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物

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並為電池充電

請檢查包裝內的項目。

快速入門指南

 若有些電腦在透過USB纜線（提供）連接Walkman時進入睡眠或休眠等省電模式，
Walkman可能會持續使用電池電力，繼續放電。
 第一次使用Walkman，或長時間未使用Walkman，即使已開始充電（OPR指示燈亮
起橘燈），可能還是需要幾分鐘讓電腦辨識。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約10分鐘後，
查看電腦是否已辨識出Walkman。
 充電時，您無法操作Walkman。
 為避免電池劣化，請至少每六個月或每年對電池充電一次。

“WALKMAN”（1）
USB纜線（提供）

如何安裝隨附軟體
如何使用“WALKMAN”

NWZ-WH505/WH303

OPR指示燈

存取線上說明指南（完整版本）。
針對PC或智慧型手機
雖然瀏覽是免費的，但您可能會根據您的電信業
者合約而被收取通訊費用。
http://rd1.sony.net/help/dmp/
nwzwh300_500/zh-tw/

 USB纜線（1）
 耳機纜線（1）
 快速入門指南（本手冊）

關於作業系統
確認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1（Service Pack 3或更新版本）、Windows
Vista*2（Service Pack 2或更新版本）、Windows 7*2（Service Pack 1或
更新版本）或Windows 8。

*1 不包含64位元作業系統版本。
*2 Windows XP的［相容模式］不受支援。

關於⼿冊
快速⼊⾨指南只敘述基本操作說明，以及如何安裝隨附軟體。
有關詳細資訊與操作說明，請在安裝後參閱隨附軟體隨附的說明指南
（HTML⽂件）。

本產品為耳機類型的“WALKMAN”。
除了可以直接傳輸音樂到Walkman並欣賞音樂外，您還可以將POWER開關切換
至OFF位置並連接Walkman到其他音樂播放器，將其僅當成耳機使用。本手冊
中，耳機類型的Walkman稱為“Walkman”。

若使用Mac電腦，請確認作業系統為Mac OS X v10.6或更新版本。
上述以外的作業系統不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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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隨附軟體

使用USB纜線（提供）將Walkman連接到執行的
電腦。

安裝WALKMAN Guide與Media Go（適用Windows）

安裝說明指南與Content Transfer軟體（針對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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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USB纜線（提供）將Walkman連接到執行的
電腦。

2

依電腦選擇以下的順序。

7或舊版：選擇［開始］-［電腦］或［我的電腦］-［WALKMAN］［Storage Media］-［FOR_WINDOWS］。
 Windows 8 ：從［
［開始］畫面］選擇［桌面］，開啟［檔案總管］。在
［電腦］清單中選擇［WALKMAN］-［Storage Media］-［FOR_WINDOWS］。

2

 Windows

3

使用電腦充電的注意事項

4

3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安裝精靈完成後，WALKMAN Guide與Media Go捷徑會出現在電腦
桌面上。
WALKMAN Guide中隨附說明指南。

關於音量操作（只適用符合歐盟指令的國家/區域）
第一次將音量提高到超過特定音量範圍*1時，會出現警示（嗶嗶聲）與警告
“Check the volume level”，目的是為了保護您的聽力。
按任何按鈕即可取消警示與警告。

使用USB纜線（提供）將Walkman連接到執行的
電腦。

註
1
 取消警示與警告後，您可將音量提高到特定音量範圍* 以外。
 第一次警告後，警示與警告會在每累計20個小時重複出現，提醒您音量已超過特
定音量範圍*1 ；發生此狀況時，音量會自動變更為［7］級。
1
 若音量超過特定音量範圍* 且您關閉了Walkman，音量會自動恢復為特定音量範
圍*1。
*1 特定音量範圍=［17］

在電腦上選擇Finder側邊欄中的［WALKMAN］，
然後開啟［FOR_MAC］資料夾。
按兩下所需軟體的安裝程式圖示 ：
安裝說明指南 ：
［Help_Guide_Installer_for_Mac］
安裝Content Transfer軟體 ：
［ContentTransfer.pkg］

按兩下［Setup.exe］。
出現安裝精靈。
，存放在Walkman［FOR_WINDOWS］資料夾
 若執行［Setup.exe］
中的［Setup.exe］會複製到電腦備份，且WALKMAN Guide與
Media Go會安裝到電腦。
 若［Setup.exe］未啟動，將［Setup.exe］檔案複製到桌面，
然後在檔案上按兩下。

開始充電。OPR（操作）指示燈會亮起。

 當OPR指示燈呈綠燈與橘燈交替閃爍時，請為電池充電。電池電量即將耗盡時，
OPR指示燈呈紅色與橘色交替閃爍。
 電池充電過程中，指示燈會表示Walkman的充電狀態。
橘色亮起 ：充電中
熄滅 ：充飽電或未充電
 充電時間約2小時。
Walkman已充飽電時，請中斷與電腦的連接。
在Mac電腦上，按一下位於Finder側列上的［WALKMAN］退出圖示，中斷連接
Walkman。

部件與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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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安裝程式結束後，所安裝軟體的別名（捷徑）（說明指南或
Content Transfer軟體）會出現在您電腦的桌面上。

 提示
 刪除Walkman中的軟體前，若必要，請將［FOR_MAC］資料夾複製到Mac電腦以留
備份。

 RESET按鈕
 POWER開關
 OUTPUT開關

（耳機）
（內建喇叭）

 內建喇叭
 狀態燈
 OPR（操作）指示燈
 Micro USB插孔
 耳機插孔

 SOUND/ILLUMINATION按鈕
 SHUFFLE/PLAY LIST按鈕
 VOLUME -/+*1按鈕
 旋鈕桿（//）
按下開始/暫停播放。在播放期
間按住超過1秒，開始ZAPPIN播
放。
滑到或可跳至下一首或上
一首歌曲。滑到或並按住
超過1秒，可跳至前一個或下一個
資料夾的開始處。

*1 有個觸覺點。請使用觸覺點來輔助調整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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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啟電源，並將Walkman戴在耳朵上

將Walkman掛在脖子上

1
2

將Walkman掛在脖子上，然後聆聽來自喇叭播放的音樂。

檢查Walkman左（）右（）兩側。
將左（）側的POWER開關滑到ON，開啟Walkman。

1

還請確認左（）側的OUTPUT開關設定為（耳機）。

3

2

播放音樂

將Walkman戴在耳朵上。
調整滑動頭帶，讓耳機適當的貼住耳朵。

調整滑動頭帶，讓喇叭位於最佳位置。

5

5

開始從播放器播放。

註
 以此方式使用時，Walkman只能當成耳機使用，因此您無法操作Walkman上的播放
器功能。使用播放器操作播放功能。
 當您聆聽來自連接到Walkman的其他播放器的音樂時，Walkman的喇叭並不會發出
聲音。

播放歌曲
按下位於右（）側的按鈕（旋鈕桿）。

1
2
3
4

症狀
Walkman無法對電池充
電。

原因/補救方法

將Walkman左（）側的POWER開關滑到OFF/HEADPHONES。
將耳機纜線（提供）連接到左（）側的HEADPHONES插孔。



將耳機纜線的另一端接到播放器。
將Walkman戴在耳朵上。

故障排除



若Walkman運作異常，請執行下列步驟解決問題。



1

按下位於右（）側的按鈕（旋鈕桿）。

請在說明指南（HTML文件）的“故障排除”中找出問題的
症狀，然後執行所列的解決方法。
有關疑難排解的詳情，亦請參閱右表。

耳機纜線（提供）

2

將按鈕（旋鈕桿）朝（上一首）或（下一首）方向滑動。

調整音量

如果上述方法無法解決問題，請諮詢您最近的Sony經銷商。

 USB纜線未適當地連接到您電腦上的USB連接器。
 請中斷連接USB纜線，然後重新連接。
 請使用隨附的USB纜線。
 電池在周圍溫度超過5℃至35℃的範圍下充電。
 請在周圍溫度為5℃至35℃的情況下對電池充

暫停播放

跳至上一首/下一首歌曲播放

在客戶支援網站之一查閱有關問題的資訊。
有關客戶支援網站，請參閱“尋找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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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機纜線（提供）連接Walkman，即可聆聽智慧型手機或其他播放器的音
樂。

將Walkman左（）側的POWER開關滑到ON，OUTPUT開關滑
到 （內建喇叭）
。

將Walkman掛在脖子上，使其左右側正確定位，讓喇叭（）
面朝上。

聆聽其他播放器的聲音

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為電池充電。
用筆或迴紋針等，按下RESET按鈕。
重設Walkman時，請確認下列事項。
Walkman沒有連接到電腦。
Walkman沒有在播放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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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查每一種軟體說明中的問題資
訊。

電腦無法辨識Walkman。  Walkman未使用USB纜線（提供）正確的連接到電
腦。
 中斷USB纜線的連接，再重新正確而牢固的連接
Walkman與電腦。
 電池剩餘電力低或不足。
 為電池充電。第一次使用Walkman，或長時間未
使用Walkman，即使已開始充電（OPR指示燈亮
起橘燈），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讓電腦辨識。
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約10分鐘後，查看電腦是
否已辨識出Walkman。
 電腦正在執行傳輸軟體以外的其他軟體。
，等候幾分鐘再重新
 中斷連接USB纜線（提供）
連接。若問題仍無法解決，請中斷連接USB纜線
（提供），重新啟動電腦，然後重新連接USB纜線
（提供）。

預防措施

關於⽿機

RESET
按鈕

實際可用容量將因後述原因而比標示者少 ：
（i）因記憶媒體製造商和電腦計算容
量的方式不同，或/及（ii）必要的格式化，或/及（iii）個別產品功能需佔用部
分容量

防⽌聽覺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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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適用於台灣

播放歌曲期間，下一首  Walkman可能在執行ZAPPIN播放。有關詳細資訊，
歌會突然開始。
請參閱說明指南。

有關法律、規範與商標權利的資訊，請參閱隨附軟體中的“重要資訊”。若要閱讀，
請在電腦上安裝隨附的軟體。




按下位於右（）側的VOLUME +/-按鈕。

原因/補救方法

有關法律與商標的資訊

您可藉由對電池充電來解決某些問題。

3



電。
電腦沒有開啟。
 請開啟電腦。
電腦已經進入睡眠或休眠狀態。
 請將電腦從睡眠或休眠狀態中復原。
正使用USB集線器。
 透過USB集線器連接的Walkman可能無法運作。
請使用USB纜線（提供）直接將Walkman連接到
電腦。
Walkman不支援電腦上所安裝的作業系統。
 要對Walkman充電，請將Walkman連接到一部支
援安裝Walkman作業系統的電腦。

症狀

 避免⾧時間以⾼⾳量播放內容，如此可能會影響聽⼒。
	由於過⾼的⾳量會掩蓋周遭環境的聲⾳。因此請避免在需要提⾼警覺的情況下
（如開⾞或騎乘單⾞）收聽裝置。
	由於附帶的⽿機是設計成可在⼾外使⽤的，聲⾳會透過⽿機傳到外⾯來。請注意
不要打擾周圍的⼈。

關於入耳式耳機
耳塞可密合您的耳朵。因此，請注意如果將耳塞強力塞入，或者突然將耳塞
從您的耳朵拔出，則可能會有對您的耳朵或耳膜造成傷害的風險。使用後，
請務必輕輕地將耳塞從您的耳朵取出。
關於耳墊
可從您最近的Sony經銷商處訂購選用的更換耳墊。有關更換程序，請參閱說
明指南。

廢電池請回收
如需最新資訊
若您對產品有任何問題或意見，或希望取得本產品相容項目資訊，請前往下列
網站。
美國客戶 ：
http://www.sony.com/walkmansupport
加拿大客戶 ：
http://www.sony.ca/ElectronicsSupport/
拉丁美洲客戶 ：
http://www.sony-latin.com/index.crp
歐洲客戶 ：
http://support.sony-europe.com/dna/wm/
亞洲、大洋洲和非洲客戶 ：
英文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韓文 ：http://scs.sony.co.kr/walkman/
簡體中文 ：http://service.sony.com.cn/KB/
繁體中文 ：http://service.sony.com.tw/
購買海外型號的客戶 ：
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