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
將PlayStation®4主機連接電視機。
遵循步驟 ～ 連接HDMI連接線與交流電源線。

連接與安裝PlayStation®Camera （僅限CUH-1006A A／
CUH-1007A A）。

以有線的方式連接網際網路時，請連接LAN連接線（另售）。

請撕下攝影機的保護貼，安裝於電視機前方（中間）。

背面

啟動電視機的電源，將電視機的影像輸入切換為HDMI。

使用USB連接線連接DUALSHOCK®4 無線控制器後，按下
按鈕。

觸碰

使用USB連接線連接即可為控制器進行登錄（配置），按下 （PS）按鈕即可啟動控制
器的電源。

（電源）按鈕以啟動PS4™的電源。

背面

電源指示燈閃爍

背面

藍燈後會亮

（PS）

進行初期設定。
設定網際網路連線、日期和時間等。請遵循畫面指示進行設定，並在設定完成的畫
面中選擇[立即啟動]。
設定網際網路連線後，若有新版本的系統軟件更新資料，即會自動進行下載。

白燈。
正面
電源指示燈

LAN連接埠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PlayStation

AC IN 端子

HDMI OUT 連接埠

正面

HDMI IN 連接埠
AUX 連接埠

USB連接埠

USB連接埠
電源按鈕
PlayStation®Camera

設置範例：
路由器

交流電源線

將攝影機固定在安裝位置的方法
①從隨附的雙面膠帶（PlayStation®Camera專用）上撕下白色
膠片，再將膠帶貼到攝影機的底部。
②撕下黃色膠片，將攝影機安裝到電視座等位置。
HDMITM 連接線

USB連接線
數據機等網路裝置

LAN連接線（另售）
至網路線

安裝位置若有塗色上漆，漆料可能會有剝落的情形。

至電源插座
PS按鈕

•• 弄髒攝影機的雙鏡頭時，請以柔軟的布擦拭。
•• 可上下調整攝影機的角度。

•• 使用Wi-Fi與網際網路無線連線時，請勿使用LAN連接線連接PS4™。若連接LAN連接線，
將會優先以有線的方式連線。
•• 為了充分享受PS4™的機能，建議與網際網路連線。

若在電源啟動（電源指示燈：亮 白燈）的狀態下畫面沒有任何顯示，或出現影像紛亂的情形，
請觸碰 （電源）按鈕7秒以上（直至響起2次嗶聲）以關閉電源，之後再重新啟動電源。

•• 第一次使用控制器，或在其他PS4™上使用控制器時，需先為控制器進行登錄。
•• 完成控制器的登錄後，拔除USB連接線即可透過無線使用控制器。

初期設定時所設定的項目，及選擇[稍後再設定]或[略過]的項目，可進入機能畫面的
定)進行變更／設定。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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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操作

遊玩遊戲
機能畫面
會顯示機能項目的一覽。可確認最新資
訊，或傳送訊息給好友。
使用部分機能時可能需與網際網路連線
或登入PSNSM。

插入光碟。

從

(PlayStation®Store)下載遊戲

PlayStation®Store內可找到獨家遊戲、免費遊戲體驗版、增添樂趣的追加內容等各種
多彩多姿的內容。
若要使用PlayStation®Store，需先登入PSNSM。
此外檔案較大的內容，亦可不需等待下載結束而直接開始遊玩。

主頁畫面的內容區會顯示遊戲。
正面

分享遊戲體驗
透過線上服務，可上傳遊戲的螢幕截圖或遊戲遊玩過程的影像片段、或播送（串流）遊玩
過程。
若要使用此服務，需使用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SEN）的主帳戶登入PSNSM。
方向按鈕 上／
方向按鈕 下

使用單聲道耳機組

新建SEN帳戶

使用控制器

建立帳戶即可使用PlayStation®Store等服務。

充電

使用多台控制器

若要無線使用控制器，必須為電池充電。按住 （PS）按鈕不放，即可在畫面上確認剩餘
充電量。

您可同時使用4台控制器。
按下完成登錄（配置）的控制器的 （PS）按鈕，光條會亮燈顯示該控制器配置的顏色。顏
色取決於各使用者按下 （PS）按鈕的先後順序。第一位使用者是藍色、第二位是紅色、
第三位是綠色、第四位是粉紅色。

•• 可免費建立帳戶。
•• 使用時需與網際網路連線，並將系統軟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 PS4™上最多可建立16個帳戶。
•• 一定年齡以下的使用者若要建立帳戶（副帳戶），需先由父母或監護人建立帳戶（主帳
戶）。
•• PlayStation®3、PlayStation®Vita、或是個人電腦上建立的帳戶亦可在PS4™上使用。

關閉電源

啟動PS4™（當電源指示燈亮
指示燈亮 橘燈）。

白燈）或設為待命模式（當電源

選擇遊戲。

注意
請在電源指示燈熄滅後，再拔除交流電源線的插頭。在電源指示燈亮燈或閃爍時拔除
交流電源線，可能會造成資料毀損、消失或故障。

http://manuals.playstation.net/document/

安全指南
進入待命模式

請在機能畫面選擇 （設定）＞［PSNSM］＞［登入PSN］，並遵循畫面指示建立帳戶。

完全關閉電源

若已持有帳戶

在機能畫面選擇 （電源），並選擇［關閉PS4的電源］。畫面會關閉，電源指示燈閃爍
白燈後，便會熄滅。

單聲道耳機組需連接控制器使用。耳機組的初期設定為僅輸出聊天語音。

主頁畫面

從機能畫面選擇 （設定）＞ （用戶指南）。此文件載有如何使用每個機能、執行
設定、電池充電時間和其他操作的說明。
您亦可透過個人電腦或其他裝置閱覽用戶指南。

處於待命模式時，亦可透過USB連接埠為控制器充電，或保持登入PSNSM 的狀態。
在機能畫面選擇 （電源），接著選擇［進入待命模式］。畫面會關閉，電源指示燈在閃爍
白燈後會亮 橘燈。
若要解除待命模式，請按下控制器的 （PS）按鈕。

使用USB連接線連接PS4™與控制器。

若未持有帳戶

用戶指南

包含了安全使用PS4™主機的須知、主機規格及服務資訊。使用本主機前，請先詳
細閱讀安全指南。

請在機能畫面選擇 （設定）＞［PSN ］＞［登入PSN］，輸入登入ID與密碼，並選擇［登入］。
SM

單聲道耳機組

電源指示燈的燈號顯示

開始遊玩遊戲。

光條

麥克風

內容區
最近啟動的內容會由左到右依序顯示。

MIC開關

白燈

電源已啟動

亮

橘燈

待命模式

熄燈

USB連接埠
立體聲耳機／麥克風連接端

亮

電源關閉

固定夾
至PS4™
USB連接線

方向按鈕 上／
方向按鈕 下

結束遊戲
按住 （PS）按鈕，在顯示畫面上選擇
［結束應用程式］。

觸碰 （退出）按鈕。
" "、"PlayStation"、"DUALSHOCK"和" "為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 之註冊商標。
"
"和"PSN"亦為該公司之商標。
"SONY"和" "為 Sony Corporation 之註冊商標。"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亦為該公司之商標。

正面

內容資訊畫面
會顯示您選擇的內容相關最新資訊，若
要顯示最新資訊，需先登入PSNSM。

若要在待命模式下充電，需先進入 （設定）＞［省電設定］＞［設定待命模式中的機能］
＞［透過USB端子供電］打勾。

取出光碟

從遊戲中回到主頁畫面

The terms HDMI and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and the HDMI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DMI Licensing LL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按下 （PS）按鈕，可不需結束遊戲便能
回到主頁畫面。

在內容區選擇遊戲即可繼續遊玩。
退出按鈕

本公司保留在没有事先通知情況下，變更設計或規格之權利。
本文書中介紹的系統機能與圖像可能因使用之系統軟件的版本先後，而與您持有之主機不同。
此外本指南使用的插圖和畫面圖片可能會與實際商品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