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一、 安全注意事項 ................................ ................................ ......................... 2 

二、 產品特色 .................................................................................................. 3 

三、 配件清單及用途................................ ................................ ..................... 3 

四、 外觀介紹 .................................................................................................. 5 

五、 操作方式介紹 ................................ ................................ ......................... 6 

六、 音樂播放 .................................................................................................. 8 

七、 擴音及錄音功能................................ ................................ ................... 11 

八、 FM 收音..................................................................................................12 

九、 系統設置 ................................................................................................ 14 

十、 疑難解答 ................................................................................................ 16 

十一、 產品規格............................................................................................ 17 

十二、 產品售後服務須知..........................................................................18 
 
 
 
 
 
 
 
 
 
 
 
 
 
 
 
 
 



 

 2 

一、 安全注意事項 
(一) 請勿將本產品用於本說明書中規定內容以外的用途。 
(二) 請注意不要在本產品上施加激烈的衝擊或震動。 
(三) 請勿將本產品放置在高溫潮濕的場所、溫差大的場所以及強磁場附近使用或存放

本產品。 
(四) 注意不要使液體(如水、飲料等)流入機器中。這些都可能引起產品的故障或損傷。 
(五) 任意拆解或改造本產品時以及上述四點本公司將不再提供保固服務。 
(六) 保存重要資料時請務必在其他裝置上保留另外一份備份。 
(七) 本公司對產品與電腦之間傳送連接的過程中發生的資料遺失、損毀及產品的故

障、不正確使用以及其他原因(外部衝擊、停電等)所引起的資料遺失及損毀本公

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八) 沾染異物時不要用化學溶劑清洗，請使用柔軟的布或毛巾清潔。 
(九) 內建式鋰電池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先充飽電之後再行存放，以免電量耗盡導致電池

故障，本公司將不提供保固服務。 
(十) 使用 USB 連接線連接電腦和本產品時請確認插頭的方向。 
(十一) 本產品在非充電或資料傳輸狀態下，請勿使用 USB 連接線連接電腦。 
(十二) 請勿在連接電腦狀態下對產品施加衝擊。 
(十三) 本產品的 USB 連接端子部位必須保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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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特色 
 TF 卡即插即播，並支援 USB 設備播放 
 行動擴音設計，聲音宏亮清晰 
 可背可腰掛設計，行動攜帶超方便 
 獨家整點報時功能，時間一手掌握 
 1 吋背光 LCD,操作輕鬆方便 
 支援 MP3，WMA 二種音樂格式 
 內建 FM 收音機,並可記預約錄音功能 
 內建鬧鐘與時間管理功能 
 內置 Line-in 與 Line-out 功能 
 一組大功率頂級喇叭單體 
 可當 USB 讀卡機 

三、 配件清單及用途 
Line-IN 線 

連接至機台上的 Line-IN 音源輸入孔，可將本產品當成喇叭使用。 

 

5-pin USB 線 
連接電腦設備可對此機台充電，或當成讀卡機使用，連接時請確認是否有插到底。 

背帶 
將背帶纏繞在腰上或背在肩上，扣上背帶鎖扣(如下圖左)，再讓背帶穿過機台的背扣

即可。注意，最好將背帶有二層的範圍卡在背扣，會比較穩固(如下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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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掛式麥克風 
插入麥克風輸入孔可將本產品當作擴音器使用。 

 

使用指引 
產品使用說明書。 

充電器 
連接 5-pin USB 線可對此機台充電，正常情況下 5~7 小時可充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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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觀介紹 

 
 

1 選項 11 TF 卡槽 

2 FM 12 Mini USB DC 5V IN 充電孔 

3 模式 13 標準 USB 

4 播放/暫停  14 拉桿式天線 

5 下一首 15 背扣 

6 上一首 16 3.5mm LINE OUT 音源輸出 

7 內建喇叭 17 3.5mm LINE IN 音源輸入 

8 顯示螢幕 18 3.5mm 麥克風輸入 

9 音量旋鈕 電源開關 19 電池蓋 

10 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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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操作方式介紹 
開關機、充電及傳輸 

開關機： 
轉動音量旋鈕即可執行開關機動作，往音量調高方向轉動旋鈕即可開機，如要關機則

要將旋鈕往音量調低方向轉到最底才可關機。 

充電方式： 
將內附的充電器插入"DC 5V IN"孔即可開始充電。正常情況下 5~7 小時可充飽電池，

在充電時也可以進行各項操作，但會延長電池充飽的時間，可透過顯示螢幕上的圖示

來了解目前電量狀態。 
內建式鋰電池顯示全滿。隨著使用時間的增加，電池電量指示會減小。 
當內建式鋰電池幾乎完全用完時，電池圖示中間變為空白，請即時充電。 

※充電注意事項※  
 避免產品受損，請務必使用產品內附的充電器充電。 
 充電時，播放器上的充電指示符號會開始跑動。當充電指示符號停止跑動時，表

示電池已接近滿電，此時請再繼續充電約半小時以便確實將電池充飽。 
 若長時間不使用(例如 1 個⺝以上)，請每隔一段時間便對播放器進行充電(約每

1~2 個⺝)，並將電源開關切至 OFF 的位置，以隨時保持電池在有電的狀態。若

電池處於電量不足或實際電壓低於電池工作電壓的狀態過久，易產生電池損壞的

情況。 

插入記憶卡： 
本產品不內建記憶體空間，請自備 TF 卡及讀卡器。插入 TF 卡時金屬接點朝下。請注

意, 在音樂播放中或錄音中切勿將記憶卡拔出，否則可能造成記憶卡損壞。 

插入 USB 裝置 
您可以在 USB 孔插上 USB 隨身碟或是讀卡機。注意，如使用 USB 硬碟外接盒，則

硬碟外接盒必須使用外部電源，並且本機在低電量的狀態時，會無法使用 USB 儲存

裝置，亦不支援 NTFS 格式或多重分割的儲存裝置。 

時鐘狀態 
在開機一段時間本機未進行任何操作時，畫面會自動顯示時鐘的待機狀態，按上一首/
下一首/模式/播放暫停/選項鍵可以回到主功能表。請注意，時鐘狀態仍然會消耗電量，

若長時間不使用請關閉電源開關。 

聲音輸入 
您可以在 LINE-IN 孔連接您自己的音樂播放器或其他音響/電腦，此時本產品僅做為喇

叭使用，畫面會出現音響插頭的圖示，此時本機上的播放/暫停鍵會變成靜音鍵，在此

模式下同樣可執行模式切換動作。 

聲音輸出 
您可以在 LINE-OUT 孔連接其他的喇叭，此時本機做為播放器使用，本機的內置喇叭

不會有聲音。您可以長按【模式】再按上一首及下一首調整輸出的音量，預設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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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 級(音量旋鈕僅對內置喇叭有作用, 對聲音輸出音量無作用)，使用耳機時請先調

低音量，避免音量過大造成耳朵不適。 

功能表操作 
進入功能表 
透過按【選項】可以進入各種功能表。 
功能表分為： 
 主功能表→在時鐘狀態下短按【選項】，或在其他功能模式底下長按【選項】

即可進入主功能表。在任何情況下長按【選項】也可以回到主功能表。 
 子功能表→在功能模式底下短按【選項】即可進入子功能表。 

在功能表中移動至各選項→在功能表畫面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 
選擇功能表中的一個選項→在功能表畫面中按【選項】 

退出子功能表 
在各子功能表下短按【播放/暫停】退出子功能表。 

瀏覽操作 
選擇瀏覽歌曲：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 
歌曲播放時倒退或快轉：長按【上一首】/【下一首】鍵。 

切換不同功能模式 
短按【模式】可切換不同的功能模式。 

主功能模式包括： 
 音樂：播放記憶卡及 USB 儲存裝置中的 MP3、WMA 等音樂檔及錄音檔。 
 錄音：利用外接麥克風錄音，需安裝記憶卡或 USB 儲存裝置。 
 FM 收音：收聽、錄製 FM 電台。 
 線路輸入。 
 日曆：萬年曆功能 
 系統設置：本機各項設定包括語系或記憶體儲存狀況等查詢。 

調整音量 
 使用音量旋鈕調整音量。 
 功能模式下長按【模式鍵】顯示音量，再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調整

音量。調整後按【選項】儲存調整。 
 注意，使用【模式鍵】調整的音量會控制機器整體的輸出音量，包括喇叭及

LINE OUT。若調整過低，可能會讓音量旋鈕無法調至較大的音量。 
 使用【模式鍵】調整的音量，在您退到主功能表後會記憶音量值設定，即便

關機此記憶也不會消失。若未退至主功能表，則音量值不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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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音樂播放 
顯示介面 

 
 
 

按鍵操作 
按鍵 動作 停止狀態 播放狀態 播放時子功能表 停止時子功能表 

長按 進入主功能表 退出選單 【選項】 
短按 進入停止時子功

能表 
進入播放時子功

能表 
確認該選項或下一層選單 

長按 進入音量調整畫面 X 【模式】 
短按 切換功能模式 
長按 X 【播放/暫停】 
短按 播放 暫停 退出選單 退出選單 
長按 X 快速前進 在子功能表向下移動 

【下一首】 
短按 下一首 下一首並播放 在子功能表向下移動 
長按 X 快速後退 在子功能表向上移動 

【上一首】 
短按 上一首 上一首並播放 在子功能表向上移動 

音樂播放方式 
 插入 TF 卡或 USB 儲存裝置，打開電源開關，播放器會直接從上次關機時正在播

放的那首歌開始播放。 
 選擇音樂：短按鍵【上一首】可選擇前一首音樂；短按【下一首】鍵可選擇下一

首音樂。 
 控制音量：轉動音量旋鈕。 

選擇音效模式 
設定音效模式可使用不同的音效表現來聆聽音樂。 
(一) 在音樂播放狀態中，短按【選項】鍵進入播放時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 EQ 設置後，再短按【選項】鍵進

入。 
(三) 選擇各種音效（EQ），包括：自然(NOR)，搖滾(ROCK)，流行(POP)，古典(CLAS)，

柔和(SOFT)，爵士(JAZZ)，重低音(DBB)及 SRS WOW。 

1 T 代表有歌詞檔 
2 循環模式 
3 目錄歌曲總數目 
4 目前播放曲目 
5 EQ 模式 
6 位元率/播放檔案格式 
7 電池電量指示 
8 目前播放時間/歌曲總時間 
9 歌名(或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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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短按【選項】鍵確認返回 

循環模式 
設定循環模式可選擇音樂播放順序方式。 
(一) 在音樂播放狀態中，短按【選項】鍵進入播放時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循環模式後，再短按【選項】鍵進

入。 
(三) 選擇各種循環模式，各模式說明如下。 
 普通模式(Normal)：目前資料夾的歌曲播放完後，繼續播放下一個資料夾的

音樂，直到播放完所有檔後停止。 
 單曲循環(Repeat One)：重複播放單一音樂。 
 目錄播放(Folder)：播放資料夾內所有的音樂 
 目錄循環(Repeat Folder)：重複播放資料夾內所有的音樂 
 全部循環(Repeat All）：重複播放全部的音樂 
 隨機播放(Random)：隨機播放目前資料夾的音樂 
 瀏覽播放(Intro)：依序播放目前資料夾內所有音樂的前 10 秒，播完即跳至下

一首。 
(四) 短按【選項】鍵確認返回 

複讀功能 
複讀功能可反覆播放某一段的音樂五次，適合在練習歌曲或語言時加深印象使用。 
(一) 在音樂播放狀態中，短按【選項】鍵進入播放時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複讀模式後，再短按【選項】鍵開

始複讀功能。 
(三) 顯示介面中原本歌曲總數目的位置會變成為 A-B 字樣，此時 A 處於閃爍狀態，待

音樂播放至要複讀的開始位置時，短按【下一首】會將目前播放位置設定為開始

位置。 
(四) 接著 B 會處於閃爍狀態，待音樂播放至要複讀的結束位置時，短按【下一首】會

將目前播放位置設定為結束位置，並開始複讀指定的音樂區段。 
(五) 複讀模式中短按【上一首】重新設定複讀開始位置，複讀會自動播放五次，短按

【選項】鍵可取消複讀。 

磁碟目錄瀏覽 
此功能可使用目錄瀏覽方式查看音樂檔，方便在目錄及檔案較多的時候找到特定的檔

案。 
(一) 在停止狀態中，短按【選項】鍵進入停止時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磁碟目錄後，再短按【選項】鍵進

入。 
(三)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短按【選項】開始播放選擇的檔案，

短按【播放/暫停】可返回音樂播放畫面。 

文件刪除 
此功能可刪除不需要之檔案，增加可儲存之容量。 
(一) 在停止狀態中，短按【選項】鍵進入停止時子功能表。 



 

 10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刪除文件/刪除全部後，再短按【選

項】鍵進入。 
(三)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選擇 YES 確認刪除後，再短按【選項】刪除檔案，

短按【播放/暫停】可返回音樂播放畫面。 

詞曲同步功能 
可在音樂播放時同步顯示歌詞。播放器支援”*.LRC”歌詞檔，歌詞檔檔名必須與音樂檔

檔名相同。 
舉例: 

歌曲檔名稱為：蔡健雅-假想敵.mp3 
歌詞檔名稱為：蔡健雅-假想敵.lrc 

如果目前歌曲有相符歌詞檔檔名，則音樂模式中左上⻆會顯示"T"。在播放該音樂檔的

時候就會自動顯示歌詞。 
 
本公司網站提供下載詞曲同步檔的 MP3 播放軟體「千千靜聽」(軟體下載\工具下載\
千千靜聽)，可以更方便地獲得想要的詞曲同步檔。 
註 1：「千千靜聽」版權隸屬於千千靜聽作者 Nanling，業經作者同意附贈於購買本產

品的使用者，僅限於個人使用，不得用於商業用途或對本程式做任何型式的修改後散

佈。相關操作請參考: http://ttplayer.qianqian.com/ 
註 2：利用千千靜聽自動下載歌詞： 
(一) 執行千千靜聽後在功能表選擇『千千選項』→歌詞搜尋。 
(二) 勾選『儲存成歌曲檔相同的檔名』及『儲存到歌曲所在的資料夾』後按『全部儲

存』鍵。當您利用千千靜聽播放 MP3 時，程式就會自動將歌詞下載到該 MP3 檔

的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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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擴音及錄音功能 
擴擴音音功功能能 
將麥克風插頭插入麥克風輸入孔會自動切換成擴音模式，請注意如本機和麥克風過於

接近會有聲音回溯的狀況發生，將麥克風和機台保持距離即可。 

錄錄音音功功能能 
主選單中之錄音功能可錄製使用擴音功能時的聲音，需注意本產品無內建麥克風，須

使用外接麥克風才能錄音。 

顯顯示示介介面面 

 

按按鍵鍵操操作作 
按鍵 動作 停止狀態 錄音狀態 

長按 返回主功能選單 存檔並返回主功能選單 
【選項】 

短按 X X 
長按 X 存檔 

【播放/暫停】 
短按 開始/繼續錄音 暫停錄音 

錄錄音音（（使使用用外外接接麥麥克克風風）） 
(一) 先插上麥克風。在主功能表使用【上一首】/【下一首】選擇錄音後，在短按【選
項】進入錄音功能。 

(二) 短按【播放/暫停】後即開始錄音，錄音狀態中短按【播放/暫停】可暫停錄音，在
短按【播放/暫停】就會繼續錄音。 

(三) 錄音完成後長按【播放/暫停】即可結束錄音並將檔案存檔。 
 本產品無內建記憶體，需 TF 卡才能執行錄音功能。 
 本產品不支援在 USB儲存裝置上錄音(如 USB隨身碟、USB讀卡機)，在 USB

裝置上錄音可能會造成錄音失敗或其他異常。 
 錄製的聲音儲存在記憶卡或 USB裝置裡的\VOICE 資料夾中(以 USB裝置優

先, 無 USB裝置時則放置在記憶卡中)。 
 如果顯示幕上顯示“空間滿”，代表沒有空間可以儲存新的錄音檔案，請刪除

其他的檔案以釋放空間。 
 如果顯示幕上顯示“目錄已滿”，代表本目錄已經有 99個錄音檔，請刪除不必

要檔案或移至其他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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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FM 收音 
顯示介面 

 

按鍵操作 
按鍵 動作 收音狀態 FM 子功能表 

【播放/暫停】 短按 有儲存的頻道時：切換頻道； 
沒有儲存的頻道時：無功能 

退出選單 

長按 進入主功能表 
【選項】 

短按 進入子功能表 確認該選項或下一層選單 
長按 連續增加 100KHz 搜索 連續前進移動 

【下一首】 
短按 單步增加 100KHz 移動子功能表 
長按 連續減小 100KHz 搜索 連續後退移動 

【上一首】 
短按 單步減小 100KHz 移動子功能表 

開啟 FM 收音功能 
使用 FM 收音功能時，建議將拉桿式天線拉出可提升收訊品質。 
 短按【FM】鍵即會進入 FM 收音模式。 
 短按【模式】鍵可切換至 FM 收音模式。 
 在主功能表中選擇 FM 收音模式。 

自動搜尋記錄電台 
第一次使用 FM 功能建議先執行電台搜尋，自動尋找並記錄可收聽的頻道。 
(一) 在 FM 收音模式中，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電台搜尋，再短按【選項】鍵即會

開始自動搜尋並記錄電台頻道。 

手動設定電台 
儲存電台 
(一) 在 FM 收音模式使用【上一首】/【下一首】調至要儲存的電台頻道。 
(二) 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儲

存電台，再短按【選項】鍵儲存該電台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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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單一電台 
(一) 在 FM 收音模式使用【上一首】/【下一首】調至要儲存的電台頻道。 
(二) 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刪

除電台，再短按【選項】鍵刪除該電台頻道。 

刪除全部電台 
在 FM 收音模式裡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再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

表中移動至刪除全部，再短按【選項】鍵即會刪除全部電台頻道。 

FM 電台錄音 
使用錄音功能之前，請先安裝記憶卡或 USB 儲存裝置。 
(一) 在 FM 收音模式中，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電台錄音，再短按【選項】鍵開始

錄音功能。 
(三) 進入錄音模式後短按【播放/暫停】開始錄音，錄音狀態中短按【播放/暫停】暫停

錄音，再短按【播放/暫停】可恢復繼續錄音，長按【播放/暫停】將錄音檔存檔。 

選擇頻率 
本產品有兩種不同頻率可以做選擇，請依照所在地區選擇適合之頻率。 
 普通頻率：適合台灣,歐美等地區人群收聽的頻率 

（頻率範圍: 87MHz—108MHz） 
 日本頻率：適合日本地區人群收聽的頻率 

（頻率範圍: 76MHz—90MHz） 
設定方式參考如下 
(一) 在 FM 收音模式中，短按【選項】鍵進入子功能表。 
(二)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普通頻段或日本頻段，再短按【選

項】鍵選擇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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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系統設置 
在主功能表使用【上一首】/【下一首】選擇系統設置後，在短按【選項】進入系統設

置功能表，在這裏可以設定系統參數，各選項隨著韌體版本不同可能會有所變更。 

系統時間設定 
設定系統時間及日期，第一次使用本產品建議先設定好正確時間日期。 
(一)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系統時間，再短按【選項】鍵即會

進入日期時間設定畫面 
(二) 先調整年份數值，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調大或調小。 
(三) 短按【選項】鍵繼續調下一個欄位，再如上操作依序設定。調整完秒數數值後便

會退出。 

背光時間 
設定本機閒置幾秒後自動關閉背光燈，以節省電力。 
(一)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背光時間，再短按【選項】鍵進入

背光時間設定畫面 
(二) 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將時間調長或調短 

語言選擇 
支援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共 6 種，可用來改變各功能表及音

樂 ID3 的顯示語系。 
(一) 使用【上一首】/【下一首】在功能表中移動至語言選擇，再短按【選項】鍵進入

語言設定畫面 
(二) 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鍵移動至要選擇的語言後，再短按【選項】鍵確認並

返回。 

工具 
鬧鐘 
(一) 鬧鐘(開/關)：短按【選項】鍵來開啟或關閉，開啟時顯示"鬧鐘(開)"，關閉時顯示

"鬧鐘(關)" 
(二) 時間：設定鬧鐘的時與分，短按【上一首】/【下一首】調整數值，按【選項】鍵

確定。 
(三) 周期：選擇鬧鐘鈴響的週期，選項有"每日"、"單次"與"周期"。選擇"每日"則會在

每天的指定時間鈴響；選擇"單次"則須設定鈴響的日期(短按【上一首】/【下一首】

調整數值，按 MODE 鍵確定)；選擇"周期"可以在星期六日及星期一至五上短按【選

項】鍵勾選代表每周的星期幾進行周期播放。 
(四) 鬧鐘鈴聲：可以選擇本機內的預設鈴聲或記憶卡或 USB 裝置裡的音樂做為鬧鐘鈴

聲。 
鬧鐘開啟後，透過【上一曲】去關閉鬧鐘，【下一曲】進入貪睡狀態 - 貪睡狀態

下每 10 分鐘會再響一次，三次之後會自動停止。按【上一曲】可關閉貪睡狀態。 

定時 FM 設置 
可在指定時間自動開啟 FM 電台並錄音。 
(一) 定時 FM(開/關)：短按【選項】鍵來開啟或關閉定時開啟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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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M 錄音(開/關)：短按【選項】鍵來開啟或關閉定時 FM 錄音功能 
(三) FM 時間：設置定時開啟 FM 或 FM 錄音的時間。短按【上一首】/【下一首】調

整數值，短按【選項】鍵確定。 
(四) 電臺頻段：設定電台頻段及頻率 

普通頻段/日本頻段：依照您的所在地區選擇頻段。選擇了頻段後, 會出現頻率表。

短按【上一首】/【下一首】選擇想要做為定時開啟的 FM 電台頻率後按短按【選

項】鍵儲存。 

整點報時 
每個整點自動語音播報整點時間。短按【選項】鍵來開啟或關閉整點報時功能。 

對比調節 
短按【上一首】/【下一首】設定螢幕畫面對比度，1 為最低，15 為最高。 

恢復預設值 
恢復成出廠預設值，使用短按【上一首】/【下一首】移動至確認，在短按【選項】鍵

確認恢復預設值。 

韌體版本 
可以查看播放器使用的韌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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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疑難解答 

故障現象 故障原因及處理方式 

不能開機(或沒有畫面、沒有聲音) 

請確定電池是否尚有電源。 
關閉、開啟電源試試。 
請重新充電。 
使用電腦, 重新格式化您的記憶卡或 USB 裝置試試。 

喇叭聽不到聲音 請確保音量並不在 0 的狀態。 

FM 接收效果不佳 

抽出拉桿式天線提升收訊品質。 
關閉附近的電力裝置。 
地下室或部分場所因訊號阻隔，會有收訊不佳的狀況發

生 
音樂無法播放 請確認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為何播放音樂(或播錄音檔)時，只播

了前 10 秒，就跳到下一首? 
這是因為您開啟了“瀏覽播放”功能(LCD 顯示  圖示)。
操作方式請參考音樂播放中的循環模式設定。 

充電時有哪些注意事項 

 避免產品受損請務必使用產品內附的充電器充電。 
 充電時，播放器上的充電指示符號會開始跑動。當充

電指示符號停止跑動時，表示電池已接近滿電，此時
請再繼續充電約半小時以便確實將電池充飽。 

 若長時間不使用(例如 1 個⺝以上)，請每隔一段時間
便對播放器進行充電(約每 1~2 個⺝)，並將電源開關
切至 OFF 的位置，以隨時保持電池在有電的狀態。
若電池處於電量不足或實際電壓低於電池工作電壓
的狀態過久，易產生電池損壞的情況。 

無法讀取檔案, 播放時出現"磁盤錯

誤"訊息 
請重新格式化 

歌詞檔出現亂碼 
您的歌詞檔不是使用 BIG5 碼所編輯，因此出現亂碼。

它可能是"Unicode", 簡體"GB 碼", "日文"。若系統設定

為繁體語系時，請使用 BIG5 字碼。 
使用擴音功能時有高頻音 麥克風和機台保持太過接近 
無法播放 USB 隨身碟中的音樂 電量過低時可能會發生此類問題，請接上充電器充電 

不能連接電腦 
請更換另一條 USB 資料線 
安裝在電腦上的另一個 USB Port 或是使用另一台電腦 

不會整點報時 
請確認整點報時的開關是否開啟 
請確認音量沒有在 0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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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產品規格 
顯示幕 1吋單色背光 LCD 中文顯示 

記憶體 
無，支援外插 TF 卡或 USB 儲存裝置。TF 支援至 32GB SDHC, USB 儲存裝置支援
FAT32 格式的隨身碟或讀卡機。 

電源 
內建鋰電池 2200mAH，最大音量 30小時，使用耳機 85小時 
充電器輸入電壓：AC100-240V 輸出電壓: DC 5V, 1000mA 
錄音格式 錄音格式：128kbps WAV 

錄音 
錄音時間  

以 16GB為例 
FM錄音 
→128kbps=263小時 

喇叭輸出 1組 3W 
支援格式 MP3, WMA(不支援 DRM), WAV 
MP3位元率 最大 320K bps 

音樂 

WMA位元率 最大 320K bps 

接收頻率範圍 
普通頻段：87.5MHz – 108MHz 
日本頻段：76MHz – 90MHz  

存台數 20(普通頻段)+20(日本頻段) 
FM 收 音

機 
收聽地區 全區（含日本） 

顯示語系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法語/德語/西班牙等 6國語系 
尺寸 110mm×89mm×45mm 

主機尺寸 
重量 22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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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產品售後服務須知 
若須人因科技提供售後服務時，請出示購買証明或保固卡，故請務必妥善保存，

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如如何何送送修修  
1.親洽本公司處理。為加速維修處理流程，建議您直接將維修品送至各區分公司
處理。 
2.以掛號或快遞方式，將主體及保固證明文件寄送至本公司處理(請務必註明:姓
名、聯絡電話、地址及故障原因簡述)。 
3.送至原購買處,由經銷商代送。 
4.產品在送修前請先自行備份資料，因產品在處理過程中有可能造成資料的流
失，本公司將不負保存資料之責。 
5.若因產品本身問題導致無法備份資料欲保留時，送修時請務必註明，但本公司
無法保證一定可救回產品內的資料。 
 
服務據點: 
台北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359 巷 6 號 3樓 北區客服中心 收  
台中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二路 186 號 6樓 中區客服中心 收  
高雄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01 號 8F-6 南區客服中心 收 
產產品品保保固固期期認認定定  
以經銷商售出日期貼紙計算保固期間。 
若無經銷商售出日期貼紙，則須請客戶提供購買証明或保証卡。 
若無以上二項可供判定時，則以產品出廠日期貼紙計算保固期。  
若產品無以上三項可供判定保固時，則一律以產品過保固方式處理。 
可接受之購買証明:發票、收據、出貨單、刷卡單等，足以証明購買產品有日期
的單據。 
保証卡需加蓋經銷商店章，否則該保証卡視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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