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名稱

使用說明書

USB連接埠

SCPH-1000R

HDMI輸出連接埠
RESET按鈕
POWER按鈕
POWER指示燈
OPEN按鈕
控制器連接埠

L2按鈕、R2按鈕、
L1按鈕、R1按鈕

方向按鈕
按鈕、
按鈕、

按鈕、
按鈕

START按鈕
SELECT按鈕

感謝您購買PlayStation®Classic。
您可以盡情遊玩本主機預載的遊戲。

警告

使用前須知事項

為避免觸電，請勿打開外殼擅自分解。維修僅能由專業的維
修人員進行。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詳細閱讀本說明書以及交流電轉換器（未
隨附）隨附的說明書，並妥善保存，以備將來參考之用。家長
及監護人應詳讀相關說明書並確保兒童遵守安全注意事項。

製造年月：請見產品本體標示
製造號碼：請見產品本體標示

光敏感/癲癇/突發性疾病
有極少數人，當看到某些亮光或閃光時，可能會有癲癇發作
或暫時性眩暈的情形。如果這些人看到電視螢幕上的某些圖
案或背景，或者在遊玩遊戲時，可能會引發癲癇或暫時性眩
暈。某些從未有過癲癇的人，也可能在這些情況下被引發出
來。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癲癇狀況或任何突發性疾病，在遊
玩遊戲前請先洽詢醫生。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有以下任何一種健康問題或症狀，請立即
停止使用，必須先洽詢醫生，才能繼續遊玩遊戲：
ˎˎ 頭暈，
ˎˎ 視覺障礙，
ˎˎ 眼睛或肌肉抽動，
ˎˎ 意識不清，
ˎˎ 精神恍惚，
ˎˎ 突發性疾病，或者
ˎˎ 不自主的動作或肌肉抽動。

必須經醫生許可才能繼續遊玩遊戲。
減少發病可能性的遊戲使用和操作注意事項
ˎˎ
ˎˎ
ˎˎ
ˎˎ

請在光線良好的地方使用，並且盡量與電視螢幕保持遠距
離。
避免使用大螢幕電視機。請使用尺寸最小的電視螢幕。
避免長時間使用本主機。每玩1小時請休息15分鐘。
避免在您疲勞或需要睡眠時遊玩。

關於安全
本產品是在充分重視安全性能的情況下設計的。但如果使用
不當，任何電器產品都有可能引起火災觸電或人身傷害的潛
在危險。為確保安全操作，請遵循以下各項規則：
ˎˎ 遵守所有警告條文、注意事項及使用說明。
ˎˎ 定期檢查USB連接線是否有損壞。
ˎˎ 如果裝置出現動作不正常，或者發出異常聲音或氣味，或因過
熱而無法觸碰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從電源插座中拔下交流
電轉換器（未隨附）及所有的其他連接線。
ˎˎ 關於產品安全與支援的詳細資訊，請瀏覽官方網站 ˎ
「更多資訊」)。
（

使用和保養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您僅可遊玩本主機中預載的遊戲。無法下載或遊玩其他遊
戲，亦無法播放PlayStation®規格的軟件光碟及音樂CD。
只有隨附的控制器支援本主機。
本主機記憶體儲存有限的遊戲保存資料。不支援記憶卡等
外部儲存裝置。
部分遊戲的機能和遊戲體驗可能與過去發售的PlayStation®
主機所呈現的有所不同。
請勿放置在封閉的櫃子或其他可能積熱的場所中使用。否
則可能會導致主機過熱並引起人身傷害或故障。
若主機內部溫度升高，會顯示訊息。遇此情形時，立即關
閉主機電源並暫時中止使用。待主機確實冷卻後，才將主
機搬移至通風良好的場所並繼續使用。
請在光線良好的地方使用，並與電視螢幕保持一段安全距
離。
避免長時間使用主機和控制器。
若您在操作控制器時忽然開始感覺疲勞，或手臂、手腕感
覺不舒服或疼痛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主機。如果不良症狀
持續存在，請立即就醫。
若您有遭遇下列健康問題，請立即停止使用主機。如果不
良症狀持續存在，請立即就醫。
––頭昏眼花，噁心、疲勞或類似暈船感覺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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ˎˎ

––當眼睛、耳朵、手臂、手腕等，身體一部分感覺不舒服
或疼痛時
請將主機、附屬品及細小零件放置在幼童拿不到的地方保
管。
請將本產品放在兒童拿不到的地方保管。兒童可能會誤吞
小零件或用連接線纏繞自己，而造成身體損傷或導致意外
發生、機器故障。
連接HDMI連接線前，請務必先從電源插座拔下交流電轉
換器（未隨附）。
與主機連接的任何電視機或配件，必須為操作正常且沒有
任何損壞。若與主機連接的電視機或配件有任何問題或損
壞，可能會損壞電視機或配件、或主機本身。所有的電子
產品，若與任何有問題或損壞的配件連接，或所連接之電
源插頭未有正確連接線路，皆可能會導致出現火花，引起
火災。
請勿在雷雨天氣中，觸摸主機、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
連接線或附屬品。
切勿在靠近水的場所使用主機或附屬品。
請勿讓液體、小零件或其他異物掉入主機或附屬品中。
請勿觸摸主機或附屬品的端子部分。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請勿將主機或附屬品暴露在灰塵、煙霧或蒸氣中。此外，
請勿將主機放置在有大量灰塵或香煙煙霧的場所。
請勿將主機或附屬品放在高溫、濕氣極重或受日光直射的
地方。
請勿將主機或附屬品放在不平穩、傾斜或易受震動的地
方。
請小心搬運主機及其附屬品。若您未確實拿好，可能會導致
主機和附屬品掉落並有造成損壞或人身傷害的潛在性危險。
請勿在主機記憶體保存或載入資料時關閉主機的電源。
請勿在POWER指示燈亮綠燈時切斷主機與電源的連接。否
則可能會造成資料遺失或毀損、或主機損壞。
請勿於主機上站立或放置物品，且請勿在主機上堆放其他
裝置。
請勿將主機和與其連接的附屬品放置在地板或可能絆倒人
的地方。
請勿讓身體長時間接觸使用中的主機。長時間接觸可能導
致低溫灼傷。
主機與電漿電視（Plasma TV）或投影*電視機連接時，切
勿讓畫面長時間顯示同一個靜態影像，否則可能會導致模
糊影像的永久殘留。
* LCD螢幕類型除外

通風孔
請勿阻塞任何通風孔。為維持良好的通風，請遵循以下各項
規則：
ˎˎ 將主機放置在距離牆壁至少10 cm以上的場所。
ˎˎ 切勿放置在有長纖維的地毯或毛毯上。
ˎˎ 切勿放置在狹窄或擁擠的空間中。
ˎˎ 請勿用布覆蓋。
ˎˎ 切勿讓灰塵堆積在通風孔中。

切勿分解、改造主機或附屬品
使用本產品時請務必遵守產品基本文書記載的指示說明。嚴
禁擅自分解或改造本產品，並禁止分解和使用其電路結構。
擅自分解本產品將喪失所有保證權益。切勿擅自維修本產品
內部的配件。

結露現象
若把主機從寒冷的地方直接搬放到溫暖的場所，主機內部可
能會凝結水氣並導致無法正常運作。此時，請關閉電源，並拔
下主機電源插頭。在水氣尚未蒸發前，請勿使用主機（水氣蒸
發可能需要數小時）。如果主機仍無法恢復正常的話，請聯絡
客戶服務熱線（ 「更多資訊」）。

清潔
為了安全著想，請在開始清潔主機或已連接之附屬品前，先
自電源插座中拔下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

外殼表面（主機和控制器的塑膠蓋）
請遵循以下使用說明，以免產品外殼變形或變色。
使用軟布輕柔擦拭。
ˎˎ 切勿使用殺蟲劑或其他具揮發性的物質。
ˎˎ 切勿在產品外殼上長時間放置任何橡膠或乙烯基材質。
ˎˎ 切勿使用溶劑或其他化學藥劑。切勿使用經化學處理的擦
布擦拭。
ˎˎ

通風孔
當主機通風孔堆積灰塵時，使用低功率的吸塵器去除灰塵。

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與USB連接線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ˎˎ

請先連接HDMI連接線後再將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插
入電源插座。在連接至主機前，請確認電視機並未插入電
源插座。
請使用指定規格的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否則可能會
引起火災或觸電。
請勿用濕手觸摸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的插頭。
請勿損壞USB連接線。使用損壞的連接線或端子可能會引
起火災或觸電。
請避免誤踩或掐擠USB連接線，尤其是端子和自主機延伸
出來的連接線更需注意。
請勿改造USB連接線。
請勿在USB連接線上放置重物。切勿拉扯連接線。
請勿將USB連接線放置在靠近加熱設備的場所，且切勿讓
連接線暴露於高溫中。
在主機連接至電源前，需確認連接埠、端子、電源中或其
上是否附著灰塵或有異物。插頭或端子變髒時，連接前請
使用乾布擦拭。灰塵或異物可能會引起火災或觸電。
當您準備開始清潔、移動，或打算長時間不使用主機時，
請自電源插座中拔下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拔下時，
請抓住USB連接線端子筆直地從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
拔出。切勿拉扯連接線或強制朝特定方向拔出。
請勿將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插入變壓器或反相器。將
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插入海外旅行者使用的變壓器或
汽車專用的反相器，可能會導致灼傷或故障。

端子
主機或USB連接線的端子部位出現髒污時請勿繼續使用。未
去除髒污前若繼續使用，可能會阻塞電流通過。此時應使用
乾布去除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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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主機
如圖所示連接主機。
請使用隨附的連接線。
ˎˎ 完成所有連接後，再將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插上電源插座。POWER指示燈會短暫亮起橘燈。
ˎˎ 請詳細閱讀所有已連接裝置的使用說明書。
ˎˎ

POWER按鈕/POWER指示燈

HDMI輸入連接埠

至電源插座

USB連接埠
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
HDMI連接線
USB連接線

使用支援5 V、1.0 A USB
（A型）輸出的交流電轉
換器。

連接控制器
將控制器插入控制器連接埠。自己一個人遊玩時，將控制器插入連接埠1。

啟動／關閉主機
將電視機的輸入切換到HDMI，然後按POWER按鈕。主機電源啟動後，POWER指示燈會從橘燈變為綠燈，然後電視機上顯示主
頁畫面。
再次按下POWER按鈕，可關閉主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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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玩遊戲
開始遊戲

主頁畫面

使用控制器的左／右方向按鈕選擇遊戲。
顯示遊戲開始畫面。

保存
您可以將游戲資料保存於虛擬記憶卡上。
保存和載入資料的方法因遊戲而異。
在主頁畫面上選擇[MEMORY CARD]，查看或刪除所選遊戲的
保存資料。

更換光碟
可能需要更換收錄在多張光碟上PlayStation®規格軟體的虛擬
光碟。若畫面上顯示需更換光碟的訊息，按主機上的OPEN按
鈕。

MEMORY CARD（記憶卡）
RESUME POINT（紀錄點）

所選遊戲

請注意按下OPEN按鈕為啟用更換虛擬光碟，而不會打開主
機。

回到主頁畫面
按主機上的RESET按鈕。遊戲會關閉，目前的遊戲狀態將保
存為紀錄點。
ˎˎ 一個遊戲可保存一個紀錄點。若已存在紀錄點，您可以選
擇覆寫。
ˎˎ 在主頁畫面選擇[RESUME POINT]，以從您上次停止的地方
繼續遊玩。

RESET按鈕

OPEN按鈕

如果主機無法辨識您的控制器
請按下主機上的RESET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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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本公司保留在沒有事先通知情況下，變更設計或規格之權
利。

POWER指示燈狀態

本說明書使用的插圖和畫面圖片可能會與實際產品不同。

熄燈
主機已關閉。

影像輸出

橘燈

720p、480p

主機待命中。

聲音輸出

綠燈

線性PCM

主機已啟動。

輸入／輸出
HDMI™輸出連接埠

交替閃爍橘燈和綠燈

USB連接埠（微型B）*

主機過熱。

控制器連接埠 × 2

請從電源插座拔下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並暫時將主機
放置在通風良好的位置。

電源*
5V

紅燈

1.0 A

最大額定電力
5W

外觀尺寸（不包括控制器）
約149 × 33 × 105 mm（寬 × 高 × 深）

重量
主機：

約170 g

控制器：

約140 g

操作溫度
5 ℃～35 ℃
* 要使用本主機，需要市售的USB交流電轉換器（未隨附）。請
使用支援5 V、1.0 A USB（A型）輸出的交流電轉換器。不保證
所有交流電轉換器均與主機相容。
本產品中內建的軟件乃受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限
制授權。詳情請閱覽以下網站：ˎ
doc.dl.playstation.net/doc/psclassic-e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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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過熱。
主機將自動關閉。請從電源插座拔下交流電轉換器（未隨
附），並暫時將主機放置在通風良好的位置。

硬件保用

更多資訊

有關各地區的保用條款及細則，請瀏覽官方網站ˎ
asia.playstation.com的「支援」頁面，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ˎ
（ 「更多資訊」）。

PlayStation®Classic網站

版權與商標
" "和"PlayStation"為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之註
冊商標或商標。
"SONY"和"

有關本產品的更多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rd.playstation.com/psclassic/

支援
官方網站的PlayStation®產品支援網頁，提供產品的最新常見
問題和解答。
客戶服務熱線：0809-079-888 (限市話) 、(02)2735-5398 。
asia.playstation.com

"為Sony Corporation之註冊商標或商標。

The terms HDMI and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and the HDMI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有關第三方軟體及開源軟體的授權和版權，請瀏覽ˎ
doc.dl.playstation.net/doc/psclassic-oss/或參閱該軟體隨附的
資訊。
所有其他商標皆屬相關原著作權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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