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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快速入門指南”、“操作指南”（為 PDF 檔案）和 CONNECT Player
說明（可由 CONNECT Player 軟體中取得）中，找到有關本隨身聽的使用說明。
– 快速入門指南：說明隨身聽的基本操作，包括匯入、傳輸和播放音樂曲目。
– 操作指南: 說明隨身聽的進階功能，以及故障排除的相關資訊。
– CONNECT Player 說明：說明使用 COONECT Player 軟體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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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任何有關本產品的疑問或問題，請造訪以下的網站。
美國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com/walkmansupport/
加拿大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ca/ElectronicsSupport/
歐洲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digital-link.com/DNA/
中國地區的顧客:http://service.sony.com.cn/KB/
台灣地區的顧客:http://www.twsupport.css.ap.sony.com/
韓國地區的顧客:http://scs.sony.co.kr/walkman/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顧客:http://www.css.ap.so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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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 Player 和 CONNECT Player 標誌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OpenMG, ATRAC, ATRAC3, ATRAC3plus 及其標誌均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

警告
為減少火災或觸電的危險，請勿將本裝置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中。

• “WALKMAN”是 Sony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代表立體聲耳機產品。

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

請勿將本系统安装在書櫥或壁櫥等狭窄封閉處。
為減少火災的危險，請勿使報紙、桌布、窗簾等物品蓋住本裝置的通風口。也請勿將點燃的蠟
燭放置在本裝置上。
為減少火災或觸電的危險，請勿將花瓶等盛滿液體的物品放置在本裝置上。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NT 及 Windows Medi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

使用者注意事項

• MPEG Layer-3 音頻編碼技術和專利由 Fraunhofer IIS 和 Thomson 授權。

• 錄製的音樂僅限個人使用。在此限制之外使用這些音樂需獲得版權所有者的允許。
• Sony 對因隨身聽或電腦出現問題而導致的錄製/下載不全或資料損壞不承擔責任。
• 視文字和字元的類型而定，隨身聽上顯示的文字可能無法在設備上正確顯示。這是由

於：
– 所連接的播放器的容量。
– 播放器工作不正常。
– 曲目的 ID3 TAG 資訊是以播放器不支援的語言或字元寫入的。

僅適用於台灣

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Adobe Reader 為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商標。
• CD and music-related data from Gracenote, Inc., copyright © 2000-2004

Gracenote.
Gracenote CDDB® Client Software, copyright 2000-2004 Gracenote. This
product and service may practic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U.S. Patents:
#5,987,525; #6,061,680; #6,154,773, #6,161,132, #6,230,192, #6,230,207,
#6,240,459, #6,330,593, and other patents issued or pending. Services
supplied and/or device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for following Open Globe,
Inc. Untied States Patent 6,304,523. Gracenote and CDDB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Gracenote. The Gracenote logo and logotype, and the “Powered
by Gracenot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Gracenote.
• 所有其他商標與註冊商標是其相關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在本手冊中，未標明

TM

與 ® 標誌。

程式版權所有 ©2005 Sony Corporation
文件版權所有 ©2005 Sony Corporation
廢電池請回收

關於音訊資料
本隨身聽預裝了音訊資料樣本，因此您可以立刻進行試聼。預裝的音訊資料樣本僅供購買時試
聼，無法傳送到電腦。若要刪除此音訊資料，請使用 CONNECT Player 將其刪除。
視您所在的地區而定，隨身聽上可能未預裝音訊資料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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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 NW-A1000系列/A3000系列。
若要開始使用本隨身聽，請先用 CONNECT Player 軟體將音樂曲目匯入您的電腦，
然後再將該音樂曲目傳輸至隨身聽。
傳輸音樂曲目至隨身聽後，您便可以隨時隨地的享受音樂。

準備操作

匯入音樂

傳輸音樂

播放音樂

(請參閱第 8 頁)

(請參閱第 12 頁)

(請參閱第 14 頁)

(請參閱第 16 頁)

您可以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將隨身聽連接至您的電腦以進行充電。
更多有關充電時間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操作指南（PDF 檔案）。
∗ 當您不在電腦旁時，您也可以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和 AC 變壓器為電池充電。使用
該連接方式比使用 USB 連接至電腦，更能夠快速地進行充電。要獲得更多詳細資
訊，請參閱隨附 CD-ROM 上 PDF 檔案的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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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操作

隨附項目

安裝 CONNECT Player

請檢查下列項目。隨身聽已安裝內建電池。
 耳機 (1)

 USB 纜線 (1)

 耳機延長線 (1)
 AC 變壓器 (1)
 CD-ROM∗ (1)
– CONNECT Player 軟體
– 操作指南 (PDF 檔案)
∗ 請勿嘗試在音訊 CD 隨身聽上播放
此 CD-ROM。

 快速入門指南 (本手冊) (1)

使用具有管理員權限的帳號登入，並將您的電腦連接至網際網路，然後再將隨附的
CD-ROM 插入您電腦的 CD 光碟機裡。設定程式會自動開始執行，然後顯示主功能
表。
 提示
• 開始進行安裝之前，請確定您的電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因為安裝程式將會自動下載並

安裝所有可得的 CONNECT Player更新。
• CONNECT Player 軟體包含了自動更新功能，可從網際網路上下載 CONNECT Player 的

最新更新，以確保您一直都能擁有最新的功能。更多有關最新更新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顧客支援網站（ 第 11 頁）。

若要安裝 CONNECT Player
 AC 電線 (1)

將您的電腦連接至網際網路，然後按一下“安裝 CONNECT Player”，依照畫面上的
指示進行操作。請特別注意畫面上出現的注意和指示。
根據您電腦的設定而異，一般的安裝時間為 20 到 30 分鐘。安裝完畢時，若出現
指示，請依照畫面上的指示重新啓動您的電腦。
如果在安裝期間發生任何問題，請參閱“如果安裝不成功 - Q&A”（ 第 10
頁）。

若要安裝操作指南（PDF檔案）
按一下“安裝硬碟操作指南 (PDF)”，然後依照畫面上的指示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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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電源輸出線上的一個鐡芯係抑制 EMC 電磁波干擾用，請勿任意移除。
• USB 信號線上的一個鐡芯係抑制 EMC 電磁波干擾用，請勿任意移除。
• 將 AC 變壓器連接至可方便操作的 AC 電源插座。如果您注意到 AC 變壓器出現異常現
象，請立即從 AC 電源插座中加以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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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操作 (續上頁)

如果安裝不成功 - Q&A
Q1 您的電腦規格是否符合系統要求?
A1 按一下 CONNECT Player 主功能表視窗上的“CONNECT Player 讀我檔案”，並檢查安裝
所需的系統要求。
Q2 您是否是以“Administrator”的身份登入，並在開始安裝前將所有執行中的軟體程式

關閉？
A2 以“Administrator”的身份登入。
關閉所有執行中的軟體程式，包括防毒保護軟體等背景程式。
Q3 您是否已停用所有安裝在您電腦上的防毒保護軟體？
A3 停用所有的防毒保護軟體，因為該類軟體通常需要使用電腦的大量資源。
Q4 您電腦上可使用的硬碟空間是否足夠？
A4 電腦硬碟上至少要有 200 MB 的可用空間。若無，請刪除您電腦上不必要的檔案以釋放
更多空間。

若此處所列出的解決方法仍無法解決您的問題：
請造訪以下網站：
美國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com/walkmansupport/
加拿大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ca/ElectronicsSupport/
歐洲地區的顧客:http://www.sonydigital-link.com/DNA/
中國地區的顧客:http://service.sony.com.cn/KB/
台灣地區的顧客:http://www.twsupport.css.ap.sony.com/
韓國地區的顧客:http://scs.sony.co.kr/walkman/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顧客:http://www.css.ap.sony.com/
若問題持續存在：
請就近與 Sony 經銷商聯絡。
 提示
• 更多有關 CONNECT Player 和下載軟體更新的詳細資訊，請造訪上列的網站之一。

Q5 設定程式無法自動開始執行。
A5 當您插入 CD-ROM 時，若設定程式無法自動開始執行，按一下 Windows 工具列上的“開
始”、再按一下“我的電腦”，然後雙擊光碟機圖示以啓動程式。
Q6 安裝視窗中的進度狀態列是否正在移動，CD 磁碟機的存取燈是否正在閃爍？
A6 進度狀態列移動中且指示燈閃爍時，表示安裝正在進行中。請稍候直到安裝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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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音樂

匯入 CD 的音訊曲目至 CONNECT Player。

1
2
3
4

雙擊桌面上的“CONNECT Player”。
啓動 CONNECT Player 程式。

將音訊 CD 放入電腦的 CD 磁碟機中。
若您的電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則 CONNECT Player 可擷取有關 CD 的資訊，
例如曲目標題和演出者姓名。

在畫面左上方的瀏覽視窗內按一下“Audio CD”。
視窗的右方會出現 CD 上的音訊曲目清單。

按一下畫面上方的 CD 擷取按鈕。
CONNECT Player 會開始匯入 CD 上的音訊曲目。

 提示
• CONNECT Player 同時也提供以下的其他功能。要獲得詳細內容，請參閱 CONNECT

Player 說明。
– 匯入從網際網路上下載的音訊檔案以及儲存在您電腦上的音訊檔案，例如 MP3 或
ATRAC 格式的音訊檔案
– 只从 CD 中匯入所選取的音訊檔案
– 匯入儲存在 SonicStage 軟體裡的音訊檔案
– 變更音訊曲目的音訊檔案格式和位元速率

註
• 隨身聽上的部分功能需視由網際網路上所擷取到的資訊而定。若您一次就匯入許多曲目

至 CONNECT Player，則可能會花上數分鐘來擷取相關的曲目資訊。匯入非常多的曲目
時，請在匯入完畢後先等待數分鐘以便讓 CONNECT Player 執行，然後再傳輸曲目至隨
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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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音樂

傳輸 CONNECT Player 的音訊曲目至隨身聽。

雙擊桌面上的“CONNECT Player”。
啓動 CONNECT Player 程式。

使用隨附的 USB 纜線，將隨身聽連接至您的電腦。
將隨身聽第一次連接至 CONNECT Player 時，會顯示傳輸模式選擇視窗。選擇
合適的傳輸模式，然後按一下“確定”。
曲目傳送結束後，隨身聽顯示幕上的“請勿中斷連接”的訊息會消失。在此訊
息消失之前，請勿中斷 USB 纜線與隨身聽的連接。

註

USB 纜線
(隨附)

• 傳輸曲目之前或第一次使用隨身聽之前，請先將電池完全充電。
• 資料傳輸時，請勿拔除 USB 纜線。
• 隨身聽透過 USB 纜線連接至電腦時，若系統進入中止、睡眠或休眠的省電模式，則隨
身聽的電池將會開始放電。
• 請勿讓隨身聽與未連接至 AC 變壓器的筆記型電腦連接過久，因為隨身聽可能會消耗電
腦電池的電量。

如何移除 USB 纜線

 按住兩側的按鈕，然後再  將
USB 纜線拉出。
請勿從隨身聽上強拉下纜線。
因為這樣做可能會損壞隨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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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提示
• CONNECT Player 同時也提供以下的其他功能。要獲得詳細內容，請參閱 CONNECT
Player 說明。
– 只傳輸所選取的音訊檔案
– 建立並傳輸可分類您最愛曲目的播放清單
• 透過 USB 纜線將隨身聽連接至電腦時，隨身聽的電池會開始進行充電，且 USB 纜線上
的指示燈會亮起。充電完畢時，指示燈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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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基本操作 - 零件和控制鈕
前視圖
 (耳機) 插孔

HOLD 按鈕

耳機延長線

LINK 按鈕

HOLD 按鈕

BACK 按鈕

當您按 HOLD 按鈕時，顯示“HOLD 開
啓”，無法操作隨身聽，且控制鈕已上
鎖。當您在 HOLD 功能開啓時按 HOLD
按鈕，顯示“HOLD 關閉”，且控制鈕再
次解鎖。隨身聽關閉時，HOLD 功能無法
設定爲開啓。

按下以移至上一層的清單畫面
( 第 18 頁) 或返回至前一個畫面。
按住 BACK 以顯示主功能表。

 (耳機) 插孔
耳機
OPTION 按鈕
BACK 按鈕
5 向按鈕 (////)

插入耳機或耳機延長線，直到您覺得已
經卡定入位為止。如果沒有將插頭牢固
地插上，音訊可能無法透過耳機正確地
傳遞。
耳機插孔也可用在 LINE OUT 連接使
用。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操作指南
（PDF 檔案）。

OPTION 按鈕
顯示選賢功能表。
若要關閉隨身聽，按住 OPTION 按鈕，
或選擇選項功能表的“關閉”，然後按
下 。

手帶穿孔（限NW-A1000系列）
您可以連接您選擇的薄手袋。使用鑷子
連接。

VOL +/- 開關
上下滑動以調整音量。

LINK 按鈕

多功能接頭

後視圖

依目前播放曲目演出者的類別，搜尋類
似的演出者曲目。

連接隨附的 USB 纜線。

手帶穿孔
(限NW-A1000系列)

5 向按鈕

重設隨身聽。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操
作指南 (PDF 檔案)。

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使用隨身聽控
制鈕”（ 第 18 頁）。

RESET 按鈕

VOL +/開關
多功能接頭
RESET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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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續上頁)

使用隨身聽控制鈕

正在播放畫面

清單畫面

書籤圖示

使用 5 向按鈕和 BACK 按鈕來瀏覽畫面、播放音
樂以及變更隨身聽設定。例如，在主功能表上選
擇“音樂資料庫”-“專輯”，則隨身聽的畫面會
改變如下。
5 向按鈕會根據隨身聽所顯示的畫面，來執行不同
的功能。清單畫面可讓您搜尋並選取曲目。正在播
放畫面可提供目前播放曲目的相關資訊
（ 第 19 頁）。

索引

 按鈕∗
/ 按鈕

清單

播放狀態

/ 按鈕

∗ 操作隨身聽時，請使用  按鈕上突起的點作為感
應參考。

 按鈕

 按鈕

開啓所選取的項目。
按住  以播放選取項目中的所有曲
目。

播放曲目時， 會顯示在隨身聽顯示幕
的左下角。播放中按下  時，會出現
 並暫停曲目。按下  繼續播放。您
只可以在正在播放畫面中使用本暫停和繼
續功能。

/ 按鈕
選擇 （音樂資料庫）並
按下 。
選擇“專輯”
並按下 。

上下移動游標。
按住以快速上下捲動。

/ 按鈕
變更畫面，或當顯示索引畫面時，左右移
動游標以顯示項目清單。

選擇您想要的專輯，
並按下 。
選擇您想要的曲目，
並按下 。
開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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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標題
演出者名稱
專輯標題
類別
✩評價

/ 按鈕
按下 / 以顯示游標，並在整個顯示的
項目間捲動。游標選取類別、專輯標題或
其他項目時，按下  以顯示符合目前
播放曲目類別的演出者或曲目清單。

/ 按鈕
按一下或重複按下以移至目前播放曲目前
一首或下一首曲目的起始處。
按住以快速向前或向後進行掃描。

19

播放音樂 (續上頁)

播放模式和設定
當您開啓/關閉或連接隨身聽至 CONNECT Player 時，顯示幕
上便會出現主功能表。
主功能表是播放音訊、搜尋曲目和變更設定的起點。
若要顯示隨身聽的首頁功能表，按住 BACK。
播放模式

可選擇播放模式。

首字母搜尋

依曲目的演出者姓名或專輯名稱的起始字母搜尋曲目。

智能隨機播放

多種隨機模式播放曲目。

最喜愛的100
首歌曲∗

播放已經播放次數最多的 100 首曲目。

音樂資料庫

依“類別”、“專輯”、“演出者”、“所有歌曲”或其他項
目瀏覽曲庫。

播放記錄∗

依過去的播放日期搜尋曲目。

設定

自訂音效、顯示幕和其他設定。

播放清單

播放已新增至播放清單（始用者建立的曲目清單）的曲目。

正在播放

顯示正在播放畫面。

∗ 初次使用隨身聽時無法使用本功能，因為該功能是基於隨身聽過去的使用記錄。在您播
放曲目並連接隨身聽至電腦上的 CONNECT Player 後，您便可以使用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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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獲得操作隨身聽進階功能的資訊
• 若要獲得有關隨身聽進階功能以及故障排除技術問題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操作指
南 (PDF 檔案)。若要瀏覽操作指南（PDF 檔案），按一下“開始”-“程式集”“CONNECT Player”-“NW-A1000 系列 NW-A3000 系列操作指南”。
• 若要瀏覽操作指南，您必須已安裝了 Adobe Reader 6.0.4 或更新版本，或者安
裝了 Adobe Reader 7.0.3 或更新版本。Adobe Reader 可從網際網路上免費下
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