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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Sony 推出全新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 F880 系列 

用戶可享受具有高解析度音訊的音效，並透過 NFC 技術 One Touch 分享及播放音樂 

 
 

 以頂尖 Sony 音響技術欣賞高解析度音訊的音樂 

 透過 NFC 技術 One Touch 即時播放及輕鬆分享音樂 

 於 Google Play™下載 Android 應用程式及遊戲 

 

香港‧2013 年 10 月 8 日 – Sony 今天推出全新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 NWZ-F880 系列，

讓用戶在外出時都能欣賞最佳音響質素的音樂。Sony 結合專利音響技術和高解析度音

訊，讓用戶體驗優美動人的原音。全新 Walkman
®
 F880 系列使音樂愛好者享受勝於一般

CD 音響質素的高解析度音訊；192 KHz/24bit 高解析度音訊檔案所儲存的音響資訊比標準

CD 高出六倍，用戶仿如置身錄音室或演奏廳現場。   

 

細味每個音符 

為了進一步提升用戶的聽覺享受，Walkman
®  

F880 系列結合了 Sony 多項獨有音響技術。

專為高解析度音訊而設的最新 S-Master HX 數碼放大器，可減低所有頻率範圍內的干擾和

噪音，帶來雄渾震撼的重低音或甜美的高音。數碼音質提升處理器 (Digital Sound 

Enhancement Engine) HX
1技術完美重現在壓縮過程中所流失的高音域音效，帶來純淨自然

的音質，並可把壓縮後的音響質素提升至超越 CD 的質素。Clear Audio+則可在整個聲音

頻譜中重現 Sony 所推介的極致清脆音質，確保重現清晰真實的原音。 

 

                                                           
1稍後透過系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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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音樂、更多遊戲、更多娛樂 

Walkman
®  

F880 系列配備 Android™ 4.1 操作系統，為用戶帶來無限精彩娛樂。裝置內預

載了多個專為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而設的應用程式供用戶選擇，包括電郵、遊戲、地

圖及媒體瀏覽器；亦可無線連接至 Google Play™，下載不斷增加的應用程式。 

 

Walkman
®  

F880 系列可連續播放 MP3 音樂達 35 小時或連續播放高解析度音訊  (96 

KHz/24bit) 達 26 小時，讓用戶享受悠長的音樂馬拉松樂趣。當戴上耳機時，數碼降噪技

術可隔除大部份環境雜音，並設有不同模式供選擇，以配合用戶身處在列車/巴士、飛機

或室內的環境使用。 

 

輕鬆享受 NFC 一觸連接功能 

用戶可透過 Hi-Fi 音響器材、家庭影院系統、揚聲器或耳機播放 Walkman
® 內的音樂。

F880 系列內置 NFC 功能，用戶只要將它輕觸其他具備 NFC 功能的裝置便可無線連接。

若裝置不具備 NFC 功能，也可透過傳統藍牙技術連接 Walkman
®  

F880 系列。 

 

日常生活最佳良伴 

機身纖薄小巧的 Walkman
®  

F880 系列經過精心設計，不論任何用途亦可操控自如，機身

設置 10.2 厘米闊 LCD 輕觸屏幕，而且機身旁邊更設有三個按鈕，即使放在口袋內也可以

輕鬆操作。Walkman
®  

F880 多媒體播放機系列擁有專為流動裝置而設的 TRILUMINOS™

顯示屏，展現清晰亮麗、色彩豐富的畫質，是觀賞影片、相片和遊戲玩樂的最佳選擇。  

 

Sony 全新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 F880 系列將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開始發售，售價為港

幣 2,480 元 (32GB)及港幣 3,180 元 (64GB)。 

 

Sony 高解析度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 NWZ-F880 系列的主要功能 

 享受高解析度音訊 ── Sony 多項技術包括 S-Master HX 等，用戶可體驗勝於一般 CD

的音響質素。 

 NFC 讓用戶輕輕一觸便可分享和收聽音樂 ── 即時透過具備 NFC 功能的 Hi-Fi 音響器

材、影院系統、揚聲器或耳機享受音樂。 

 發掘 Android 應用程式及遊戲 ── 透過 Android 操作系統，可支援 Google Play™內琳

瑯滿目的應用程式和精彩遊戲。 

 

用戶可選用多款 Sony 耳機，包括 MDR-1R、MDR-10RC、MDR-10RBT (被動操作) 及

XBA-H3，以享受高解析度音訊的體驗。而 Walkman
®  

F880 系列隨機附送的耳機(MDR-

NC31)並不兼容高解析度音訊。 

 

公開預售 

Sony 全新 Walkman® 多媒體播放機 NWZ-F880 系列於 2013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1 日公

開預售，顧客可於 Sony Store 專門店、Sony Store 網上專門店 (www.sony.com.hk/store)、

Sony 銷售熱線 (852) 2345-2966 及特約零售商訂購。顧客凡於預售期間購買 Walkman®  

NWZ-F880 系列，可享以下優惠： 

http://www.sony.com.hk/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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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預售優惠 

Walkman
®

 NWZ-F880 系列連高解析度

音訊耳機 XBA-H3 

- SD 記憶卡預載 5 首歌曲 (高解析度音訊) 

- hifitrack.com 音樂下載卡價值港幣 100 元 

- Sony NFC 揚聲器 SRS-BTV5 (黑色) 

Walkman
®

 NWZ-F886 或 F887 - SD 記憶卡預載 5 首歌曲 (高解析度音訊) 

- hifitrack.com 音樂下載卡價值港幣 100 元 

 

Sony Premium Services 

顧客凡購買全新高解析度 Walkman
® 多媒體播放機 F880 系列，即可選購 Sony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享用當中一系列服務及優惠，包括：(i) 延長產品保用；(ii) 50%折扣

享用增值服務(包括：系統/韌體更新*及維修機件收送服務等)；以及(iii) 20%折扣享用

Sony Studio 服務。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計劃(Walkman
® 隨身音響)：(i) 延長一年本地

保用:  HK$190；(ii)延長二年本地保用:  HK$340。有關 Premium Services 星級服務之詳

情，請瀏覽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只限合適的產品型號 

 

顧客查詢，請致電 Sony 銷售及服務熱線：(852) 2345-2966。 

 

 

有關香港業務拓展總部 

香港業務拓展總部(HKMC)是索尼香港的附屬公司，在香港及澳門提供 Sony 消費者產品

及廣播與專業產品的有關銷售、市務推廣及售後服務。欲知更多有關 Sony 產品及服務的

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sony.com.hk。 

 

關於 “make.believe” 

“make.believe” (make dot believe) 是索尼集團的統一品牌訊息，涵蓋旗下的電子產品、遊

戲、電影、音樂、流動電話及網絡服務。“make.believe”標誌著 Sony 的創造精神，以及將

意念轉化成真實的能力，並堅持「創新源於好奇、夢想成就未來」的信念。 

 

### 

 

 

 

 

 

 

 

 

 

 

 

http://www.sony.com.hk/premiumservices/
http://www.son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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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高解析度音訊產品 – Walkman
®
 F880 系列的產品規格: 

型號 NWZ-F887 NWZ-F886 

兼容高解析度音訊 

 (不包括隨機耳機) 

容量 64GB 32GB 

操作平台 Android™  4.1 版本 

顯示  

大小/解像度 4.0 吋 (10.2 厘米) / WQVGA(854 x 480 像素) 

面板類型 TFT 彩色顯示屏 

介面  

USB 高速 USB(兼容 USB 2.0) 

耳機 立體聲迷你插頭  

WM-PORT WM-PORT(多用途連接端子):22 針 

FM 收音機  

FM 頻率範圍 87.5 至 108.0 MHz 

天線 耳機導線天線 

無線區域網絡 IEEE 802.11a/b/g/n 

藍牙 傳訊系統: 藍牙規格 3.0 版本 

感應器  

加速度計 GPS 接收/加速度計 

揚聲器 單聲道 

麥克風 單聲道 

輸出 (耳機) 頻率響應: 20 至 40,000 Hz 

音效強化功能 ClearAudio+(開/關) 

5 種波段均衡器 

清晰重低音 

環迴立體聲 

DSEE 數碼音質提升處理器(開/關) 

動態等化器 (開/關) 

清晰立體聲(開/關) 

Clear Phase (開/關) 

xLOUD(開/關) 

電源 內置可充電式鋰電池/ USB 電源 (由電腦經 USB 連接到播放

器) 

充電時間 約 3 小時 (由 USB 充電) 

操作溫度 5 'C 至 35 'C (41 'F 至 95 'F) 

隨機配件  "WALKMAN" 播放器 (1) 

耳機 (1) (此耳機不支援高解析度音訊品質) 

耳塞 (1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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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導線 (1) 

快速啟動指南 

體積 59.9 x 116.6 x 8.5 毫米 

重量 103 克   

 

*1  可使用的容量或會改變。某部分的容量會被預留作數據管理用途。 

*2 實際可使用的容量供應用程式軟件包括原廠預載的應用程式。 

“Walkman” 播放器的規格及設計或可能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