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附配件
隨附配件請查看包裝內的配件。
 ⽿機（1）
 ⽿塞（S、L 尺⼨）*（1）
 USB 電纜（1）
 附件（1）
將隨⾝聽連接⾄選購的⽀架等時使⽤。

快速入門指南
 底座（1）

⾝聽。
 操作指南（PDF 檔案）：說明隨身聽的進階功能，以及故障排除的資訊。
 故障排除：說明隨身聽發生問題的症狀、原因與修正措施。
 注意事項：說明預防意外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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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額定電壓
鋰離子電池：3.7 V
USB 電源：5 V

* 有關更換⽿塞尺⼨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操
作指南（PDF 檔案）中的“隨附配件”。

背面

前⾯

對電池充電

尺寸（寬/高/深）
50.2 × 93.6 × 9.3 mm（寬/高/深，不
包括突出部分）

連接⾄ 

 BACK/HOME 鈕

 顯⽰幕

按此鈕上升⼀個清單畫⾯層級，或返回上
⼀個選單。按住 BACK/HOME 鈕顯⽰⾸⾴
選單。

 VOL +/- 鈕

 WM-PORT 插孔

約 58 g

使用此插孔連接隨附的 USB 電纜或選購
的週邊設備。
當隨身聽連接到正在運行的電腦時，會對
隨身聽的電池充電。

⼤約 3 ⼩時
充電中



 5 向鈕

按  鈕開始播放。用 /// 鈕選
擇項目後，按  鈕進行確認。
（播放/暫停/確認）鈕

充電完成

按住隨身聽的 BACK/HOME 鈕時出現首頁選單。首頁選單是播放音訊、搜尋歌曲、變更設
定等的開始位置。

顯示時鐘

智能隨機播放
首字母搜尋
相片資料庫

/ 鈕
/ 鈕

3-299-382-61 (1)

關於首頁選單

請確定作業系統為 Windows XP（Service
Pack 2 或更新版本）或 Windows Vista，
並確定您電腦所安裝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版本為 10 或 11。

質量
 CD-ROM（1）
 MP3 Conversion Tool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操作指南（PDF 檔案）
 快速⼊⾨ 指南（本手冊）（1）

 快速入門指南：說明設定⽅式，可讓您匯⼊歌曲、影⽚和相⽚到電腦，再將它們傳輸到隨

 內建充電式鋰離子電池
 USB 電源（從電腦至隨身聽的 USB 連接

各部件和控制器

 ⽿機插孔

NWZ-A726 / A728 / A729

關於本手冊

電源

將隨⾝聽連接⾄
電腦之前

影片資料庫
音樂資料庫
正在播放
播放清單

設定

 HOLD 開關
 OPTION/ PWR OFF 鈕
顯⽰選項選單。如果您按住 OPTION/
PWROFF 鈕，畫⾯將關閉，且隨⾝聽進⼊
待機模式。如果隨身聽處於待機模式一天
左右，隨身聽會自動完全關閉。

確認。

確認。

 掛繩孔
 RESET 鈕
以⼩別針等物品按下 RESET 鈕來重置隨
⾝聽。

 配件孔（類型 I)
⽤於連接隨附底座或選購配件。

返回上⼀個畫⾯。

返回上⼀個畫⾯。

按住 BACK/HOME 鈕
以前往⾸⾴選單。

安裝操作指南和軟體
您可以依照以下步驟，從隨附的 CD-ROM 安裝操作指南（PDF 檔案）和軟體。安裝時，
您必須以管理員的⾝分登⼊電腦。

1

將隨附的 CD-ROM 插入電腦。
安裝精靈將會自動啓動。按照畫⾯指⽰進⾏。

2

安裝選單出現在畫面上時，按一下畫面左方的項目進行安裝，然後按
一下畫面右下方的 [安裝] 鈕。
依照畫面上的指示進行安裝。
安裝操作指南（PDF 檔案）時，選擇 [

操作指南]。

關於隨附軟體

傳輸資料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您可以使用電腦的 Windows 檔案總管以拖放的方式直接傳輸資料。
您亦可使⽤隨附軟體來傳輸資料。

可傳輸的檔案：⾳樂（MP3, WMA）、相⽚（JPEG）
Windows Media Player 可以從 CD 匯⼊⾳ 訊資料，並將資料傳輸⾄隨⾝聽。
有關操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軟體說明或造訪以下的網站。
http://www.support.microsoft.com/

安全資訊
防止聽覺損害

可播放的資料等級有其規則。若要正確傳輸資料，請參閱以下說明。視電腦環境而定，
資料等級可能不同。

 提⽰
 某些已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的電腦可能有以拖放⽅式傳輸檔案的限
制（AAC、影⽚檔案等）。如果您從隨附 CD-ROM 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er
11，可以解決此問題，然後以拖放的⽅式重新傳輸。在電腦上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前，務必檢查軟體或服務是否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相符。

音樂

影片

相片

安裝完成後，桌面上出現
圖示。您可以按一下
圖示檢視操作指南。有關使⽤
或設定隨⾝聽功能的詳細內容，如有必要，請參閱操作指南（PDF 檔案）。
註
 若要檢視操作指南，您需要在電腦上安裝 Adobe Reader 5.0 或以上版本，或是 Adobe
Reader 軟體。Adobe Reader 可從網際網路上免費下載。

可傳輸的檔案：⾳樂（MP3、WMA/AAC*1、WAV）、相⽚（JPEG）、影⽚（MPEG-4 簡單類別壓縮
協議、AVC（H.264/AVC）基本規格）、RSS feed（⾳樂、影⽚）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可以從電腦傳輸⾳樂、相⽚或影⽚到隨⾝聽，並且從 CD 匯⼊⾳ 
訊資料。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也可以訂購 RSS feed 並傳輸已從 RSS 頻道下載的⾳樂
和影⽚檔案。
有關操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軟體說明。⾳訊檔案（AAC）或影⽚也可以使⽤ Windows 檔案總
管進行與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相同的，以拖放的⽅式傳輸。
*1 DDRM 檔案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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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Conversion Tool
MP3 Conversion Tool 能將 ATRAC ⾳訊資料轉換為 MP3 資料。

第 9 級

接收資料
若要享受將資料傳輸至隨身聽的樂趣，使用隨身聽前，您必須將網際網路的資料：例如
音訊、影片或相片、CD 的音訊資料、數位相機的相片資料，或攝影機的影片資料匯入電
腦。若要匯⼊ CD 的⾳訊資料，您需要使⽤適當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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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隨附軟體上顯⽰語⾔的能⼒取決於電腦上安裝的作業系統。為了呈現最佳結果，請確定安
裝的作業系統與您要顯⽰的語⾔相容。
 我們並不保證隨機提供的軟體可正確顯⽰所有語⾔。
 使⽤者建⽴的字元及部分特殊字元可能無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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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上正確顯⽰。這是由於：
 所連接的隨⾝聽容量。
 隨⾝聽運作不正常。
 內容資訊是以隨⾝聽不⽀援的語⾔或字元寫⼊的。

最新資訊

Media Manager for WALKMAN

若要檢視操作指南（PDF 檔案）

避免以高音量使用⽿機。聽覺專家建議，不要連續、高音量及長時間使用⽿機。如果發
生⽿鳴現象，請調低音量或暫停使用。
請勿突然將音量調高，特別是使用⽿機時。
慢慢調高音量，以免高音量造成聽覺受損。

使用者注意事項

可傳輸的檔案
音樂：MP3, WMA, AAC*, Linear PCM
影片：MPEG-4, AVC (H.264/AVC)
相片：JPEG
*

受版權保護的 AAC 檔案無法播放。

* “PICTURES”的資料等級
與“PICTURE”檔案夾相同。

如果有與本產品相關的疑問或問題，或需要本產品相容項目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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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sony-europe.com/DNA
拉丁美洲的顧客：http://www.sony-latin.com/index.crp
其他國家/地區的顧客：http://www.twsupport.css.ap.sony.com/
購買海外型號的顧客：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