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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D566HV機 種 名

正確的使用將幫助您更省電

另附保證書

在此誠摯地感謝您購買本公司電冰箱。

˙請於使用前詳細參閱本說明書，正確、安全使用並妥善保存。

˙為確保您的權益，務必請經銷商於保證書上記入購買日期，經銷商名稱等。

能源效率

第 1  級 (家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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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給使用者和他人造成意外的危害和財產的損壞，請務必遵守下述事項。

■對於無視表示內容而採取了錯誤的使用方法所可能會造成的危害及損壞程度，將以下列標誌進
行區分和說明：

■對於須遵守的內容種類，將以下列圖形符號來區分和說明（下列僅為圖形符號的舉例而已）：

此類圖形符號的意思指：不能進行的“禁止”。

此類圖形符號的意思指：必須實行的“強制”。

此標誌的意思指“有造成死亡或重傷等的可能”。

此標誌的意思指“有造成負傷或商品周圍財產損害的可能”。

安全注意事項 請務必遵守

請單獨使用交流110V，額定15A以
上的插座，以免發生火災、觸電的危
險。 以免產生火花而引起爆炸的危險。以免發生火災的危險。

請勿使用１１０Ｖ以外的插座 禁止使用多頭插座或延長線 天然氣、瓦斯漏氣時，請勿
將插頭拔除，並開窗保持通
風

異常或故障時，請立即停止使用電冰箱，並拔掉
電源插頭。（否則可能發生冒煙、起火、觸電）

˙若在異常狀態下繼續運轉，會因發熱等情形，造成火災及觸
電的發生。

異常、故障範例﹕
　　☉電源電線、插頭異常發熱	 　☉	發出焦味
　　☉電源電線上有嚴重傷痕或變形 　☉	會引起麻麻的觸電感

˙請速與Panasonic服務站或Panasonic經銷商洽詢。
˙電源線損壞時，需由Panasonic服務站人員更換以避免危險。

緊急處理方法

特別是冰箱背部下方機械室內，以免造成短路或觸
電甚至火災或其他危險。

請勿將水潑入冰箱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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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Pana
sonic

警告﹕• �請勿自行將冰箱分解、修理或改造。（否則可能發生觸電、起火、爆炸。）
• 由於使用可燃性冷媒，因此當冷卻迴路（配管）、電源線受損時，請先開窗通風後，再洽詢

Panasonic 服務站。（否則可能發生起火、爆炸。）
• 冰箱放置之場所需保持通風良好。
• 不得任意使用機械工具或其他工具來加速除霜的過程。
• 不得破壞冷媒迴路。（備考﹕本警告僅適用於使用者能觸及冷媒迴路的器具。）
• 除了所建議的器具外，不得在食物儲藏箱內使用其他的器具。
• 電冰箱移動時，請務必拔掉電源插頭，移置定位後再接上電源。
• 若電冰箱損壞時，必須洽詢 Panasonic 製造商或 Panasonic 服務站人員進行更換，以避免危險。
• 清洗冰箱時，請把電源插頭拔掉，以免觸電發生危險。
• 冰箱在搬運時，避免高空吊掛作業，以免冰箱或零組件掉落發生危險。
• 冰箱背面跟牆壁需預留電源插頭的空間，不可壓傷電源插頭。
• 冰箱背面的蓋子絕對不可以私自打開。
• 冰箱使用時，不可有水附著於實體和庫內。

冰箱頂面勿放置物品及有水
的容器

請勿觸碰壓縮機及銅管沾濕之手請勿碰觸冷凍室之
食品及容器

壓縮機及銅管處為高溫部位，請勿觸
碰，避免高溫燙傷。

冰箱使用時，手部若觸摸內部恐有被
凍傷之可能，特別是碰觸冷凍室內之
金屬部品。

冰箱門開啟時，請勿將手伸入夾縫
中，以免手指夾傷。

請勿將手伸入夾縫中

有揮發性之物品如汽油、酒精、甲苯
接著劑等有著火爆炸之危險，請勿放
入庫內。

揮發性物品禁止存放

此為家庭用冰箱，須精密溫度控制管
理之物品請勿放入。

請勿保存藥品

請勿攀立於冰箱箱門上，以免冰箱傾
倒或庫內食品掉落發生危險，尤其是
小孩，請特別注意。

請勿攀吊於冰箱門上

冰箱運轉時會產生震動而導致冰箱頂
面物品掉落，避免水灑入有電的零部
件使絕緣損壞，成為火災和觸電的原
因。

電源線避免壓傷或觸及高溫
部

不做有損壞電源插頭和電線的事，避
免電源線損傷易造成漏電及發生火
災。

在濕氣高的場所使用時，請利用冰箱
後方所附的專用接地線確實實施接地
或安裝漏電斷路器。
＜請連絡您購買的經銷商進行安裝＞
※注意﹕不可接於自來水管、瓦斯

管、電話線、避雷針。

為了防止萬一發生觸電，建
議實施接地

Panasonic

專用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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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說明

˙共分三段﹕強、中、弱

冷凍室溫度設定

˙啟動∕取消

急速冷凍功能設定

急速脫臭功能設定

˙啟動∕取消

急速脫臭功能顯示燈

※操作鍵功能說明

ECO NAVI功能顯示燈

冷凍室溫度設定顯示燈

照度感測器

※�當冷藏室門未關好或已開啟時，則操作鍵功能無法動作，待門關閉約
１秒後，即可恢復正常操作。

請注意

※關於 ECO NAVI

「ECO NAVI」的功能是記錄電冰箱各時段的使用頻率，如記錄箱門開閉的次數多

寡、時間的長短及藉由照度感測器偵測到冰箱周圍的明暗度，來自動判定是否開

始 ECO NAVI，藉此調整冰箱運轉率，達到省電的效果。

˙當進入 ECO NAVI 模式時，顯示燈呈現亮燈﹔當離開此模式時，則呈現熄燈。
˙ 當燈開始亮5分鐘後，燈的亮度會因省電關係減弱為一般亮度，且持續亮著，直到離開此模

式為止。
˙ 請特別注意要使用 ECO NAVI 模式，需將冷凍室的溫度設定在“中”，才可進入ECO NAVI 模
式。

急速冷凍功能顯示燈

冷凍室溫度設定顯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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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說明

˙聰明省電，壓縮機啟動次數少，電流低頻啟動，減少衝擊電流所造成的消耗，較傳統式冰箱
更加省電。

˙恆溫保鮮，冰箱內溫差變化頻率次數少，延長食物保鮮時間。
˙壓縮機低頻啟動，較於傳統式冰箱更加靜音。

※關於變頻式機能

◎ 將食品放置於冷凍室急凍板上，急速冷凍機能約以-30℃冷氣快速冷凍，使食物原味瞬間封
鎖，避免流失，保持新鮮。

※關於急速冷凍

˙急速冷凍鍵按壓時，壓縮機運轉約�.5小時自動終了。
※急速冷凍顯示燈亮紅燈，請聯絡Panasonic服務站或Panasonic經銷商作維修

（但箱門打開超過一分鐘，急速冷凍燈會持續亮起，門關閉後紅燈即會熄滅）
如果急速冷凍顯示燈閃爍時，詳細內容請參考 13 頁說明

急速
冷凍

本機種電冰箱的構造，是以內藏的冷卻器將空氣冷卻，以風扇使冷氣循環，因此冷凍室、冷藏
室不會結霜，而內藏冷卻器上所附之霜，以微電腦處理器控制除霜電熱管自動除霜。

※關於自動除霜

光Ag+ Filter﹕與銀離子化學結合後之濾網（Filter），當UV光照射其表面時，因化學反應產生

可強力分解細菌能力氫氧基（Hydroxide）透過冷凍室強力風扇循環裝置，可加速消除冰箱

內部的細菌，永保乾淨空氣。（此裝置永久不需要更換）。（SGS報告編號﹕RF/2008/80488、
RF/2008/81503）。

※關於光 Ag+ Filter

※關於bio脫臭 強力脫臭之循環裝置

bio脫臭酵素

本機種有新 bio 脫臭酵素機能，以及強力脫臭之循環裝置，bio 脫

臭酵素零件放置於冷藏室右下方回風口。

◎ bio 脫臭酵素可長久保持活性，有效分解附著於冰箱空間中的

臭氣分子，達到永久脫臭功能。（此裝置永久不需要更換）

◎ 強力脫臭之循環裝置，可加速使冰箱內部異味通過 bio 脫臭酵

素，並使新鮮空氣分佈於庫內，永保新鮮好空氣。

註﹕本裝置只對已飄移的氣味進行分解，對食品本身的味道不會產生影響。

如果急速脫臭顯示燈閃爍時，詳細內容請參考13頁說明。

˙ 急速脫臭鍵按壓時，脫臭機能啟動，持續約3分鐘後

自動停止。

◎當急速脫臭啟動時，加速脫臭速度。

※急速冷凍機能與急速脫臭機能同時啟動時，以急速

冷凍機能優先進行。

急速
脫臭



NR-D566HV_AK-151800_5校 _1004

豆腐

布丁

果凍



NR-D566HV_AK-151800_6校 _1004

– 10 –

使用要領

圖二

˙冷凍室溫度調節，每押一次「冷凍
鍵」冷凍室溫度可由…→中→強→弱
→中…循環方式進行調節，並由面板
之顯示燈顯示調節狀態。

冷凍室溫度調節要領

※停電後或再通電時
　冷凍室溫度調節設定會記憶前一次設定的狀態，急速脫臭與急速冷凍機能須重新

設定。
　例如：停電或再通電之前設定為“強”，停電或再通電之後顯示燈自動顯示於“強”，

急速脫臭機能：機能停止；急速冷凍機能﹕機能停止。

※下記為正常現象
˙製好的冰塊若長期未食用，會因冷凍室之除濕效

果及冰塊昇華作用而造成冰塊縮小或消失。

˙將製冰架裝水到水位線，然後放入冷凍室
左上方之製冰區即可。

˙為使冰塊取出容易，裝水時請勿超過製冰
盒水位線。

˙如下圖一所示用雙手輕輕扭轉，冰塊就能
自行脫落。

注意﹕欲扭轉離冰前，請將冷凍室冷凍棚向
內推回至定位（如圖二），以確保旋轉
取冰時，冰塊會掉落入活動棚內之儲
冰盒。

圖一

製冰的方法 取冰的方法

旋鈕位置 使　用　時　機

強 食品較多時

中 通常

弱 食品較少時（弱冷也可製冰）

冷凍室微調模式
如果要精確的進行電冰箱溫度控制，可以利用冷凍室微調模式，操作說明如下：
˙冷凍室的溫度設定原本為“弱”、“中”、“強”，利用微調模式可設定成 9 級。
　將冷凍室設定溫度設定為“弱”。
　�按住“冷凍室溫度設定按鍵”，此時燈號切換至“中”。（10 秒鐘後會聽見「嗶」的一聲）
　按“冷凍室溫度設定按鍵”進行溫度設定。→返回時再次進行步驟即可。
※注意

1. 如停電或拔出電源插頭時，溫度設定將恢復為三階段內“弱”、“中”、“強”的“中”。
2. 進入微調模式，可降低電冰箱之耗電量，但若電冰箱置於高濕的環境下，可能使旋轉活

動板（參看第9頁相關圖樣）表面有些許水珠產生，此為正常現象，請安心使用，若要排
除，請恢復為一般模式下使用。

請注意

˙當冷藏室溫度調節旋鈕置於「中」時，自動溫度調節裝置即能保持庫內適溫，如果要改變
庫內溫度時，請依下述方法調整溫度調節旋鈕。

˙冷藏室溫度過冷時，請調整至較弱之旋鈕位置。
˙冷藏室不需要太冷時，請將冷藏室溫度旋鈕（在冷藏室內正後方）適當往弱方向調整，仍

覺太強時可以調整冷凍室的溫度於“弱”。
˙冷藏室需要更冷時，請將冷藏室溫度旋鈕適當往強方向調整，如仍覺不足時，冷凍室溫度

調節於“強”。

冷藏室調節法

2

3

6

5

冷藏室溫度調節要領

旋鈕位置 使　　用　　時　　機

強 食品很多時或庫內要更冷時

5˙� 食品較多時或庫內要更冷時

中 通常

�˙� 食品較少時或庫內過冷時

弱 食品很少時或庫內過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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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要領

蔬果室及冷凍室

˙前端稍微往上傾斜即可拉出。 ˙ 首先請將蔬果保鮮室門拉至定位，再握住蔬
果保鮮容器/冷凍保鮮容器兩側，前端稍微往
上傾斜即可取出。

※蔬果室活動棚/冷凍室活動棚 ※蔬果保鮮容器/冷凍保鮮容器蔬
果
及
冷
凍
室
內
容
器
取
出
方
法

註﹕蔬果保鮮容器/冷凍保鮮容器組要裝回箱門時～
(1) 將保鮮容器放入箱門內面兩側之滑軌連桿上。
(2) 將保鮮容器兩側之凸緣（A部），

下壓於滑軌連桿溝槽內（B部）定位之。
蔬果保鮮容器

（冷凍保鮮容器）

蔬果室活動棚
（冷凍室活動棚）

請注意
※蔬果保鮮容器/冷凍保鮮容器須確實裝入滑軌

連桿溝槽內，以免造成門無法關閉或不滑順。
B部

A部滑軌導桿

蔬果保鮮容器
（冷凍保鮮容器）

省電的方法
※熱的食物請放置到接近室溫

後再置入。

※冷凍室及冷藏室請調整適當
溫度，不要有過冷現象。

※使用後，門請確實關閉。

※門開啟後，儘速取放食品並
關閉之。

1. 本商品為一般家用電冰箱，主要做為食品、食材等之保存保鮮用。其它非食品、食材，例如藥品、化
學劑、化妝品等請勿放置，以免誤食或因為非專業保存用造成損害。

2. 使用前請詳閱說明書，正確地操作及使用並且定期保養及點檢，若有異常或故障時請即刻使用終止並
通知本公司服務人員前往處理。

3. 本冰箱為一般家用電冰箱使用設計，並已取得經濟部商品檢驗局之驗證登錄認可，請做為一般家用電
冰箱使用。

※若使用於商業用途，所造成之保存、保鮮問題，並非本冰箱之不良，請做為一般家用電冰箱使用即可
恢復正常。

4. 冰箱之箱門請勿自行拆卸，避免不當拆裝導致滑軌損壞及箱門氣密不良，冒汗、歪斜等不良情形。
5. 冷藏室LED燈或光Ag+除菌LED燈不亮時，請立即向Panasonic服務站請求檢查更換，嚴禁自行拆除燈

蓋，更換LED燈。
6. 拔掉電源插頭時，不可以只拉電線，一定要握住電源插頭抽出。
7. 請勿在冰箱附近使用可燃性噴霧器。
8. 要丟棄時，請拆下冰箱門磁條，以免幼兒進入玩耍，發生意外。

特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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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下列問題時

遇到的問題 對　　應　　作　　法

◎ 當冷藏室及冷凍室門皆為關閉狀態時，急速冷凍顯示
燈亮紅燈，請聯絡Panasonic服務站或Panasonic經銷
商作維修。

急速冷凍顯示

燈亮“紅燈”
急速冷凍

◎ 當操作面板七個顯示燈依序循環亮燈時，（ECO NAVI
→冷凍→強→中→弱→急速脫臭→急速冷凍→ECO
NAVI），表示在服務模式（即是功能偵測檢查），在

服務模式下，不會影響正常功能，請安心使用。

　 ˙解除方法﹕

　 　按押“急速冷凍”鍵 1 秒，即可恢復正常或靜待 7
分鐘後，自動恢復正常。

操作面板

七個顯示燈

依序亮燈

◎ 當冷藏室或冷凍室箱門打開時，超過下列時間時，為節電設計，會
有門開放警示聲音及下述顯示燈～

　 ˙門打開超過1分鐘，操作面板之蜂鳴器響起（嗶、嗶兩聲），且
急速冷凍顯示燈會呈現紅色，此為正常現象，門關閉時急速冷凍
顯示燈即會熄滅。

　 ˙門打開超過3分鐘，操作面板之蜂鳴器響起
（嗶、嗶、嗶、嗶四聲）。

　 ˙門打開超過5分鐘，操作面板之蜂鳴器響起
（嗶、嗶、嗶、嗶連續發出聲音）。

冷凍室箱門

冷藏室箱門

開放警示 急速冷凍

◎“急速脫臭”顯示燈“藍燈”閃爍，表示冰箱處於除霜中，如按押
“急速脫臭”鍵，急速脫臭機能須等待至除霜結束後，即可進入急
速脫臭機能。

◎“急速冷凍”顯示燈“藍燈”閃爍，表示冰箱處於除霜中，如按押
“急速冷凍”鍵，急速冷凍機能須等待至除霜結束後，即可進入急
速冷凍機能。

急速脫臭

急速冷凍

顯示燈

“藍燈”閃爍

箱門不易開啟
◎ 冰箱剛關門後，進入庫內的空氣遇冷、瞬間壓力較庫外低，若立即

再開門會有開啟不易的情形發生，此為正常現象。

長期不使用
的時候

◎ 拔除電源插頭，取出箱內的食品，把冰箱內擦拭乾淨拭去所有的水
份，並打開箱門使其乾燥。請勿讓孩童入內。

插頭拔下後
◎ 電源插頭拔下後，稍後10分鐘後，再插上以免壓縮機

負荷過大而不起 。

◎ 可能有下列其中一項情形出現﹕
　 ˙冷凍室微調模式時 ECO NAVI 不啟動。
　 ˙除霜時，ECO NAVI會先中斷此模式，除霜後，恢復正常。
　 ˙冷凍室的溫度，未設定在指定的“中”。
　 ˙冰箱門開閉太頻繁或放入較高溫的食物。
　 ˙在記錄過程中，使用頻率高的時間帶，ECO NAVI會自動解除。
　 ˙停電後，ECO NAVI記錄功能會再度重新記錄，直到正常模式。

ECO NAVI
不運轉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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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 對　　應　　作　　法

◎ 本機種採用節電式除濕管，冰箱之前面及周圍（右圖粗

線部份）溫度會稍高一些，此為正常現象。所謂節電除

濕管方式是將散熱管裝配於前面及周圍（內埋式），有

效利用所放出的熱防止前面及周圍結露珠，尤其是剛使

用時或夏季外氣氣溫較高時會有稍熱的感覺，此並非故

障也不會影響庫內之食品，請安心使用。

冰箱外殼
會發熱

◎ 箱門開閉的次數太多或含水量較高的食品放置冰箱內時，容易產生

水滴現象因此請把含水量較高的食品使用塑膠袋包裝或食品容器加

蓋，並儘量減少開門的次數。
箱內的水滴

◎ 冷藏室門急速關閉時，冷凍室門彈出再自動關上，此為正常現象，

反之亦同。

箱門彈開後�
自動關上

停電的時候
◎ 突然停電時請儘量減少箱門開閉的次數。

◎ 預先知道要停電時，請大量製造冰塊放在冷凍庫內。

◎ 有下列狀況時可能導致運轉提高：室內溫度高、食物存放量多、放

入熱的食品，故請勿堆積過多食品，勿將熱食物放入，保持通風良

好。
運轉率高

冰箱的聲音

◎ 壓縮機啟動，停止瞬間會產生起動電驛動作的「答」聲和壓縮機抵

抗慣性的「咚一」聲。

◎ 裝置有強制送風電風扇的冰箱，運轉時會有風扇馬達的「嗡一」聲

和空氣流動的「咻一」聲。

◎ 冷卻系統內流動的冷媒有時會發出水流聲。

◎ 開關門時，排水管內因除霜產生的霜水受空氣壓縮，會發出水流聲

或「水泡聲」。

◎ 冰箱除霜時，霜水滴落除霜電熱管上蓋時，會汽化發出聲音。

◎ 因冰箱內部零件材質與膨脹係數不同，受低溫影響後產生不同收縮

量，導致冰箱偶爾會發出類似「啪」聲。

◎ 抽屜式拉門在開關門時，會產生三段式滑軌構造之機械動作音。

以上聲音皆屬於正常現象，不影響冰箱的運轉及操作，請安心使用。

遇到下列問題時

◎ 長期下雨時或特別潮濕的地方，雖有防汗裝置多少會有

點冒汗或霧狀，這並非故障，待天氣好轉自會消失。

（保持空氣流通，可減少冒汗程度）
箱外冒汗

◎ 確認冷藏室箱門是否於開啟狀態，冰箱門開啟時，按鍵功能無法操

作為正常現象。

◎ 若確認箱門於關閉狀態且按鍵功能無法操作，可能為接觸不良或斷

線導致，此時請聯絡Panasonic服務站或Panasonic經銷商作維修。

按鍵功能

無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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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 請　確　認　下　述　內　容

完全不冷

˙是否停電

˙插座保險絲是否燒斷

˙電源插頭是否脫落

˙電壓是否太低

˙是否進入DEMO模式狀態

（若冷藏室門開啟時，LED燈會間斷性閃爍，可能進入DEMO模式，

請通知Panasonic經銷商或Panasonic服務站人員處理。）

故障排除

抽屜式拉門
不易閉合或
開門時有

「喀」的響聲

˙確認冰箱內部是否有異物

˙確認冰箱內之部品是否放至定位

˙若無上述情形，請將箱門完全開啟後再稍加施力將其關至定位即

可。

冷度不夠

˙冷凍室溫度調節旋鈕位置是否適當

˙冷藏室溫度調節旋鈕位置是否適當

˙冰箱內放置的食品是否過多

˙冰箱周圍是否通風良好

˙是否放置熱食品，且箱門開啟頻繁

˙是否冰箱直接受日光照射，或冰箱旁

有發熱器具（如瓦斯爐等）

˙冰箱內放置的食品是否阻塞到出風口

2

3

6

5

噪　　音

˙擺設地面是否結實

˙蒸發盤是否脫落

˙冰箱擺設是否平穩（冰箱下方設有

調整腳，可旋出至冰箱平穩）

˙庫內部品零件是否放至定位

蒸發盤

˙電源線或插頭組異常發燙（熱）

˙燒焦或發臭等異味

˙運轉時異常的振動或異音

˙碰觸製品時有漏電發麻之感覺時

˙按鍵按下後，功能無法動作

˙其他異常故障時

製品若有此症狀時，為防

止故障或事故之擴大，請

將製品電源關閉，插頭拔

開插座，並請就近聯絡服

務人員點檢或維修處置。

長期使用時，製品之點檢確認

製品是否有�

右列之症狀



(03 )9380004 85 (04)24720117 280
(03)8323841 153 (04)25266091 487
(089)323184 184 (04)7266511 208
(02)24292958 1 272 (049)2351291 1 300
(02)27457390 233 (05)6323428 214
(02)28850435 4 22 (05)2852710 70
(02)23091008 229 (06)6322970 1 339
(082)324963 231 (06)2228681 6
(02)82267500 57 (06)9273051 377
(02)22802579 37 (07)5559839 322
(03)3014782 629 (07)6262868 75
(03)5259817 152 (08)7352212 429
(037)267132 46

( )

( )

( )

當您的舊電冰箱要廢棄時，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1. 當購買新電冰箱時，汰換之舊電冰箱可委由經銷商運回處理。

�. 請洽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免費服務專線0�00-0�5-�1�（0�00－你幫我－清一清）

請勿自行隨意丟棄，以免造成環境污染，謝謝合作！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台松電器販賣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銷售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號
電話﹕（0�）����51�1
© �011 All Right Reserved

廢電器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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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向經銷商索取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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