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規格
‧使用電源：AC 110V 60Hz 或 DC 12V UM-2(C-SIZE)×8
‧輸出功率：瞬間最大 60W(P.M.P.O.)
‧消耗功率：15W
‧喇叭：2W/8Ω
‧調諧器
頻率範圍：AM 540KHz～1600KHz，FM 88MHz～108MHz
‧卡式錄放音座
頻率響應：125Hz~6300Hz
錄音系統：直流偏壓
磁帶速度：4.75cm/sec
‧雷射碟盤
頻率響應：127Hz~10000Hz
信號/雜音比：50dB
取樣頻率：44.1KHz
‧尺寸：235(寬)×225(深)×118(高)mm
‧重量：1.6Kg
‧附件：AC 電源線×1
※產品、規格如有變更時，恕不另行通知。
製造年份：2007 年製
進 口 商：十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 361 號 5 樓
電
話：(02)2883-2435
製 造 商：KENWIN INDUSTRIAL (HK) LTD.
產
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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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本機使用時，如聲音變調或速度變慢，很可能為電力不足，此時請更換所有電池。
‧本機結構精密，切勿重摔或自行拆解。
‧長期間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取出或將插頭從電源插座上拔下。
‧為確保本機運作正常，使用壽命長，切勿將其置於高溫高濕處。
‧拉起或放下提把前，應先將 FM 伸縮天線收回，CD 上蓋未蓋回，切勿拉起提把。
‧拉出、收回或調整天線時，請勿過份用力，以免損壞天線。
八、緊急處理方法
‧萬一本機發生故障，請先關掉電源，再將電源插頭拔起，並請連絡本公司，本公
司將熱誠地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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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D 碟片
1.CD 碟片使用完畢後應立即放回 CD 儲存盒中，可避免遭嚴重刮傷。
2.擦拭 CD 碟片時，請用柔軟的布由內向外擦或使用 CD 碟片自動清潔器。
3.請勿將 CD 碟片長時間曝露在陽光、重濕氣或高溫下，以免變形。
4.請勿在 CD 碟片的表面黏貼紙或膠帶。
5.不可使用溶劑來清潔 CD 碟片，如：輕油劑、酒精或防靜電的噴劑。
6.當雷射讀取頭有灰塵或指印時，可能會造成跳音現象，此時請以吹氣刷或棉
花棒輕輕拂拭即可，或使用雷射鏡頭清潔片來清除。
六、簡易故障排除
使用中如有任何不正常的情況出現，請先檢查以下幾點：
故障現象
無聲

檢查項目
‧音量旋鈕是否轉至適當位置？
‧檢查是否接了耳機？
‧檢查電源插頭是否鬆掉？
‧檢查電池是否電力不足或極性排列錯誤？

有強烈的嗡嗡聲或雜音

‧機體放的位置是否太靠近電視、電腦、錄影機或
行動電話？
‧調整天線方向

無法錄音

‧檢查是否未放入卡帶？
‧檢查卡帶是否已轉到底？
‧檢查卡帶下方是否有誤消音保護片，如果沒有，
請用膠帶貼住洞口。

按放音鍵後，卡帶不轉動

‧檢查是否按了暫停鍵？
‧檢查卡帶內的磁帶是否太鬆？請用筆桿轉緊後再
重新放入。

無法錄音或放音聲音太慢

‧檢查放音或消音磁頭是否髒了？
‧檢查卡帶是否卡住磁頭了？
‧檢查電池電力是否不足？

CD 碟片放入後，液晶顯
示幕上未出現曲目總數

‧CD 碟片放置錯誤，請印刷面朝上，重新放入。
‧檢查 CD 碟片是否髒了？
‧檢查 CD 碟片是否嚴重變形扭曲？
‧檢查 CD 碟片是否有刮傷？
‧檢查電壓及電池電力是否不足？

CD 碟片某曲段
無法正常播放

‧檢查 CD 碟片是否髒了？
‧檢查 CD 碟片是否有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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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覆上述步驟，直到所有曲目被記憶儲存，最多可記憶 20 首。
6.連續按曲目編輯鍵(PROGRAM)，可依序檢查已編輯的曲目。
7.按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液晶顯示幕顯示”PROG”字樣，即開始
編輯曲序的放音。
8.按 CD 停止鍵(STOP)可停止放音。
9.按曲目編輯鍵(PROGRAM)，再按一次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可
恢復編輯曲序的放音。
※編輯途中打開 CD 上蓋、切換其他功能或關閉電源時，編輯的曲序即取消。
E.重覆放音(本功能請在放音狀態下使用，亦適用於編輯曲序的放音)
1.按重覆放音鍵(REPEAT)一次，液晶顯示幕出現”REPEAT1”字樣，會重覆播放目
前所在的曲目。
2.再按重覆放音鍵(REPEAT)一次，液晶顯示幕出現”REPEAT ALL”字樣，則不斷重
覆播放 CD 光碟片上所有的曲目。
3.再按重覆放音鍵(REPEAT)一次，液晶顯示幕”REPEAT ALL”字樣消失，即取消重
覆放音模式。
※放音中，按 CD 停止鍵(STOP)、切換其他功能或關閉電源時，重覆放音功能
即取消。
五、維護須知
※警告：清潔前請關掉電源並把電源線自電源插座中拔下，定期小心的保養保持機
器的良好效果及延長使用壽命。
(一)電源
長時間不使用本機時，請將電源線自電源插座中拔下並將電池室內的電池取
出，以避免產生腐蝕，如電池室內有漏液現象或不潔時，請徹底地清潔電池室
並更換新電池。
※注意：送修前請先更換新電池試試，或許可解決問題。
(二)機器外殼的清潔
本機外殼有灰塵及雜質時，以沾濕的抹布擦拭即可，不可使用刺激性的清潔
劑、溶劑或粗糙的清潔用品擦拭，以免對外殼的表面造成損傷或刮痕。
(三)錄音磁頭的清潔
磁頭上的氧化物會導致卡帶的聲音劣化、音量減小及卡帶音源的消失，建議應
定期用棉花棒或軟布沾酒精輕輕擦拭錄放音頭、壓帶輪及驅動軸，同時應避免
讓磁性或金屬物體接近磁頭，以免磁頭被磁化，而使噪音增加、音調失真。
(四)卡帶的選擇
請使用優良品質的卡帶，以避免造成錄放音磁頭的磨損及其他零件的不良。
C120 的卡帶因磁帶太薄，可能會發生絞帶現象，並不適用於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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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動停止
卡帶放音或錄音時，當磁帶轉到盡頭，卡座放音鍵(PLAY)或卡座錄音(REC)
會自動跳起並停止運轉。
D.錄音自動電平控制(ALC)
本機具有自動電平控制功能，因此錄音時不需調整音量。
(三)CD 碟盤：本機可播放 CD、CD-R、CD-RW 光碟片
A.放音
1.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於”CD”位置。
2.自 CD 匣門開啟處(OPEN)掀開 CD 匣門，將 CD 光碟片印刷面朝上放入 CD 匣中，
再確實蓋妥 CD 匣門，數秒鐘後液晶顯示幕會出現 CD 光碟片的總曲目數。
3.按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即自第一首曲目開始放音，液晶顯示幕出
現””符號及被播放的曲目數字。
※如未放入 CD 光碟片，液晶顯示幕會出現”no”字樣。
4.放音中按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可暫停放音，液晶顯示幕””符號
及播放曲目同時閃動，再按一次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則可恢復放
音，同時””符號及播放曲目停止閃動。
5.按 CD 停止鍵(STOP)可停止放音，液晶顯示幕會顯示 CD 光碟片的總曲目。
B.跳播選曲：可迅速選擇 CD 光碟片中想要欣賞的曲目。
1.在放音停止狀態下，按 CD 逆向選曲鍵(SKIP)或 CD 順向選曲鍵(SKIP)，可
逆向或順向選擇曲目，再按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即開始放音。
2.放音中，輕按 CD 順向選曲鍵(SKIP)，可選下一首曲目。
3.放音中，輕按 CD 逆向選曲鍵(SKIP)，可將正在放音的曲目從頭放音。
4.放音中，連續按 CD 逆向選曲鍵(SKIP)兩次，可選上一首曲目。
5.暫停放音中，按 CD 順向選曲鍵(SKIP)一次，可選下一首曲目，再按 CD 放音
/暫停鍵(PLAY/PAUSE/)即可放音。
6.暫停放音中，按 CD 逆向選曲鍵(SKIP)二次，可選上一首曲目，再按 CD 放音
/暫停鍵(PLAY/PAUSE/)即可放音。
C.快速尋曲：可快速於 CD 光碟片所在曲目中尋找您想要的曲段。
‧放音中，按住 CD 順向選曲鍵(SKIP)或 CD 逆向選曲鍵(SKIP)，可順向或逆
向尋找曲段。
D.編輯曲序：可依您個人喜好重新編輯光碟片播放順序，最多可記憶 20 首曲目。
請在停止放音狀態下進行設定。
1.自 CD 匣門開啟處(OPEN)掀開上蓋，在 CD 匣座放入欲編輯曲序的 CD 光碟片。
2.按曲目編輯鍵(PROGRAM)，液晶顯示幕顯示”PROG 01”閃動字樣，隨即變”00”。
3.按 CD 逆向選曲鍵(SKIP)或 CD 順向選曲鍵(SKIP)選擇曲目。
4.再按一次曲目編輯鍵(PROGRAM)，液晶顯示幕顯示”PROG 02”閃動字樣，隨即
變成”00”，即完成第一首曲目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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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部名稱
音量旋鈕(VOLUME)
功能選擇開關 FUNCTION(CD/TAPE(OFF)/RADIO)
耳機插孔( )
CD 順向逆向選曲鍵(SKIP、SKIP)
曲目編輯鍵(PROGRAM)
液晶顯示幕
卡座操作鍵：
暫停鍵(PAUSE) 停止/起匣鍵(STOP/EJECT/)
倒退鍵(REW) 放音鍵(PLAY) 錄音鍵(REC)
重覆放音(REPEAT)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
CD 停止鍵(STOP)
CD 匣門開啟/關閉處(OPEN/CLOSE)
提把
電台指針
電台旋鈕(TUNING)
波段選擇開關(BAND)
FM 伸縮天線
AC 電源插座(～AC)
電池室

快速前進鍵(F.FWD)

二、電源供給
打開背面電池蓋，依標示極性，正確放入 2 號電池 8 只後，再裝妥電池蓋；亦可不
使用電池，將 AC 電源線一端插入本機 AC 電源插座，另一端則接至 AC 110V 電
源插座。
※本機之 AC 電源線僅適用 AC 110V 電壓。
※注意：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機器內的電池取出，以免電池漏液損壞機器。
三、使用耳機
欲使用耳機聆賞時，將 3.5mm 立體耳機接於耳機插座( )中即可(此時喇叭的聲
音將被中斷)，再調整音量旋鈕(VOLUME)至適當的聆賞程度。
四、使用說明
(一)收音機
1.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至”RADIO”位置。
2.將波段選擇開關(BAND)切換至想聽的波段(FM 或 AM)。
3.旋轉電台旋鈕(TUNING)調整至喜歡的節目。
4.調整音量旋鈕(VOLUME)至適當的聆賞程度。
5.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至”TAPE”位置，即關閉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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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接收效果
FM：將 FM 伸縮天線拉起，調整角度和方向可取得較佳的接收效果。
AM：調整機器的方向，可取得較佳的收聽效果。
(二)錄/放音座
A.放音
1.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至”TAPE”位置。
2.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打開卡座，放入錄音帶，並蓋妥蓋子(取
出時亦同)。
3.按下卡座放音鍵(PLAY)即可放音，調整音量旋鈕(VOLUME)至適當音量。
4.按卡座快速前進鍵(F.FWD)或卡座倒帶鍵(REW)，可快速運轉，當卡帶到
達想要的位置時，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
※當快速前進或倒帶到錄音帶兩端盡頭時，需按卡座停止/起匣鍵
(STOP/EJECT/)，卡座快速前進鍵(F.FWD)或卡座倒帶鍵(REW)才
會跳起。
5.中途欲暫停放音時，按下卡座暫停鍵(PAUSE)即可，再按一次則恢復正常放
音。
6.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即停止放音。
B.錄音
(a)收音機的錄音
1.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至”RADIO”位置。
2.調整波段選擇開關(BAND)選擇想聽的波段(FM 或 AM)，並旋轉電台旋鈕
(TUNING)選擇想要錄音的節目。
3.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打開卡座，將空白錄音帶放入卡座中，蓋
妥卡匣門，按下卡座錄音鍵(REC)，卡座放音鍵(PLAY)亦會同時被按下，即
開始錄音。
4.欲暫停錄音時，按卡座暫停鍵(PAUSE)即可。
5.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則可停止錄音。
(b)CD 光碟片的錄音
1.將功能選擇開關(FUNCTION)切於”CD”位置。
2.自 CD 匣門開啟處(OPEN)掀開 CD 匣門，放入 CD 光碟片，再確實蓋妥 CD 匣門。
3.按下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打開卡座放入空白錄音帶。
4.按卡座暫停鍵(PAUSE)後，再按下卡座錄音鍵(REC)，卡座放音鍵(PLAY)
亦會同時被按下。
5.按 CD 放音/暫停鍵(PLAY/PAUSE/)二次，使 CD 在暫停狀態準備放音。
6.當一切準備就緒，請同時按卡座暫停鍵(PAUSE)及 CD 放音/暫停鍵
(PLAY/PAUSE/)，即開始錄音。
7.按卡座停止/起匣鍵(STOP/EJECT/)則可停止錄音。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