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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開機

配戴頭戴式顯示器

觀看影片

1. 充電

2. 配戴頭戴式顯示器

3.  開機

在網站上觀看影片

觀看從電腦複製的影片

開始使用前，請先閱讀本產品隨附使用說明書中的「安全使用須知」。使用說
明書提供本產品詳細的操作與觀看影片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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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說明書

關閉
按住電源按鈕至少一秒。選取畫面顯示的 [關機 ]。

在產品開啟時關閉螢幕 (睡眠模式 )
短暫按下電源按鈕，本裝置即可進入睡眠模式。再次短暫按下電源按

鈕，可從睡眠模式喚醒本裝置。

十字方向鍵 (觸控感測器 )
移動圖示或已選取項

目。

按住即可捲動。

輸入鍵
選取或確認項目，或啟

動應用程式。

觸控板
點擊
輕觸。

拖曳
選取圖示或已顯示項

目，然後拖曳手指。

使用控制器

安裝遮光片
若您的視野受到外面的光線影響，請安裝遮光片。

傾斜遮光片，然後將含突出部位推入頭戴式顯示器，
直到卡入定位。

耳機麥克風

變壓器 USB 纜線

眼鏡腳橡膠墊

攜行袋

頭戴式顯示器

提供實用提示及支援資訊。

https://moverio.epson.com/

控制器

遮光片 鏡座 眼鏡專用鼻墊

包裝內容物

Moverio 網站資訊

A	用兩手展開支臂，戴上頭戴式顯
示器。

Copyright©2016 Seiko Eps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China XX.XX.-XX(XXX)    2016.9

B	連接耳機麥克風。

C	戴上耳塞式耳機。

* 初次充電約需 5 小時的時間。

MOVERIO

按下電源按鈕，直到 
LED 指示燈亮起。

開始啟動時，啟動畫面會顯示在頭戴式顯示

器中。啟動完成時，會顯示首頁畫面。

C	插入變壓器。

A	連接頭戴式顯示器與控制器。 
插入，直到卡入定位。

B	以 USB 纜線連接控制器與
變壓器。

閃爍淡藍燈 ：開始充電。
淡藍燈恆亮 ：充電完成。

https://moverio.epson.com/


在網站上觀看影片
設定網路
設定 Wi-Fi 即可在無線 LAN 環境下存取網際網路。

請在進行設定前檢查下列各項
• 要用以連線的無線 LAN 存取點或公用無線 LAN 服務的 

SSID (網路名稱 )。
• 連線至網路的密碼與安全性類型 (如果有啟用安全性 )。

A	在首頁畫面選取 [  ]。

此時會出現應用程式清單畫面。

B	在應用程式清單畫面選取 [  ]。

此時會出現設定畫面。

C	選取 [無線與網路 ] - [Wi-Fi]。

D	如果選取 [關閉 ]，請將其設為 [開啟 ]。

此時會顯示可用的 SSID (網路名稱 )。

E	選取要連線的 SSID (網路名稱 )。

觀看從電腦複製的影片
複製資料至本產品

Windows
支援 Windows Vista 及更新版本的 Windows。

OS X
前往 Android 官方網站安裝 Android File Transfer 
至您的電腦。

圖片庫支援的檔案格式
• 影片：MP4 (MPEG4+AAC)、MPEG2 (H.264+AAC)、

VP8
• 靜態影像：JPEG、PNG、BMP、GIF

A	透過 USB 纜線連接控制器與您的電腦。

電腦會將控制器辨識為可攜式裝置。

B	開啟可攜式裝置，再將您想觀賞的資料複製至內部儲
存空間或 microSD 卡中。
資料複製完成後，請拔下 USB 纜線。

在圖片庫中觀賞已複製的資料

A	在首頁畫面選取 [  ]。

此時會出現應用程式清單畫面。

B	在應用程式清單畫面選取 [  ]。

此時會出現圖片庫主畫面。

C	選取要檢視的資料。

選取 [  ] 顯示應用程式選取畫面。
選取 [影片播放器 ] 開始播放資料。

播放影片時的操作

A

B

A	暫停
選取螢幕會顯示暫停按鈕。選取 [  ] 即可暫停播放。

B	影片時間點

左右拖曳 [  ]，即可變更開始播放的時間點。

使用瀏覽器
連線至網際網路以及在網站上觀看影片。

A	在應用程式清單畫面選取 [  ]。

此時會出現瀏覽器畫面。

B	選取 URL 欄位，然後輸入搜尋關鍵字或 URL。

輸入文字
當您選取可以輸入文字的位置時，軟體鍵盤會顯示。使

用鍵盤輸入文字。

變更文字輸入模式
按下 [?123] 鍵或 [ABC] 鍵可切換鍵盤上的字元，按下  
[↑ ] 鍵可切換大寫和小寫字母。

若使用市售 microSD 卡

將記憶卡插入控制器上的 microSD 卡槽，再複製資
料。

支援的記憶卡
• microSD 卡 (最高 2 GB)
• microSDHC 卡 (最高 32 GB)

* 本產品未隨附 microSD 卡。

移除 microSD 卡

A	在應用程式清單畫面選取 [  ]，再依序選取  
[儲存空間 ] - [卸載 SD 卡 ] - [確定 ] 即可安全移
除記憶卡。

B	開啟護蓋，依照圖示箭頭方
向按下 microSD 卡一次，再
移除記憶卡。

F	輸入密碼，然後選取 [連線 ]。

狀態列顯示 [  ] 時，設定即完成。

Wi-Fi®、Wi-Fi Direct ™ 及 Miracast ™ 皆為 Wi-Fi Alliance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Windows、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Media 為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北美洲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OS X 為 Apple Inc. 的註冊商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