOR

六門琉璃六門琉璃 RX730GJ

Description

六門琉璃 RX730GJ

大器格局，華麗典藏版，業界最大735L
冷藏室觸控式自動雙開門
精品級琉璃外觀，觸控式電動抽屜
琉璃觸碰式操作面板，熄燈即隱藏，簡潔更有型
*智慧鎖鮮 大型即鮮冷凍盤
世界首創-新白金蔬果睡眠保鮮室
極效節約，能效制霸，EF值高達29.5
世界首創-新白金真空睡眠冰溫室
(低溫白金奈米觸媒,±1°C溫度選擇)
霜能再利用+Multi冷卻控制系統
eco 智慧控制系統
冷凍三段式，大容量收納
立體成形真空斷熱VIP，超薄更省電
急速冷凍鎖住美味，R-600a 環保新冷媒
三重抗菌除臭濾網，抗菌率達99%
自動製冰盤可拆洗
日本原裝進口

◇所有HITACHI日立冰箱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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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SAMPO小家電小家電
Description

微波爐
RE-0709R
高級全鏡面外觀
6段火力控制
30分鐘定時
防止微波外洩門阻旋轉裝置
微波均勻多重安全防護裝置

電烤箱
KZ-SA10
多功能烘焙箱
可煮飯
2段火力
15分鐘定時
掀蓋式集屑盤
附彩色食譜

IH電子鍋
KS-BC18QIH
IH大火力加熱技術
3D環繞加熱
2.0mm鈦金厚釜
氣動渦輪
智能滑動觸控科技
預約炊煮
24hr 定時
單鍵保溫
3種快捷模式
10種炊煮模式
活動蒸汽閥
觸控滑動樂音提醒

吸塵器
EC-AD22HYX
手持直立兩用
充電底座無線使用
180度旋轉地刷
鋰電池容量2200mAh
電動地刷
5重過濾
充電5.5小時使用25分
除塵ONE-TOUCH

果汁機
KJ-SC15G
400W強力馬達結構
不銹鋼材質4向刀頭，搭配高轉速，碎冰攪拌更全面
1500cc大容量厚實玻璃杯
2段變速，瞬間開關立即高速運轉
機體卡榫安全設計，杯體轉開，立即停止運轉

原汁萃取機
KJ-AB40S
低轉速榨汁，100%原汁萃取，營養不流失
雙軌式螺旋頭結構，超高榨取汁量，殘渣極乾
附清潔刷,精美食譜
簡易可拆式零件，清洗好便利
安全保護裝置：電流異常斷電保護裝置
馬達過熱斷電安全裝置

熱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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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LA40W2
食用級304不銹鋼
六段溫度設定
可拆洗式上蓋
電動碰杯出水
再沸騰功能
防空燒雙重保護設計
大按鍵出水鎖定功能
廣角水位視窗
自冷省電裝置

快煮壺
快煮壺KP-PA17D
食用級304不銹鋼
雙層防燙
英國STRIX溫控器
全向式分離底座
沸騰自動斷電
防空燒溫控保護

低電磁波吹風機
ED-BC12TP(R)
超低電磁波
蜂巢式陶瓷發熱
奈米遠紅外線陶瓷鍍膜
PICO PURE 水離子
恆溫不燥熱
可折疊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DC節能扇節能扇 SK-ZH16DR

Description

DC節能扇
SK-ZH16DR
靜音馬達
ECO智能溫控
五片扇葉
七段風量
微電腦自然風
預約開關機
我的最愛設定
音階鈴響設計
金屬中柱

PICO PURE 變頻
ES-ED17PS(S1)
PICO PURE除菌、防霉、脫臭
側控好取式，操作最方便
超震波技術，洗衣更乾淨
三種槽洗淨選擇
AIE智慧洗淨
抗震不銹鋼外箱
不銹鋼晶鑽搓洗新內槽
3D立體水流
SPA噴淋水瀑淨洗
待機零耗電
IMD操作面板
兒童安全鎖

浴室臥房兩用電暖器
HX-FH10R
微電腦溫控，暖房舒適
面板LED溫度顯示、鰭片式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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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快速、不耗氧
通過IP24防潑水測試
七重安全防護設計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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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頻一級冰箱變頻一級冰箱 SR-NW56PI(B3)

Description

變頻一級冰箱
SR-NW56PI(B3)
變頻一級、三庫四門
10.1吋觸控面板與顯示
AIE智慧節能：最適運轉，省電節能
冷凍室五段溫控
等離子瀑保鮮脫臭
雙抗菌、雙脫臭
蔬果室、冷凍室100%全開式設計
不銹鋼冰溫保鮮室
晶瑩剔透門欄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變頻分離式一對一變頻分離式一對一(冷暖冷暖) AM-PC22DC/AU-
PC22DC

Description

變頻分離式一對一(冷暖)
AM-PC22DC/AU-PC22DC
全變頻
液晶無線遙控
全自動FUZZY溫控運轉
靜音便利鍵
省電便利鍵
強力便利鍵
預約定時開、關機功能
雙倍淨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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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 PURE 變頻變頻 ES-ED17PS(S1)

Description

PICO PURE 變頻
ES-ED17PS(S1)
PICO PURE除菌、防霉、脫臭
側控好取式，操作最方便
超震波技術，洗衣更乾淨
三種槽洗淨選擇
AIE智慧洗淨
抗震不銹鋼外箱
不銹鋼晶鑽搓洗新內槽
3D立體水流
SPA噴淋水瀑淨洗
待機零耗電
IMD操作面板
兒童安全鎖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4K UHD LED EM-65ZT30D

Description

4K UHD LED
EM-65ZT30D
65型4K Smart LED
解析度3840x2160 (4K升頻技術)
轟天雷音效處理技術
超廣色域，顏色更真實
內建世界頻道、愛奇藝、Golive
Smart聯網功能+聲寶APP
支援HDR
支援4K 60P、H.265、HDCP2.2
智慧傳屏(鏡射功能)
極纖新視框(合金機身、側光超薄設計)

※同系列商品詳見SAMPO首頁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場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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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Panasonic

LUMIX GH5 單眼相機單眼相機

Description

2030萬畫素的完美相機
LUMIX GH5 採用了2030萬畫素高性能
Digital Live MOS感光元件，達到LUMIX G系列中最高的圖片畫質。搭載自
感光元件移除的低通濾鏡，您可以自信地捕捉具有高動態範圍和無偽的銳
利圖像。LUMIX　GH5是款專為您創造的專業相機

※同系列商品詳見官網首頁PANASONIC產品官網連結，並來電盈成興業賣
場洽詢！

Brand Panasonic

NR-E412VT 電冰箱系列電冰箱系列

Description

NR-E412VT

.有效容積411L

.ECONAVI 智慧節能科技

.光感應

.VIP真空斷熱材

.能源效1級

.節能標章

.R600a環保新冷媒

.變頻

.Ag除臭

.新鮮凍結

.智慧保濕蔬果室

.100%全開

.雙層蔬果保鮮盒

.自動製冰

.3側LED照明

◇所有PANASONIC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
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7 of 24



Brand Panasonic

NA-D106X1WTW 洗衣機洗衣機10.5kg

Description

NA-D106X1WTW
.洗衣/脫水10.5kg
.ECONAVI智慧節能科技
.40∘C溫泡淨
.泡洗淨
.3段溫水洗衣
.雙效自動槽洗淨
.新舞動水流
.7噴射水流
.3D智慧洗淨
.低溫風乾燥
.30∘C溫水槽洗淨
.高級衣水洗行程

◇所有PANASONIC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
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Brand Panasonic

PANASONIC 小家電系列商品小家電系列商品

Description

EH-NA98 奈米水離子吹風機
EH-SW50眼部溫感按摩器
ES-T29 超跑系電鬍刀

◇所有PANASONIC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
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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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DaiKin

ZEAS & Top Air 商用變頻空調商用變頻空調

Description

ZEAS & Top Air 商用變頻空調

天花板嵌入型
中、高靜壓風管連接型

達成高冷房能力及高能源效率COP值，當運轉時間增加時，整體的電力成
本將會降低，只有使用變頻控制，才可能達到舒適的空調效果。
空調節能減碳選擇DAIKIN大金空調商用變頻公司空調系統    立即閱覽公司
空調系統機種規格表，提供空調系統/室外機詳細規格          
天花板嵌入型

35/28 分貝 FCQ71K(高/低冷房時)
360度全方吹的新式嵌入空調機是今後的主流
FCQ50K‧60K‧71K‧100K‧125KA‧140KA
室內機所需配件(選購品)
液晶有線遙控器:BRC1C61 註:不含遙控器線材，線材必須於當地購買
液晶無線遙控器:BRC7F632F 註:室內機必須加裝接收器，無線遙控器和接
收器為成套銷售

「多向氣流式空調」為您減低因死角溫差與氣流直吹造成的不適感…
360度全方吹氣流，讓店內各個角落都能感受到舒適的溫度
舒適氣流為您減低因死角溫差與氣流直吹造成的不適感!
經常有使用者反映目前主流的四方吹嵌入型空調機容易產生「那個位置不
涼」、「那個角落不暖和」、「出風口附近的風太強、太冷」等情況。『多
向氣流式空調』首創360度全方吹模式*1能同時消除氣流死角並以溫和送風
模式*2，減低氣流直吹的不適感。
*1由管線吹出微風氣流。
*2直吹即為由出風口吹出的冷(熱)風直接接觸皮膚時所感覺到的現象，通常
會令人產生「太冷」、「發暈」等不適感。

360度全方吹式多向氣流-能減少死角溫差
一般四方吹 嵌入型空調:氣流自四方吹出，因此無論如何都會產生死角，無
法均勻調節空氣。
    全方吹:氣流可平均分布至各處，提高舒適度節能性更佳。

◇所有大金空調全系列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興業電器
賣場洽詢，謝謝！

一對一變頻分離式歐風系列型一對一變頻分離式歐風系列型
Description

    
一對一變頻分離式歐風系列型

大金變頻空調不僅是空調先進節能技術領導者，同時高度重視產品設計，
將設計美學融入空調，優異變頻技術結合，使EER達到4.63的節能效果，
運轉音量如耳語般僅19分貝，全新採用高效率的環保R32冷媒，搭配3D立
體氣流系統和雙區域智慧眼功能，首次採用WLAN無線控制技術，能從任何
位置遠端遙控開關，歐風系列極致的外型，完美的曲線並結合節能科技，
隨時享有舒適生活，減緩全球暖化，為您真正省大金。
    

變頻效率！
變頻系統可更節能並快速感覺涼爽(相較於非變頻系統)，此外也有助於維持
所需室內恆溫，讓您始終感覺舒適─尤其在您睡眠期間。
與非變頻比較更為節能
變頻能調整運轉頻率與變換功率。變頻空調藉由改變壓縮機電源供應器頻
率變換冷／暖的功率，相較之下非變頻空調只能固定冷／暖房功率，用開
關壓縮機的方式控制室內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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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更強！
變頻空調在啟動時，就會立即達到全功率高頻運轉，此突然增加的功率使
其能迅速達到設定溫度。
電力更省
達到設定溫度後，變頻運轉就會調整至低功率維持室溫，此精確控制使變
頻機型比需要重負開關壓縮機的非變頻機型還要省電。
溫度更舒適
變頻系統會按照需求量微調功率，縮小設定溫度與室內溫度差；與非變頻
系統相比，變頻系統能確保更佳的舒適度。 
直流變頻控制
大金將配備直流變頻馬達稱為直流變頻機型。直流變頻馬達使用磁鐵產生
旋轉，比交流電馬達的效率更高。大金於壓縮機和風扇馬達中採用釹磁鐵
以實現更佳效能；這些裝置稱為磁阻式直流馬達。 
搖擺式壓縮機
搖擺式壓縮機平順旋轉，可大幅降低摩擦及振動，並能防止冷媒在壓縮時
之流失因此能提供安靜且高效率的運轉。

高EER:節能效率1級
     FTXJ25NVLTW    FTXJ41NVLTW
冷房    暖房    冷房    暖房
EER    4.63    4.62    3.93    3.85

歐風系列採用全新 R32 冷媒和大金空調節能技術，同時實現出色的設計及
高效率。
壓縮機磁阻式直流馬達
壓縮機是空調的核心元件之一，其性能與馬達有直接關聯。大金空調是第
一個成功在商用空調中，將磁阻式直流馬達應用在渦卷式壓縮機上；此高
效率馬達現已適用在家用系統的搖擺式壓縮機上。 
*在軸中內建高強度的釹磁鐵，將整個馬達中心變成一個強力磁鐵。藉由快
速切換此電磁體的磁極，磁阻式直流馬達能產生較高的速度與功率。
時尚外觀與運轉
弧形面板設計可融入任何室內裝潢風格。具備全新氣流循環方式，讓您能
安裝於距離天花板最低30 mm的位置。

◇所有大金空調全系列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興業電器
賣場洽詢，謝謝！

Brand Panasonic

CS-N22C2_CU 變頻一對一變頻一對一

Description

CS-N22C2_CU 變頻一對一

冷氣能力
冷2.2kW
CSPF冷房季節性能因數
(kWh/kWh)：4.04
能源效率等級：5級
年耗電量：647度

◇所有大金空調全系列產品，規格詳見本官網首頁，並請來電盈成興業電器
賣場洽詢，謝謝！

Brand Panasonic

CU-4J150YCA2變頻冷專變頻冷專

Description

CU-4J150YCA2變頻冷專

冷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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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15.0kW
CSPF冷房季節性能因數(kWh/kWh)：5.55
能源效率等級：1級
年耗電量：3211度

◇所有PANASONIC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來電
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Brand Sony

A1 BRAVIA OLED 電視電視 A1系列系列

Description

A1 BRAVIA OLED 電視
A1系列：有KD-77A1/65A1/55A1三款

4K HDR 超極真影像處理器 X1 進階版
HDR 高動態對比
OLED
平面聲場技術

A1 以 Sony 優異的影像科技、尖端設計及工程技術，結合 OLED 面板、創
造深邃完美的黑、鮮豔飽滿的色彩，更忠實地再現真實世界的視覺感受。
平面聲場技術 Acoustic Surface™ 將螢幕變成揚聲器，在影像和聲音之間
譜出完美的和諧。
 對比之下 誰與爭鋒
由於 OLED 擁有超過 800 萬自發光 (self-illuminating) 像素，A1 系列呈現
出純粹的黑且真實的色彩、清晰的影像和寬廣視角的畫面，創造出極為豐
富的視覺體驗。

革命技術 絕美影像
4K HDR 超極真影像處理器 X1 進階版 (4K HDR Processor X1 Extreme™)
能夠藉由精準控制每個像素因子，將自發光 OLED 面板的效能發揮至極
致，呈現最美麗逼真的畫面。同時，它也支援 Dolby Vision™ 格式*，讓您
擁有更多元的 HDR 內容來源。 
* 韌體更新後即可支援 Dolby Vision™，更新時程待後續公告。

雙影像數據資料庫
雙影像數據資料庫中的降噪影像數據資料專司噪訊分析改善，而超解析影
像數據資料庫則用於優化影像解析度。功能強大的雙影像資料庫，可即時
改善畫質，提升影像表現至最細膩畫質。而 Sony 歷時多年累積的豐富影視
資料庫，更為資料庫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資料。

4K 平滑漸層技術
夕陽有數千種色調，4K HDR 平滑漸層技術可完整呈現真實所見，讓影像
自然流暢，不會出現一般電視常見的橫紋現象。
4K HDR 平滑漸層技術透過 14 位元訊號處理，有效撫平色階差異，即使原
始訊源為8位元，也能顯示等同於 14 位元的效果，呈現高於傳統電視 64 倍
的色彩層次。

HDR 分區精準強化技術
感受前所未有的逼真體驗，彷彿在非常近的距離下觀看真事物。 4K HDR
超極真影像處理器 X1 進階版帶您重新發現栩栩如生的細膩之美及身歷其境
的畫面，呈現更真實自然的畫質。

不同於大多數電視僅依照單一黑白對比曲線調整，HDR分區精準強化技術
可針對畫面中的各別物體分析顏色並調整對比。因此能呈現更豐富的深度
與細節紋理，展現令人驚豔的逼真畫面。

◇所有SONY電視.音響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
來電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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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Sony

BDV-N9200WL 3D 藍光家庭劇院藍光家庭劇院

Description

BDV-N9200WL 3D 藍光家庭劇院為尊貴的您，彰顯獨一無二的尊榮品味。
外型宛如時尚簡約 的白色晶體，搭配 LED 情境燈光，創造精彩、大器的影
視現場。音質表現方面，採用最新高解 析音樂及第二代磁流揚聲器，讓您
聽見最細緻音質，享受原音再現的感動魅力。

LED 燈光會自動與電視畫面同步，並和音樂節奏相互搭配，讓您隨時沉浸
在最完美氣氛中。

第二代磁流揚聲器體積較上一代縮小 30%，卻能創造出 1.6 倍音量的震撼
威力。

真實音訊處理技術整合各項音訊功能，一個按鍵即可選擇適合模擬音場，
有如置身各種影音現場。

     
動態音效強化引擎 完美還原數位音質
能將壓縮過的音訊檔案進行高品質的修復，重現最自然、純淨的聲音。

Hi-Res Audio 高解析音樂
高解析音樂最高可支援至 192 kHz / 24 bit，即使於無線傳輸狀態，也能傳
送並播放高解析音樂*1，讓您有如置身錄音室或交響樂廳中，以最細緻的
音質，享受前所未有的音樂臨場感，不只能播放 DTS-HD / DD TRUEHD
藍光光碟無失真音訊格式，也能播放 SUPER AUDIO CD 所使用的 DSD*2
高規格音訊檔案。

*1    無線傳輸、播放高解析音樂時，受連線速度影響有中斷可能。如有此
情形，建議透過有線 LAN Port 連結。
*2    預計自 2014 年 4 月，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升級服務，將轉換為 Linear
PCM。使用「Media Go」播放的 DSD 音頻，僅能透過 USB 連接時使用，
無法以 DLNA 播放。

震撼新聲代 卓越音質最精彩 
Sony 開發新一代磁流揚聲器，體積縮小 30% ，卻能創造出 1.6 倍音量的
震撼威力；除此之外，低音單體的振動板 ( Diaphragm ) 設計，採用特製玻
璃纖維材質，不只減輕重量，更強化低音表現，令聲音更加撼動人心。
 
非同凡響 最佳聆聽享受
ClearAudio+ 真實音訊處理技術
Sony 獨創的真實音訊處理技術，整合各項強大音訊技術，只要一個按鍵，
就能選擇適合的模擬音場類型，創造近乎現場臨聽般的自然聲場。其
中，Sony 掌握三項關鍵技術：廣域 S-FORCE 環繞音場、音頻強化技術及
人聲調節技術，結合 Sony 高品質揚聲器，在享受聲歷其境般的音效時，也
能清晰聽見影片中人物的對話內容，擁有最好的音質體驗。

Clear Surround 清晰的立體音效
廣域 S-FORCE 環繞音場
透過5.1聲道的真實模擬，音訊不須經過壓縮處理，即可創造更具臨場感的
環繞音效。

Clear Sound 清澈的音質
音頻強化技術
提升揚聲器音頻輸出，令高、中、低頻表現更有層次，音質更細緻。

震撼新聲代 卓越音質最精彩 
Sony 開發新一代磁流揚聲器，體積縮小 30% ，卻能創造出 1.6 倍音量的
震撼威力；除此之外，低音單體的振動板 ( Diaphragm ) 設計，採用特製玻
璃纖維材質，不只減輕重量，更強化低音表現，令聲音更加撼動人心。

聲臨現場 音樂更逼真動聽
 
Music EQ 模擬音場模式
聆聽不同類型音樂時，可透過模擬音場模式強化音域表現，讓您有如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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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享受，共有搖滾、街頭、電子與標準音場模式。全系列領先採用全
新的足球音場模式，當您啟用時，將有如置身數萬人的開放空間，感受從
四面八方而來的臨場感。BDV-N 系列 3D 藍光家庭劇院更獨家搭載柏林愛
樂廳模式，重現親臨現場般的交響樂音質，讓音樂細節更加清亮、細膩。

熱情環繞 置身足球賽事現場
Football Mode 足賽模式
只要按下一個按鍵，就能在電視前享受親臨球場的超震撼體驗。為求擬真
音效，特地至足球場採集各種聲音並重新製作；觀賞足賽時，甚至能選擇
單獨關閉球評旁白，專注在賽事現場，同時聽見來自四面八方的萬人歡呼
聲。在 2014 世足賽期間，您在家就能成為最熱情球迷，享受足球現場的熱
鬧氣氛。    

親聲蒞臨 大型演唱會現場
Digital Music Arena 數位模擬音場
Sony 工程師運用先進的分析技術，精心測量倫敦 O2 體育館 (O2 London
Arena) 的環境聲場，啟用此功能時，特別在觀賞演唱會影片、運動賽事
等，能忠實呈現開闊場域的音場感受，並讓人聲、樂器及各種聲效變得更
栩栩如生，在家即有身處現場的真實享受。    

環繞全場 聲入電影情境中
Cinema Studio 9.1ch 9.1 聲道電影劇院音場技術
Sony 3D 藍光家庭劇院採用最新 9.1 聲道電影劇院音場技術，新增前置高
音揚聲器，擁有最全面的環繞音效；只要一個按鍵，就能將您家客廳變成
電影院、劇院，享受磅礡生動的環繞立體音場，下一刻，讓您隨著震撼音
效走入電影畫面。    

◇所有SONY電視.音響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
來電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家庭劇院組家庭劇院組
HTMT500/MT300/CT800/CT390/CT290

Description

家庭劇院組
HTMT500/MT300/CT800/CT390/CT290

忠實呈現每個音符
高解析音質讓您以優於 CD 的音質，享受錄音室級音效的極細微差異。對
音樂的熱情從訊號到喇叭串連起每個元素，感覺就像演出者就在您面前表
演一般。
 
設計簡約，造型優雅
HT-MT500 有適合居家的設計、中性的色調和角度平滑的幾何形狀，在將
您包圍在美妙音效之中的同時，也提升整體環境的美感。
 
讓您的客廳充滿令人沉浸的音效
S-Force PRO 前置環繞音場 和「沙發模式」提供的最佳化重低音，讓您的
客廳被在劇院般的音效包圍。
 
直立式纖薄 2 音路重低音喇叭
纖薄外型能夠放入任何地方，可直立與您的家具並列，來給您清晰、層次
分明的重低音。水平擺放，置於沙發下
重低音喇叭低調的水平放置方式，不會減損重低音音效。
 
S-Force PRO 前置環繞音場
給您劇院級音效
虛擬環繞音效讓劇院級音效環繞您的家中。         沙發模式給您最佳化的重
低音音效
沙發模式能將重低音頻率最佳化，並減少沙發材質造成的聲音損失。
 
纖薄輕巧，隨處可放
超薄且易於裝設，HT-MT500 外觀簡單低調，能夠放入任何您需要的位
置，且不會遮擋到電視。
 
探索 HT-MT500
瞭解輕巧、時尚設計如何結合精準的工程技術，讓劇院般的環繞音效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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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盈您的家中，並給您智慧的音樂播放功能。
 
聆聽每個音符的細節
高解析音質的支援，讓您緊抓每個節奏。LDAC 技術為 Bluetooth® 無線裝
置提供純淨音質，DSEE HX 則可將壓縮過的音訊格式檔案的音質升級。
 
更優異的 Bluetooth® 音效
LDAC 的資料傳輸量是傳統 Bluetooth® 音訊的三倍 (最大傳輸速率：990
kbps)，能讓您以接近高解析音質的出色品質享受高解析音樂內容。2
     
增強音訊
Sony DSEE HX™ 軟體能將您現有的音源 (經過有損壓縮的 MP3 或 AAC　
格式檔案) 增強為接近高解析音效的音質，透過將經壓縮檔案的音質提升，
在音樂中注入更多生命。
 
智慧、易於串流
輕觸專屬的「音樂服務」按鈕，就能接續播放其他裝置上的 Spotify* 應用
程式音樂。

*某些國家/區域可能未提供音樂服務。若未提供繼續播放的功能，則會播放
系統上一次所播放的播放清單。您需要有 Spotify Premium 帳號才能在系
統上播放。
 
輕鬆取得音樂
多虧有內建 Chromecast (先前名稱為 Google Cast™)* 與 Spotify
Connect，您能夠輕鬆存取豐富的音樂與更多內容。
* Chromecast 及 Google Cast 為 Google Inc. 的商標。

Spotify Connect
以 Spotify 應用程式做為遙控器，透過您的音訊裝置播放 Spotify 上的音
樂。*
*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可能會有不同的音樂服務，其提供期間也可能不同。
     
內建 Chromecast
只要輕觸 [Cast] 按鈕，即可從您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將音樂、線上廣播和播客串流到您的音訊裝置。
 
使用內建 Chromecast 進行串流
串流來自超過 100 個音訊應用程式的音樂、Pdcast 和廣播，包括 Google
Play™ Music 等。*
*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可能會有不同的音樂服務，其提供期間也可能不同。
 
更好的音質
只要輕觸 Cast 按鈕，即可直接從雲端開始串流喜愛的音樂，享受最佳的音
訊品質。
 
節約電力
Chromecast built-in 能直接連線到串流服務，讓您的智慧型手機電池比使用
Bluetooth 連線時更持久。
 
無限聆聽自由
多時進行多項工作，音樂不停歇。玩遊戲、接電話或甚至將手機拿到另一
個房間時，音樂仍會繼續播放。
 
在家裡的任何角落串流音樂
讓您最喜愛的歌曲充盈家中每個角落。
 
在不同房間內串流
連接至不同房間的無線喇叭，給您完整的音訊自由度。
 
連接至後置喇叭
無線後置喇叭可以提升您的環繞音效配置。需要軟體更新。瀏覽相容產
品。
 
不中斷的連線能力，讓控制範圍極大化
Sony | Music Center 應用程式可讓您使用智慧型手機控制音樂播放功能。
透過 Bluetooth® 連線和 NFC，您可以串流裝置和家用網路中的音樂庫，或
無限制地存取線上串流服務。

 HDMI 輸出
大幅減少用線量，透過 HDMI 音訊回傳通道 (ARC) 僅需一條纜線即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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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容裝置。
     
透過 USB 播放
側邊 USB 連接埠，能讓您連線至各種 USB 裝置，播放音樂更輕鬆。
     
無線串流
用內建 Wi-Fi、Bluetooth® 或 NFC 連線至網際網路，可立即存取 Spotify
等音樂服務，並串流使用家用網路之裝置裡的音樂。
 
產品型號：HT-MT500
隨機附件：AC 變壓器、腳墊、HDMI 線、遙控器、AAA 電池

◇所有SONY電視.音響全系列家電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
來電盈成興業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Price TWD 0.00

日立空氣清靜機日立空氣清靜機

Description

日立空氣清靜機
極簡奢華精品機型
雅緻品味入門機型

Price TWD 0.00

日立變頻分離式、壁掛分離式冷氣日立變頻分離式、壁掛分離式冷氣

Description

日立變頻分離式、壁掛分離式冷氣

◇所有日立空調全系列產品，規格詳見首頁的官網連結，並請來電盈成興業
電器賣場洽詢，謝謝！

15 of 24



Price TWD 0.00

日立變頻三合一日立變頻三合一

Description

日立變頻三合一
一機三效 節能環保

Price TWD 0.00

日立窗型冷氣日立窗型冷氣

Description

日立窗型冷氣

Price TWD 0.00

日立埋入型、壁掛型冷氣日立埋入型、壁掛型冷氣

Description

日立埋入型、壁掛型冷氣

16 of 24



Price TWD 0.00

日立分離式一對一冷氣日立分離式一對一冷氣

Description

日立分離式一對一冷氣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變頻滿液式冰水機變頻滿液式冰水機

Description

日立 變頻滿液式冰水機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螺旋式冰水機螺旋式冰水機

Description

日立 螺旋式冰水機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業務用除濕機業務用除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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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日立 業務用除濕機 R410A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渦旋式壓縮機渦旋式壓縮機

Description

日立 渦旋式壓縮機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頂級頂級ROYAL系列系列 室外機室外機

Description

日立 頂級ROYAL系列 室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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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商用空調商用空調 壁掛式、箱型壁掛式、箱型

Description

日立 商用空調：壁掛式、箱型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商用空調商用空調 埋入型、變頻冷專埋入型、變頻冷專

Description

日立 商用空調 埋入型、變頻冷專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氣冷式冰水機氣冷式冰水機

Description

日立 氣冷式冰水機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省電達人室外機省電達人室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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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日立 省電達人室外機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空氣清淨機空氣清淨機

Description

日立 空氣清淨機
UDP-J100
UDP-J80
UDP-J60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直吹式除濕冷氣機直吹式除濕冷氣機

Description

日立 直吹式除濕冷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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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WD 0.00

萬士益冷氣萬士益冷氣

Description

萬士益冷氣

Price TWD 0.00

聲寶洗衣機聲寶洗衣機

Description

聲寶洗衣機及全系列家電

Price TWD 0.00

國際牌電冰箱國際牌電冰箱

Description

國際牌電冰箱，及全系列家電、空調

※同系列商品詳見PANASONIC首頁產品官網連結

SAMSUNG電視電視

21 of 24



Price TWD 0.00

Description

SAMSUNG三星家電系列

Price TWD 0.00

SONY 電視電視

Description

SONY全系列 電視

Price TWD 0.00

象印電子鍋象印電子鍋

Description

象印全系列小家電

Price TWD 0.00

大金商用變頻空調大金商用變頻空調

Description

大金空調全系列

Price TWD 0.00

夏普水波爐夏普水波爐

Description

夏普水波爐及夏普全系列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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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冷氣空調控制器冷氣空調控制器

Description

日立 冷氣空調控制器

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FUZZY除除溼溼機機

Description

日立 FUZZY除溼機
一機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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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WD 0.00

日立日立 水冷式冰水機水冷式冰水機

Description

日立 水冷式冰水機
世界專利-渦卷式壓縮機

電話 02-29345111
E-Mail esing1978@hotmail.com.tw

文山區電器文山區電器-盈成興業有限公司盈成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文山區, 羅斯福路, 五段, 2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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