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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手冊
除了本快速入門指南以外，本機型還隨附使用者指南（HTML文件），可
以從WALKMAN Guide檢視使用者指南。詳細內容，請參閱“如何安裝隨附
軟體（包含使用者指南）”。

內容

傳輸音樂

請檢查包裝內的項目。
 “WALKMAN”(1)
 耳機 (1)
 耳塞（S、L尺寸）(1)
 附件 (1)
將“WALKMAN”連接至支架（不提
供）等時使用。

使用Media Go從CD等傳輸

僅限NWZ-S763/S764/S765
 USB電纜 (1)
僅限NWZ-S763BT/S764BT
 Wireless Stereo Headphones (1)
 Wireless Stereo Headphones專用
耳塞（S、L尺寸）(1)
 迷你USB電纜 (1)
 充電電纜 (1)

 快速入門指南（本手冊）
 軟體
軟體儲存於“WALKMAN”的內建快  Wireless Stereo Headphones使用
者指南 (1)
閃記憶體中，包括以下項目：
 Media Go
 WALKMAN Guide
 使用者指南等
有關如何安裝的詳細內容，請參
閱“如何安裝隨附軟體（包含使用
者指南）”。

關於Windows作業系統
務必確認作業系統為Windows XP（Service Pack 3或更新版本）、Windows
Vista*1（Service Pack 1或更新版本）或Windows 7*1。
* 不支援Windows XP的[相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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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首頁選單

使用USB電纜（1）或迷你USB電纜（2）與充
電電纜（3）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

Media Go支援將資料從iTunes 10傳輸到“WALKMAN”。

使用Windows檔案總管進行拖放

在電腦上按照以下順序選擇。
選擇[開始] - [我的電腦]或[電腦] - [WALKMAN] - [Storag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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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Setup.exe]。
出現安裝精靈。
 執行[Setup.exe]時，“WALKMAN”的[Storage Media]資料夾
中儲存的[Setup.exe]檔案會複製到電腦作為備份，且WALKMAN
Guide和Media Go會安裝到您的電腦。

 Media Go不支援使用Windows Media數位權利管理技術（“WM-DRM”）的內
容。如果您傳輸“WM-DRM”內容，請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請參閱
使用者指南（HTML文件）中的“規格”-“規格”-“支援的檔案格式”，
確認您的“WALKMAN”是否支援“WM-DRM”內容。
有關傳輸音樂、影片、相片或Podcast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使用者指南。可以
從WALKMAN Guide方便檢視使用者指南。

 提示
 您可以從[開始]選單啟動WALKMAN Guide和Media Go（按一下[開始]即可顯
示）。
 若您透過格式化“WALKMAN”的內建快閃記憶體刪除“WALKMAN”中的[Setup.
exe]檔案，請將[Setup.exe]檔案和[Install]資料夾從電腦中的[Backup]資料夾
複製到“WALKMAN”。將“WALKMAN”連接至要安裝的電腦，從步驟1開始重複以
上步驟進行安裝。安裝後，從“WALKMAN”刪除[Setup.exe]檔案和[Install]資
料夾。
根據預設安裝設定，備份資料會保留在電腦的[C]磁碟機中，路徑如下。
C:\Program Files*1\Sony\WALKMAN Guide\NWZ-S760\Backup
*1 視電腦作業系統而定，可能會顯示[Program Files(x86)]。

首頁選單

按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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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選單上，您可以透過5向鈕在畫面上選擇想要的項目。

BACK/HOME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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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畫面指示進行操作。

語音錄音

5向鈕

影片
相片
Bluetooth

執行[Setup.exe]後，WALKMAN Guide捷徑會出現在電腦桌面上。

5

按兩下桌面上的 （WALKMAN Guide）啟動
WALKMAN Guide。
有關傳輸音樂等的詳細內容，請參閱WALKMAN Guide中包含的使
用者指南。

為電池充電

WALKMAN Guide包含以下項目：

當“WALKMAN”連接到正在運行的電腦時，會對“WALKMAN”的電池充電。

 使用者指南
可以在網頁瀏覽器中檢視以下內容。
 有關如何使用“WALKMAN”的詳細內容
 如何使用軟體將內容傳輸到“WALKMAN”
 故障排除

約3小時
正在充
電...

 顧客支援連結
 其他實用連結
包含下載網站的連結資訊等。

 執行[Setup.exe]後，您可以透過格式化“WALKMAN”的內建快閃記憶體，更有效
地使用[Storage Media]資料夾中的剩餘空間。若要格式化“WALKMAN”的內建快
閃記憶體，請參閱背面的“初始化（格式化）“WALKMAN””。

開啟和關閉“WALKMAN”
開啟

按任意鈕。

關閉

按住OPTION/PWR OFF鈕。

充電完成

播放清單
設定

返回前一個畫面。

充電中

 顧客註冊連結

 提示

FM收音機
音樂

WALKMAN Guide有什麼用途？

隨附項目視購買國家/地區而異。

SensMe™頻道

OPTION/PWR OFF鈕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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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WALKMAN”

如何安裝隨附軟體（包含使用者指南）

Podcast
進入播放
歌曲畫面

各部件和控制器

 BACK/HOME鈕
 5向鈕*1
（播放/暫停/確認）鈕
/ 鈕
/ 鈕

 耳機插孔
 WM-PORT插孔
連接USB電纜（提供），或週邊裝置（不提供）。






顯示幕
Bluetooth指示燈
VOL +*1/–鈕

 HOLD開關
 掛繩孔
 麥克風
用來錄製語音。

 RESET鈕
使用小別針等。
* 有觸覺點。用它們來輔助進行按鈕操作。

注意事項

若“WALKMAN”功能運作不如預期，請嘗試以下的步驟解決問題。

1

在使用者指南（HTML文件）中的“故障排除”中找出問題
的故障現象，並嘗試所有列出的解決方法。
有關連接到電腦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右邊表格。

2

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為電池充電。
對電池充電可能可以解決某些問題。

3

用小別針等物品按下RESET鈕。

RESET鈕

重設“WALKMAN”之前，請確認未在播放歌
曲、影片等。 然後可以安全重設
“WALKMAN”。

4

在每個軟體說明中查看關於問題的
資訊。

5

在顧客支援網站上尋找相關問題的
資訊。

OPTION/PWR OFF鈕

按此鈕顯示選項選單。
如果您按住OPTION/PWR OFF鈕，畫面將關閉，且“WALKMAN”進入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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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關於顧客支援網站，請參閱“最新資訊”。

6

若以上列出的方法仍無法解決問題，請向附近的Sony經銷
商諮詢。

故障現象
“WALKMAN”無法進行
電池充電。

原因/糾正方法
 USB電纜未正確連接至電腦上的USB接頭。
 中斷USB電纜的連接，然後再重新連接。
 使用提供的USB電纜。
 在5 ℃至35 ℃範圍以外的環境溫度下對電池進
行了充電。
圖示出現時，無法對電池充電。請在
當
環境溫度為5 ℃至35 ℃時對電池進行充電。
 未開啟電腦。
 開啟電腦。
 電腦已進入睡眠或休眠狀態。
 解除電腦的睡眠或休眠狀態。
 正在使用USB集線器。
 “WALKMAN”透過USB集線器連接可能會無法運
作。使用USB電纜（提供）將“WALKMAN”連接
到電腦。
 “WALKMAN”不支援電腦安裝的作業系統。
 若要對“WALKMAN”充電，請將“WALKMAN”連
接到已安裝“WALKMAN”支援作業系統的電腦。
 超過一年未使用“WALKMAN”。
 視“WALKMAN”的使用情況而定，電池可能已變
形。請向附近的Sony經銷商諮詢。
使用USB電纜（提供）  USB電纜未正確連接至電腦上的USB接頭。
連接到電腦時，沒有顯
 中斷USB電纜的連接，然後再重新連接。
示[連接USB。播放器無
 使用提供的USB電纜。
法操作。]或[連接USB  正在使用USB集線器。
(MTP)。播放器無法操
 “WALKMAN”透過USB集線器連接可能會無法運
作。]（電腦無法識
作。使用USB電纜（提供）將“WALKMAN”直接
別“WALKMAN”）。
連接到電腦。
 電腦上的USB接頭可能有問題。
 將“WALKMAN”連接到電腦上其他的USB接頭。

故障現象
原因/糾正方法
使用USB電纜（提供）  第一次使用“WALKMAN”，或是電池電量不足時，
連接到電腦時，沒有顯
將“WALKMAN”連接至電腦後，可能需要約30秒
示[連接USB。播放器無
才能顯示訊息。這並非故障。
法操作。]或[連接USB  可能正在執行軟體驗證，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MTP)。播放器無法操
請稍待片刻。
作。]（電腦無法識別  軟體安裝失敗。
“WALKMAN”）。
 使用安裝程式重新安裝軟體。匯入資料維持不
（續）
變。
 電腦正在執行傳輸軟體以外的其他軟體。
 中斷USB電纜的連接並稍候數分鐘，然後再重新
連接。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中斷USB電纜，重
新啟動電腦，然後重新連接USB電纜。
連接至電腦時，
 正在使用USB集線器或USB延長線。
“WALKMAN”
 “WALKMAN”透過USB集線器或延長線連接可能
不穩定。
會無法運作。使用USB電纜（提供）
將“WALKMAN”
直接連接到電腦。
按兩下[Setup.exe]安  安裝Windows Media Player 11或更新版本之後
裝隨附軟體時，
再安裝隨附軟體。有關Windows Media Player的
[Setup.exe]不執行，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站：
並且內容視窗打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初始化（格式化）“WALKMAN”
您可以格式化“WALKMAN”的內建快閃記憶體。如果格式化記憶體，包括
使用者指南（HTML文件）等所有檔案將會被刪除，且所有設定值皆會恢
復為預設值。請務必在格式化之前確認記憶體中儲存的檔案，然後先將
任何必要的檔案匯出至電腦的硬碟或其他裝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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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BACK/HOME鈕，直至出現首頁選單。
依序選擇
[設定] – [一般設定] – [重設/格式化] –
[格式化] – [是] – [是]。
按 /// 鈕選擇項目，然後按  鈕進行確認。
完成初始化時，出現[已格式化記憶體。]。

註

關於耳機
 請勿將音量調得太大，以免長時間播放而影響聽力。
 音量過大時就會聽不到外面的聲音。避免在聽力不應受到干擾時使用本機，如駕
駛或騎車。

許可與商標的注意事項
請參閱使用者指南（HT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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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以Windows檔案總管格式化內建快閃記憶體。如果要格式化內建快
閃記憶體，請在“WALKMAN”上進行格式化。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
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
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
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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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ony.com.tw/
購買海外機型的顧客：
http://www.sony.co.jp/overseas/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