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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您可以在此“快速入門指南”，“操作指南”（為 PDF 檔案）和 SonicStage 說明
（可由 Sonic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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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和播放樂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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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nicStage 說明：說明使用 SonicStage 軟體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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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nwwalkman.com
拉丁美洲顧客：http://www.sony-latin.com/pa/info/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顧客:http://www.css.ap.sony.com
購買海外機型的顧客：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 各部件和控制器

...............................16

收聽 FM 調諧器
（僅限 NW-E002F/E003F/E005F）...............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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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onicStage 軟體時也將安裝操作指南（PDF 檔案）。
按兩下桌面上的
（“NW-E000系列操作指南”），或按一下電腦上的 [開始]
－ [所有程式] － [SonicStage] － [NW-E000系列操作指南]。
• 您需要在電腦上安裝 Adobe Acrobat Reader 5.0 或以上，或 Adobe Reader 軟
體。
Adobe Reader 可從網際網路上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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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cStage 和 SonicStage 標誌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警告

• OpenMG, ATRAC, ATRAC3, ATRAC3plus 及其標誌均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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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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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注意事項
• 錄製的歌曲僅限個人使用。在此限制之外使用這些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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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歌曲的 ID3 TAG 資訊是以隨身聽不支援的語言或字元寫入的。

僅適用於台灣

• “WALKMAN”和“WALKMAN”標誌是 Sony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NT 及 Windows Medi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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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MPEG Layer-3 音頻編碼技術和專利由 Fraunhofer IIS 和 Thomson 授權。
IBM 與 PC/AT 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Macintosh 是 Apple Computer, Inc.的商標。
Pentium 是 Intel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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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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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Sony Corporation
文件版權所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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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刪除此音訊資料，請使用
SonicStage 將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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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感謝您購買 NW-E002F/E003F/E005F/E002/E003/E005產品。
必須在電腦中安裝附帶 CD-ROM 中的“SonicStage”軟體。
若要開始使用隨身聽，首先使用 SonicStage 軟體將樂曲匯入您的電腦，然後將這
些樂曲傳送至隨身聽。
將樂曲傳送至隨身聽之後，您即可隨時隨地欣賞這些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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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由將隨身聽連接至電腦，便可對隨身聽電池進行充電。
第一次使用隨身聽前，務必先充電。
關於充電時間的資訊，請參閱操作指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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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操作

隨附項目

安裝 SonicStage

請檢查下列項目。

按照以下説明安裝 SonicStage。
如果已經安裝了 SonicStage，則原先安裝的將被覆蓋。之前安裝的所有功能和音訊
資料都將在新的安裝中得到保護。

 耳機 (1)
 CD-ROM∗ (1)
– SonicStage 軟體
– 操作指南 (PDF 檔案)

 快速入門指南 (本手冊) (1)
* 請勿嘗試在音訊 CD 隨身聽上播
放此 CD-ROM。
電源
• 內建充電式鋰離子電池
• USB 電源（從電腦至隨身聽的USB連接器）
額定電壓
鋰離子電池：3.7 V
USB 電源：5 V
尺寸 (寬/高/深)
24.8 × 79.0 × 13.6 mm (寬/高/深，不包括突出部分)
質量
約 25 g
FM 頻率範圍 （僅限 NW-E002F/E003F/E005F）
87.5 至 108.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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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FM)
375 kHz

安裝前注意事項
• 切勿使用Windows Explorer格式化內建快閃記憶體。
• 使用隨身聽所需要的電腦系統環境。
電腦：預先安裝以下 Windows 作業系統的 IBM PC/AT 或相容電腦。

－ Windows 98 Second Edition
－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Service Pack 3 或更新版本）
－ Windows XP Home Edition/Windows XP Professional/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4/Windows XP Media
Center Edition 2005
可能無法保證 Windows 95，Windows 98 Gold Edition，Windows NT，Windows
2000 的其他版本（Server 版等等）。
－ CPU：Pentium III 450 MHz 或更高
－ RAM：128 MB 或更大
－ 硬碟：有效空間 200 MB 或更大（建議 1.5 GB 或更大）
視作業系統的版本而定，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間。儲存音樂資料需要額外的空間。
－ 顯示：
螢幕解析度：800 × 600 像素（或更高）（建議爲 1024 × 768 或更高）
色彩：最高（16 位元）（或更高）（色彩設定爲 256 色或更低時，
SonicStage 可能無法正確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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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操作

(續)

－ CD-ROM 光碟機（支援使用 WDM 的 Digital Music CD 播放功能）
若要建立原始 CD 或備份音訊 CD，將需要 CD-R/RW 光碟機。
－ 音效卡
－ USB 埠
• 使用 CD Data Base (CDDB)（CD 資料庫）需要連線網際網路。
• 若要使用 Electronic Music Distribution（EMD），則您需要進行網際網路連
線，並安裝 Internet Explorer 5.5 或更新的版本。
• 以下環境不支援本軟體：
－ 非以上提到得作業系統
－ 自行組裝的電腦或作業系統
－ 原始製造商安裝的作業系統的升級環境
－ 多系統環境
－ 多顯示器環境
－ Macintosh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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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電腦並啓動 Windows。
以管理員身份登入。

結束電腦上所有已經啓動的軟體程式。
必須結束任何防毒軟體，否則可能使 CPU 過度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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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onicStage 和操作指南（PDF）。
在主選單中按一下“安裝 SonicStage”，然後按照畫面説明進行操作。
視您的電腦而定，安裝可能需要20-30分鐘。安裝後如果出現重啓提示，則重
新啓動電腦。
顯示操作指南（PDF）的方法
安裝 SonicStage 軟體時也將安裝操作指南（PDF 檔案）。按兩下桌面上的
（“NW-E000系列操作指南”），或按一下電腦上的 [開始] － [所有程式]
－ [SonicStage] － [NW-E000系列操作指南]。

如果安裝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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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nwwalkman.com
拉丁美洲顧客：http://www.sony-latin.com/pa/info/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顧客：http://www.css.ap.sony.com
購買海外機型的顧客：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如果問題無法解決：
請向附近的 Sony 經銷商諮詢。

將附帶的 CD-ROM 插入電腦。
安裝精靈將會自動啓動，並出現主選單。

11

匯入音樂

使用 SonicStage 將音訊資料匯入電腦。
在此説明如何匯入 CD 中的曲目。

3
4

將指針放在畫面上方的 [音樂夾源] 上，然後按一下 [匯入 CD]。
顯示匯入畫面，並出現 CD 的歌曲清單。

按一下畫面右邊的

。

開始匯入音訊資料。

 提示
• SonicStage 還提供以下附加功能。詳細説明，請參閱 SonicStage 説明。

– 匯入從網際網路下載的音訊檔案和電腦中儲存的音訊檔案，如 MP3 或 ATRAC 格式的
音訊檔案。
– 僅匯入 CD 中選擇的音訊檔案。
– 變更音訊曲目的音訊格式和位元速率。

註
• 第一次在 CD 光碟機中使用 SonicStage 時，將執行 CD 光碟機確認。請按照畫面説明

進行操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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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桌面上的

圖示。

SonicStage 啓動。

插入要匯入到電腦硬碟的音訊 CD。
當與網際網路連接時，您可以獲得 CD 資訊（歌曲名稱或演出者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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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音樂

將隨身聽連接至電腦，並將音訊資料傳送到隨身聽。

3
4
5

將指針指向 [傳輸]，並從傳送目的地清單中選擇 [ATRAC Audio
Device]。
選擇您要傳送的音頻檔案或專輯。
按一下

開始傳送。

若要停止傳輸，按一下

。

註

隨身聽連接至電腦即對隨身聽電池進行充電。
當顯示幕上的剩餘電量指示顯示
時，充電即完成。
第一次使用隨身聽時，或是長時間使用隨身聽後，請對電池完全充電，然後再將資
料傳送到隨身聽。
關於充電時間的資訊，請參閱操作指南（PDF）。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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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桌面上的

圖示。

SonicStage 啓動。

• 在資料傳送過程中，切勿斷開隨身聽與電腦的連接。
• 隨身聽與電腦相連接時，若系統進入中止，睡眠或休眠的省電模式，則隨身聽將進行放
電。
• 請勿讓隨身聽與未連接至AC電源的筆記型電腦連接過久，因爲隨身聽可能會消耗電腦電
池的電量。

 提示
• SonicStage 同時還提供以下額外功能。詳細説明，請參閱 SonicStage 説明。
– 僅傳送所選擇的音訊檔案。
– 創建並傳送播放清單，將您喜愛的歌曲組成一個清單即爲播放清單。
• 斷開隨身聽與電腦的連接後再重新蓋上 USB 蓋。

將隨身聽的 USB 連接器連接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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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基本操作 - 各部件和控制器



前視圖
A

B
耳機

HOME

C

D E

/HOME（資料夾/HOME）鈕

當音訊隨身聽正在播放或處於停止模式
時按此按鈕，便能在歌曲/資料夾控制模
式之間進行切換。在歌曲控制模式中，
隨身聽將跳至歌曲的開頭。在資料夾控
制模式中，隨身聽將跳至專輯/演出者的
開頭。按住此按鈕以顯示 HOME 畫面。
* 在 FM 調諧器畫面中（僅限 NWE002F/E003F/E005F），您可以在手動/
預設調諧模式之間進行切換。

 顯示幕
 / 鈕
選擇一個歌曲，專輯，演出者或選單項
目。您也可以依照以下方法跳至歌曲/專
輯/演出者的開頭，快速倒轉或快速前
轉。
• 按 () 鈕：跳到目前（或下一
個）歌曲/專輯/演出者的開頭。
• 在播放時按住 () 鈕，並在想
要的位置鬆開：快速倒轉（或快速前
轉）目前（或下一個）歌曲。

16

• 處於停止模式時按住 () 鈕：
跳至目前（或下一個）歌曲/專輯/演
出者的開頭，如果按住更長時間，則
將繼續跳至上一個（或下一個）歌曲/
專輯/演出者。

有關顯示幕和圖示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第 19 頁。

  鈕
開始播放歌曲。開始播放時， 會出
現在顯示幕的左上角，如果再按一次
 鈕，則出現  並停止播放。
顯示幕上出現選單時，使用此按鈕確認
所選的選單項目。
按  鈕時，只在隨身聽剛購買後或
與電腦斷開連接後，才會從隨身聽上第
一首歌開始播放。

 耳機插孔
用來連接耳機。
連接到位直至發出喀嗒聲。
如果未正確連接耳機，則耳機可能無法
正常發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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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續)

後視圖

F

顯示幕

G

K

L

M

HOLD

 HOLD 開關

I

J

USB 連接器

 掛繩孔
用於連接掛繩。

 USB 蓋
取下 USB 蓋，然後將 USB 連接器直接連
接至電腦的 USB 埠。

 RESET 鈕
重置播放器。
詳細說明，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VOL +/- 鈕
調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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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F

N

取下 USB 蓋
如下圖所示取下 USB 蓋。
me
/Ho

您可在攜帶隨身聽時應用 HOLD 功能保護
機器，以防意外操作。
將 HOLD 開關推至 HOLD 位置，所有操作
按鈕都將無效。如果您在 HOLD 功能啓動
狀態下按按鈕，則顯示幕上會出現目前
時間，“HOLD”和
(剩餘電量指
示)。如果將 HOLD 開關推到反方向，則
HOLD 功能將被解除。

VOL

RESET

H

Song1

O

 分類狀態指示（Sort）/圖示

 播放模式指示（Play Mode）

出現目前的歌曲順序（ （演出者順
序）， （專輯順序）或
（按演出者
順序的專輯））和 。
在歌曲控制模式中，此處顯示分類狀態
圖示， 顯示在右邊。在資料夾控制模
式中，此處顯示 ，分類狀態圖示顯示
在右邊。

顯示目前播放模式圖示。如果播放模式
設定爲“Normal”，則不出現圖示。

 文字/影像資訊顯示
顯示專輯標題，演出者姓名，歌曲名
稱，目前的日期和時間，訊息以及選
單。
若要切換顯示模式，則進入 “Display
Mode”選單。當您有一段時間不操作機
器時，請切換顯示幕至省電模式。

 播放狀態指示
顯示目前播放模式（：播放，：停
止,  ()：快速倒轉（或快速向
前），  ()：跳至目前（或下一
首）歌曲的開頭）。

 剩餘電量指示
顯示剩餘的電池電力。
 提示
• 關於 FM 調諧器顯示的資訊（僅限 NWE002F/E003F/E005F），請參閱操作指南
（PDF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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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 FM 調諧器（僅限 NW-E002F/E003F/E005F）

/ 鈕
/HOME 鈕

HOME

1
2
3

 鈕

按住

/HOME 鈕，直至出現 HOME 畫面。

按 / 鈕選擇

 提示
在預設調諧中，如果您未輸入預設電台，則無法選擇廣播電台。通過選擇設定選單中
的“FM Auto Preset”，在您的地區自動預設可接收的廣播電台。在您第一次使用 FM
調諧器或到新的地區時，自動預設廣播電台很方便。
 按住 /HOME 鈕，直至出現 HOME 畫面。
 按 / 鈕選擇
(MENU)，然後按  鈕進行確認。
 按 / 鈕選擇“FM Auto Preset>”，然後按  鈕進行確認。
 按 / 鈕選擇“Ok”，然後按  鈕進行確認。
有關預設調諧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操作指南（PDF 檔案）。

(FM)，然後按  鈕進行確認。

顯示 FM 調諧器畫面。

選擇廣播電台。
手動調諧
 按 /HOME 鈕。
 籍由按  () 鈕選擇上一個（或下一個）頻率。

預設調諧
（請參閱“ 提示”）
 按 /HOME 鈕。
 籍由按  () 鈕選擇上一個（或下一個）預設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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