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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組裝組裝組裝    

配件介紹配件介紹配件介紹配件介紹    

檢查產品包裝盒內是否有下列物品： 

� 移動設備 

� 電池 

� 充電器 

� 數據線 

� 耳機 

 

裝置部位圖裝置部位圖裝置部位圖裝置部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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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按鍵按鍵按鍵    

按鍵        功能    

    電源/  

鎖定鍵    

開機 (緊按住)；進入電話選項 (緊按住)；關閉

和鎖定觸控式螢幕或打開觸控式螢幕。 

    
選項鍵    

打開當前螢幕上可用的選項清單；在使用某些

應用程式時打開可用選項清單。 

    
主頁鍵    

返回到主螢幕；打開最近應用程式的清單 (緊按

住)。 

    
返回鍵    返回到上一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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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鍵    調整設備的音量。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 SIMSIMSIMSIM 卡卡卡卡、、、、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與電池與電池與電池與電池    

1. 取下後蓋。  

� 取下後蓋時，請務必小心操作，避免傷及指甲。 

 

2. 本移動設備支援雙 SIM 卡插槽，上層為卡一、下層為卡二；將 SIM 卡插入設

備，使其金色觸點面向下。 

 

3. 將記憶卡的金色觸點面向下，插入記憶卡，將記憶卡推進記憶卡槽，直至鎖

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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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設備可使用 microSD™ 或 microSDHC™ 記憶卡，容量最高為 32 GB (取決

於記憶卡製造商和類別)。 

 

4. 插入電池。 

 

5. 裝回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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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取出取出取出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    

確保設備當前未存取記憶卡。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 � 存儲 � 卸載 SD卡 � 確定。 

2. 取下後蓋。 

3. 輕推記憶卡直到其脫離設備。 

4. 取出記憶卡。 

5. 裝回後蓋。 

� 設備正在發送或訪問資訊時，請勿取出記憶卡，否則可能造成資料丟失或損

壞設備和記憶卡。 

格式化記憶卡格式化記憶卡格式化記憶卡格式化記憶卡    

在電腦上格式化記憶卡會導致記憶卡與設備不相容。 

請僅在設備上格式化記憶卡。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 � 存儲 � 格式化SDSDSDSD卡 � 格式化SDSDSDSD卡 � 全部

刪除。 

� 格式化記憶卡前，記住要備份所有重要資料。因使用者操作而導致的資料丟

失，製造商不提供保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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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充電電池充電電池充電電池充電    

首次使用設備之前或電池長時間未用時，必須先為電池充電。可使用旅行充電器

或通過 USB 資料線將設備與電腦相連，以對電池進行充電。 

 

� 電池電量不足時，設備會發出警告音並顯示電量不足資訊。需給電池充電後

才能繼續使用設備。 

� 如果電池電量已完全耗盡，即便連接上旅行充電器，也無法開啟設備。嘗試

開啟設備前，讓耗盡的電池先充電片刻。 

� 如果同時使用多個應用程式，使用網路應用程式或需要連接至其他設備的應

用程式，電池電量消耗會更快。為避免網路斷開或資料傳輸期間斷電，務必

在為電池完全充電後使用這些應用程式。 

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    

1. 將旅行充電器的小端插頭插入多功能插口中。 

 

� 旅行充電器連接不當很可能會嚴重損壞設備。對於因誤操作造成的任何損

壞，將不予保修。 

 

2. 將旅行充電器的大端插頭插入電源插座中。 

� 如果在充電時電源電壓不穩定，觸控式螢幕可能無法正常工作。這時，請從

設備上拔下旅行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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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在充電時會變熱。該現象屬於正常情況，不會影響手機的使用壽命或性

能。 

 

3. 電池完全充電時，先從設備拔下旅行充電器，然後從電源插座拔下插頭。 

� 請勿在設備與旅行充電器相連時取下電池，否則會損壞設備。 

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用旅行充電器充電    

充電前，請確保電腦已開機。 

1. 將 USB 資料線較小一端 (微型 USB) 插入多功能插口。 

2. 將 USB 資料線的較大一端插入電腦的 USB 埠。 

� 根據所用的 USB 資料線類型，可能需等待片刻才能開始充電。 

3. 當電池充滿電 (電池圖示不再移動) 時，斷開 USB 資料線與設備的連接，然

後將其從電腦上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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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指南入門指南入門指南入門指南 

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    

1. 緊按住電源開關鍵 

2. 輸入 SIM 卡隨附的 PIN 碼並選擇確定（如‘輸入 PIN 鎖定 SIM 卡’設定啟動）。 

� 如果您首次開機，請按照螢幕提示設定設備。您必須登錄 Google 或創建 

Google 帳戶才能使用與 Google 伺服器互動的應用程式。 

3. 如欲關機，緊按住電源開關鍵，然後選擇 關機關機關機關機 ����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 如欲僅使用設備的非網路功能，可切換到離線模式。 

使用觸控式螢幕使用觸控式螢幕使用觸控式螢幕使用觸控式螢幕    

使用手機觸控式螢幕可以更輕鬆地選擇項目或執行功能。 

為了更好地使用觸控式螢幕，使用設備前請取下觸控式螢幕保護膜，並瞭解使用

觸控式螢幕的基本操作。 

� 勿用指尖按下觸控式螢幕，或在觸控式螢幕上使用尖利的工具。否則可能損

壞觸控式螢幕或導致觸控式螢幕發生故障。 

� 禁止觸控式螢幕接觸其他電子設備。靜電放電會導致觸控式螢幕發生故障。 

� 禁止觸控式螢幕接觸液體。觸控式螢幕在潮濕環境中或接觸到液體時可能發

生故障。 

 

可執行以下操作來控制觸控式螢幕： 

� 點擊：觸摸一次，選擇或啟動功能表、選項或應用程式。 

� 點住：點住一個項目並維持至少 2秒鐘。 

� 拖動：點擊一個項目並將其移至新位置。 

� 按兩下：快速地點擊一個項目兩次。 

� 快速移動：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快速滾動以瀏覽清單或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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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指縮放：兩指分開放在螢幕上，然後通過分合控制放大或縮小。 

鎖定或解鎖觸控式螢幕和按鍵鎖定或解鎖觸控式螢幕和按鍵鎖定或解鎖觸控式螢幕和按鍵鎖定或解鎖觸控式螢幕和按鍵    

1. 如果未使用設備的時間達到指定時間長度，設備會關閉觸控式螢幕並自動鎖定

觸控式螢幕和按鍵以防意外操作設備。 

2. 如欲手動鎖定觸控式螢幕和按鍵，按下電源開關鍵。 

3. 如欲解鎖，按下電源鍵或主頁鍵打開螢幕，然後以手指拖 動向右滑動

解鎖。 

� 您可以啟動畫面鎖功能以防他人使用或訪問儲存在您設備中的個人資料和資

料。 

流覽使用主屏流覽使用主屏流覽使用主屏流覽使用主屏    

在主屏中，可檢視設備的狀態和訪問應用程式。主屏共有三個面板，向上或向下

滾動以檢視主屏上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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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列狀態列狀態列狀態列////指示圖示指示圖示指示圖示指示圖示    

� 顯示幕上顯示的圖示可能會因所在地區或服務提供者而異。 

圖示 定義 

 無 SIM卡（灰色背景） 

 無服務（有 SIM卡插入則圖示會自動添加彩色背景色） 

 正在搜索網絡 

 已連接至 2G (GPRS/EDGE) 網路/信號強度 

 已連接至 3G (WCDMA) 網路/信號強度 

 漫遊中 (在服務區外) 

 已啟動飛行模式 

 HSPA移動資料傳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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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連接 WLAN 接入點 

 已啟動藍牙功能 

 正在使用基於 GPS 的服務 

 已經插入耳機麥克風 

 正在背景進行帳號資訊資料同步 

 正在通話 

 未接來電 

 已連接至電腦 

 多媒體音樂播放中 

 新信息 

 已啟動鬧鐘 

 已啟動安靜模式 (振動) 

 發生錯誤或需要注意 

 電池電量及充電中指示 

使用通知面板使用通知面板使用通知面板使用通知面板    

如欲打開通知面板，點擊指示符圖示區域並將其向下拖動。如欲隱藏面板，向上

拖動面板的下邊框。從通知面板中，可以檢視設備的當前狀態，如：當前註冊的

網路運營商等資訊，並可使用以下選項： 

� 情景模式：選擇鈴音模式，標準、靜音、會議、戶外。 

� 離線模式：啟動或取消離線功能。 

� 移動資料：啟動或取消資料連接。 

� GPS：啟動或取消 GPS 功能。 

� 藍牙：啟動或取消藍牙功能。 

� WLAN：啟動或取消 WLAN 功能。 

� 螢幕旋轉：允許或防止介面在旋轉設備時旋轉。 

� 待機：調整待機時自動關閉螢幕進入鎖屏的時間，15/30/60秒。 

� 螢幕亮度：調整螢幕背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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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面板設計與使用主屏面板設計與使用主屏面板設計與使用主屏面板設計與使用    

主屏共有三個面板，向上或向下滾動可切換檢視不同面板，點擊主頁鍵可回到主

頁面板。 

 

三個面板上分別預置不同的常用桌面工具和應用程式，讓您快速操作移動設備，

並自訂桌面風格與常用工具捷徑。 

 

主頁面板主頁面板主頁面板主頁面板 多媒體面板多媒體面板多媒體面板多媒體面板 設置面板設置面板設置面板設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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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可切換不同的主題風格，變換設備的面板設計，共有木紋、透明等 8

種風格，配合不同的牆紙與透明色塊，可自由搭配出無限多種設計。 

 

 

 

 

 

 

 

面板上共有 8 個可自訂的應用程式快捷方式，點住快捷方式的圖示兩秒後，會跳

出一應用程式清單，點選後則會將新選擇的快捷方式和圖示放置在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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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設備自訂設備自訂設備自訂設備    

根據個人喜好更改設備設定可實現更多功能。 

更改顯示語言更改顯示語言更改顯示語言更改顯示語言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語言和鍵盤語言和鍵盤語言和鍵盤語言和鍵盤 �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2. 在清單中選擇語言。 

調整設備的音量調整設備的音量調整設備的音量調整設備的音量    

如欲調整音量，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1. 按上/下音量鍵。 

2. 在設置面板選擇     � 音量音量音量音量，然後拖動滑塊來調節各鈴聲、鬧鐘、通知的音

量大小。 

更改來電鈴聲更改來電鈴聲更改來電鈴聲更改來電鈴聲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情景模式情景模式情景模式情景模式 � 選擇任一模式後，可選擇更

改語音來電、視頻來電、通知音的鈴聲。 

2. 選擇鈴聲。 

切換至安靜模式切換至安靜模式切換至安靜模式切換至安靜模式    

如欲啟動或取消安靜模式，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 點擊指示符圖示區域並將其向下拖動以打開通知面板，然後選擇“靜音靜音靜音靜音”模

式。 

� 緊按住電源開關鍵，然後選擇“靜音靜音靜音靜音”模式。 

� 在設置面板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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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桌布選擇桌布選擇桌布選擇桌布    

執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待機主屏任一面板下，點擊選項鍵 � 選擇桌布桌布桌布桌布 � 選擇任一桌布來源 

“桌布桌布桌布桌布    /    動態桌布動態桌布動態桌布動態桌布    /    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 

� 選擇 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 � 流覽圖片 � 點擊選項鍵或點住圖像 � 選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 

設置為設置為設置為設置為 � 桌布桌布桌布桌布。 

調整顯示幕的亮度調整顯示幕的亮度調整顯示幕的亮度調整顯示幕的亮度    

您的設備配有光感應器，可探測周圍環境光線亮度並自動調節顯示幕的亮度。您

也可手動設置顯示幕亮度。 

� 顯示幕的亮度會影響設備消耗電池電量的速度。 

設定設備自動調節亮度設定設備自動調節亮度設定設備自動調節亮度設定設備自動調節亮度    

1. 在控制台下點擊螢幕亮度左 側圖示，圖示亮藍燈表示自動

調節功能開啟。 

2. 另外也可以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 亮度亮度亮度亮度，然後選擇自動

亮度旁邊的核取方塊。 

� 設備將自動在明亮的環境中增加亮度並在昏暗的環境中減少亮度。 

手動調整亮度手動調整亮度手動調整亮度手動調整亮度    

1. 在控制台下點擊螢幕亮度左 側圖示，圖示藍燈熄滅表示自

動調節功能關閉，點擊‘++++’‘----’符號可調整亮度。 

2. 另外也可以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 亮度亮度亮度亮度，清除自動亮度

旁邊的核取方塊，向左或向右拖動滑塊。 

鎖定設備鎖定設備鎖定設備鎖定設備    

啟動畫面鎖定功能可鎖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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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解鎖圖案設定解鎖圖案設定解鎖圖案設定解鎖圖案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 � 圖案圖案圖案圖案。 

2. 注意觀看螢幕提示和示例圖案，然後選擇下一步。 

3. 畫出圖案至少連接 4 個點，然後選擇繼續。 

4. 重新繪製圖案以確認，然後選擇確認。 

設定解鎖設定解鎖設定解鎖設定解鎖    PIN PIN PIN PIN 碼碼碼碼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 設定螢幕鎖定設定螢幕鎖定設定螢幕鎖定設定螢幕鎖定 � PINPINPINPIN。 

2. 輸入新 PIN 碼並選擇繼續。 

3. 再次輸入 PIN 碼並選擇確定。 

設定解鎖密碼設定解鎖密碼設定解鎖密碼設定解鎖密碼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螢幕鎖定 � 密碼密碼密碼密碼。 

2. 輸入新密碼 (字母數位) 並選擇繼續。 

3. 再次輸入密碼並選擇確定。 

鎖定鎖定鎖定鎖定 SIM  SIM  SIM  SIM 卡卡卡卡    

可使用隨 SIM 或 USIM 卡提供的 PIN 碼來鎖定設備。如果啟動 SIM 卡鎖，必

須在每次開機或進入需要 PIN 碼的應用程式時輸入 PIN 碼。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SIMSIMSIMSIM 卡鎖卡鎖卡鎖卡鎖 � 鎖定鎖定鎖定鎖定 SIMSIMSIMSIM 卡卡卡卡。 

2. 輸入 PIN 碼並選擇確定。 

� 如果多次錯誤地輸入 PIN 碼，則 SIM 卡會被鎖定。此時必須輸入 PIN 解鎖

金鑰(PUK) 才能解鎖 SIM 卡。如果因輸入錯誤的 PUK 碼而導致 SIM 卡被鎖

定，請將 SIM 卡帶到服務提供者處進行解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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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雙雙雙雙 SIMSIMSIMSIM 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    

本設備支援雙 SIM 卡通訊，當開機時偵測到新的 SIM 卡插入，設備會彈出提示框，

顯示當前的雙卡設置，並提示是否立即變更相關通訊設置。 

變更雙卡設置變更雙卡設置變更雙卡設置變更雙卡設置    

進行短信、語音或移動資料通信前，可執行以下操作之一來變更

雙卡設置： 

� 在第一次插入新的 SIM 卡開機時，點擊變更設置變更設置變更設置變更設置進入 SIM

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頁面進行設定。 

�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或在設置面板下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然後選擇

SIM 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 

自訂自訂自訂自訂 SIM 卡信息卡信息卡信息卡信息    

1. 進入 SIM 卡管理頁面。 

2. 選擇編輯 SIM 卡的名稱、號碼、背景顏色、以及號碼顯示

方式（前 4 位元/後 4 位元/不顯示） 

� 背景顏色會填充在與通訊相關的指示符圖示的背景，方便快速辨識與使用。 

設置默認設置默認設置默認設置默認 SIM 卡卡卡卡    

針對語音電話、視頻電話、資訊、與資料連接四種通訊類型，可以設定默認使用

的 SIM 卡： 

1. 進入 SIM 卡管理頁面。 

2. 選擇任一類型後選擇默認操作 SIM 卡或是選擇‘總是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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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電話與資料連接皆屬 3G 資料通訊，必須預先設置綁定的默認 SIM 卡；而語

音電話和短消息則可以在通信發起前再詢問設置。 

� 在撥號或短消息清單介面下，點擊指示符圖示區域並將其

向下拖動以打開通知面板，點擊欲作為發送短信或撥打語

音電話的預設使用 SIM 卡。 

� 在設置面板下點 擊以開啟 3G 資料連接時，設備會主動提示欲

操作之 SIM 卡。 

綁定特定連絡人與綁定特定連絡人與綁定特定連絡人與綁定特定連絡人與 SIM 卡卡卡卡    

針對不同網路運營商的服務與通信優惠，綁定 SIM 卡與特定連絡人，可以提醒用

戶使用正確的 SIM 卡進行通訊，達到節費功能。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或在設置面板下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 選擇 SIM 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卡管理 � 選擇連連連連

絡人與絡人與絡人與絡人與 SIM 卡卡卡卡，然後選擇要設定的 SIM 卡。 

2. 然後點擊添加連絡人添加連絡人添加連絡人添加連絡人，進入連絡人列表後選擇要綁定的連絡人。 

通話通話通話通話    

瞭解如何使用通話功能，如撥打和接聽電話、在通話過程中使用選項，或者自訂

和使用與通話相關的功能。 

� 為了防止意外輸入，在設備緊貼臉部時，打開距離感測器可鎖定觸控式螢幕。 

撥打電話撥打電話撥打電話撥打電話    

1. 在主頁面板下，點選 喚起撥號鍵盤，然後輸入區

號和電話號碼。 

2. 選擇 撥打語音通話。 

3. 如欲撥打視頻電話，選擇     。 

4. 選擇用於撥打電話的應用程式 (如有必要)。 

5. 選擇    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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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通話記錄和通訊錄清單中直接選擇欲呼叫的號碼。 

接聽接聽接聽接聽、、、、拒絕拒絕拒絕拒絕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來電時，點擊接聽接聽接聽接聽接通電話；點擊拒絕拒絕拒絕拒絕掛斷電話。 

� 如欲使設備靜音，按下音量鍵。 

如欲在拒絕來電時給呼叫者發送訊息，點擊選項鍵選項鍵選項鍵選項鍵 � 選擇短信拒絕來電短信拒絕來電短信拒絕來電短信拒絕來電    。 

� 您可以選擇一條預設簡訊或創建自己的簡訊。 

撥打國際電話撥打國際電話撥打國際電話撥打國際電話    

1. 在主頁面板下，點選喚起撥號鍵盤，然後點住插入 “++++”號。 

2. 輸入完整的號碼(國家代碼、區號和電話號碼)。 

3. 選擇 撥打號碼。 

使用耳機使用耳機使用耳機使用耳機    

將耳機連接至設備，可方便地接聽電話並控制通話。 

� 如欲接聽電話，按下耳機按鈕。 

� 如欲拒絕電話，緊按住耳機按鈕。 

� 如欲保持通話或恢復保持中的通話，緊按住耳機按鈕。 

� 如欲結束通話，按下耳機按鈕。 

在語音通話中使用選項在語音通話中使用選項在語音通話中使用選項在語音通話中使用選項    

在語音通話中，可使用以下選項： 

� 可用的選項可能會因所在地區或服務提供者而異。 

� 如欲調整語音音量，可按上/下音量鍵。 

� 如欲保持通話，選擇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如欲返回保持的通話，選擇恢復恢復恢復恢復。 

� 如欲撥打第二個電話，選擇添加通話添加通話添加通話添加通話，然後撥打新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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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在兩個通話間進行切換，可選擇切換切換切換切換。 

� 如欲接聽第二個電話，在來電等待鈴音響起時，點擊接聽接聽接聽接聽，手機會自動保持

第一個通話。必須訂制呼叫等待服務才能使用此功能。 

� 如欲打開鍵盤，選擇撥號撥號撥號撥號鍵盤鍵盤鍵盤鍵盤。 

� 如欲啟動揚聲器功能，選擇免提免提免提免提。 

� 在嘈雜環境中，使用揚聲器功能可能很難聽清通話內容。為改善音質效果，

請使用正常通話模式。 

� 如欲關閉話筒使對方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選擇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 如欲通過藍牙耳機與對方交談，按下選項鍵並選擇藍牙藍牙藍牙藍牙。 

� 如欲進行多方通話(電話會議)，撥打或接聽第二方電話，然後在接通第二方

時選擇合併合併合併合併。重複此操作可以添加更多方。必須訂制多方通話服務才能使用

此功能。 

� 如欲打開連絡人列表，選擇連絡人連絡人連絡人連絡人。 

� 如欲錄音，按下選項鍵並選擇開始錄音開始錄音開始錄音開始錄音。 

檢視和撥打未接來電檢視和撥打未接來電檢視和撥打未接來電檢視和撥打未接來電    

設備將顯示未接來電通知於狀態列和主頁面板，如欲返回通話，執行以下操作之

一： 

� 點擊之狀態列指示符圖示區域，並將其向下拖動以打開通知面板，然後選擇

未接來電通知。 

� 未接電話會顯示在主頁面板左下角的圖示,點擊通話記錄圖

示 ，查看最新未接來電並回復。 

設置呼叫移轉設置呼叫移轉設置呼叫移轉設置呼叫移轉    

呼叫移轉是一種網路功能，該功能可將來電發送給指定的號碼。可以針對幾種不

同情況分別設置此功能。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或在設置面板下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 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 � 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 � 

來電轉接來電轉接來電轉接來電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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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要操作的 SIM 卡，此時設備會向服務提供者發起請求讀取當前設定值並顯

示於螢幕。 

3. 然後選擇要設定轉接的一種情況。 

4. 輸入來電轉接的目的號碼並選擇啟動，設置將發送至網路。 

設置呼叫限制設置呼叫限制設置呼叫限制設置呼叫限制    

呼叫限制是一種網路功能，可限制特定通話類型或阻止對方撥打您的設備。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或在設置面板下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 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 � 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 � 

呼叫限制呼叫限制呼叫限制呼叫限制。 

2. 選擇要操作的 SIM 卡，此時設備會向服務提供者發起請求讀取當前設定值並顯

示於螢幕。 

3. 然後選擇一個呼叫限制類型。 

4. 輸入呼叫限制密碼並選擇確定，設置將發送至網路。 

設置呼叫等待設置呼叫等待設置呼叫等待設置呼叫等待    

呼叫等待是一種網路功能，該功能可以在您正在通話時提醒有來電。此功能僅可

用於語音通話。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或在設置面板下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 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通話設置 � 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語音電話 � 

其他設置其他設置其他設置其他設置。 

2. 選擇要操作的 SIM 卡，此時設備會向服務提供者發起請求讀取當前設定值並顯

示於螢幕。 

3. 點擊 來電等待來電等待來電等待來電等待    旁的核取方塊以啟動或關閉功能，設置將發送至網路。 

簡訊簡訊簡訊簡訊    

瞭解如何創建和發送短信（SMS），以及查看或管理已發送或接收的訊息。 

� 在本機服務區外發送或接收訊息可能會產生額外的費用。有關詳細資訊，請

聯繫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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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發送發送發送短信短信短信短信    

1. 在應用程式清單或主頁面板下，選擇短信短信短信短信 � 點擊           

2. 添加收件人： 

� 手動輸入電話號碼，多個號碼之間使用分號或逗號隔開。 

� 選 擇，可從連絡人列表中選擇電話號碼。 

3. 選擇文本欄位並輸入訊息文本。 

4. 如欲插入“表情符號”、“常用短語”、“連絡人（儲存于通訊錄內的姓名

電話）”，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插入類型。 

5. 如欲發送資訊，選擇  

檢視檢視檢視檢視短信短信短信短信    

在應用程式清單或主頁面板下，選擇短信短信短信短信，短信會按

照‘連絡人’分組為資訊對話。 

1. 選擇連絡人，查看詳細資訊。 

2. 點住資訊框即可喚起資訊選項，針對此筆資訊做刪

除、複製、保存至 SIM 卡等操作。 

短信批量處理短信批量處理短信批量處理短信批量處理 

1. 在短信列表下，點擊左上方圖示 

2. 針對多組會話進行批量刪除、標識已經讀取的操作。 

新短信即時顯示新短信即時顯示新短信即時顯示新短信即時顯示 

新的短消息會即時顯示在畫面上，可以快速地進行刪除、回復、表示

為未讀、或打開所有歷史會話短信等操作。如欲關閉/開啟即時顯示

功能，可執行以下操作： 

1. 在短信清單下，按選項鍵 � 選擇設置設置設置設置。 

2. 勾選“即時顯示通知”旁的核取方塊。 



 

第 28 頁 

聽取語音信箱訊息聽取語音信箱訊息聽取語音信箱訊息聽取語音信箱訊息    

如果將設備設置為將未接來電轉移至語音信箱伺服器，在您未接聽來電時，來電

者可以留下語音信箱訊息。 

1. 在主頁面板中喚起撥號鍵盤，然後點住 

2. 按照語音信箱伺服器的指示操作。 

� 訪問語音信箱伺服器前，必須先儲存語音信箱伺服器號碼。請聯繫服務提供

者以獲取此號碼。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瞭解如何創建和管理個人或業務連絡人列表。可儲存連絡人的姓名、手機號碼、

電郵位址及更多資訊。 

創建連絡人創建連絡人創建連絡人創建連絡人    

1. 執行下列操作之一，進入通訊錄： 

� 在應用程式清單下選擇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 在主頁面板中，選擇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 在撥號鍵盤畫面下方，點擊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2. 點擊右上 方。 

3. 選擇存儲位 置。 

4. 輸入連絡人資訊。 

5. 選擇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將連絡人添加到記憶體。 

� 選擇添加到連絡人可從撥號螢幕創建連絡人。 

尋找連絡人尋找連絡人尋找連絡人尋找連絡人    

欲查找儲存于通訊錄的連絡人，可執行下列之一： 

1. 在連絡人列表中，向上或向下滾動連絡人列表。 

2. 連絡人在通訊錄中以連絡人姓名的英文首字母或中文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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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作排序，點住右側英文字母指示條，上下拖動可以快速流覽搜索。 

3. 在連絡人清單上方搜索框內輸入文本 進行查找。 

4. 在撥號鍵盤輸入數位，可按數位及鍵 盤對應之英文字

母，進行對通話記錄和通訊錄的雙引 擎模糊搜索。 

� 向右滾動連絡人姓名，可撥打電話給 連絡人。 

 

在連絡人視圖中，點擊連絡人頭像，可使 用以下選項： 

� 撥打語音電話。 

� 查看/編輯連絡人資訊。 

� 發送短信。 

� 發送電子郵件。 

� 發起視像通話。 

設定快速撥號號碼設定快速撥號號碼設定快速撥號號碼設定快速撥號號碼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快速撥號設置快速撥號設置快速撥號設置快速撥號設置。 

3. 選擇位置編號 � 選擇連絡人。 

� 點住撥號螢幕上的位置編號可快速撥打此號碼。 

創建連絡人分組創建連絡人分組創建連絡人分組創建連絡人分組    

通過創建連絡人群組，可管理多個連絡人，或向整個群組發送資訊。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群組群組群組群組。 

3. 除了預置的貴賓、同學、朋友、家庭、同事外，可選擇添加新的群組。 

4. 選擇群組後，添加成員到群組。 

5 選擇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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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連絡人複製連絡人複製連絡人複製連絡人    

將將將將 SIMSIMSIMSIM 卡上的連絡人複製到設備卡上的連絡人複製到設備卡上的連絡人複製到設備卡上的連絡人複製到設備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 選擇導入導入導入導入////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 選擇欲操作的 SIM 卡。 

3. 選擇存儲位置。 

4. 選擇要複製的連絡人，然後選擇完成。 

從設備向從設備向從設備向從設備向    SIM SIM SIM SIM 卡複製連絡人卡複製連絡人卡複製連絡人卡複製連絡人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 選擇導入導入導入導入////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 選擇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3. 選擇欲存儲的 SIM 卡。 

4. 選擇要複製的連絡人，然後選擇完成。 

導入或匯出連絡人導入或匯出連絡人導入或匯出連絡人導入或匯出連絡人    

您可以將檔 (以 vcf 格式) 導入到設備的 USB 記憶體或存儲卡，或者從中匯出

連絡人檔。 

導入連絡人文件導入連絡人文件導入連絡人文件導入連絡人文件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 選擇導入導入導入導入////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 選擇從 SDSDSDSD 卡卡卡卡。 

3. 選擇存儲位置。 

4. 從選項中選擇導入一個連絡人檔、多個連絡人檔或者所有連絡人檔，然後選擇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匯出連絡人匯出連絡人匯出連絡人匯出連絡人    

1. 進入通訊錄的連絡人列表。 

2. 按下選項鍵，然後選擇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 選擇導入導入導入導入////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 選擇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3. 選擇複製到 SD 卡。 

4. 選擇要複製的連絡人，然後選擇複製複製複製複製以繼續。 

 



 

第 31 頁 

娛樂娛樂娛樂娛樂 

照相機照相機照相機照相機    

瞭解如何拍攝和檢視照片及視頻。可以拍攝最高解析度為 2596 x 1920 圖元 

(500 萬圖元) 的照片和錄製最高解析度為 1280 x 720（HD）圖元的視頻。 

� 視場景或拍攝條件的不同，存儲容量可能不同。 

拍攝照片拍攝照片拍攝照片拍攝照片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相機相機相機相機。 

2. 將照相機鏡頭對準拍攝物件並進行必要的調整。 

 

數字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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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攝像圖像屬性設定，可調整 曝光值曝光值曝光值曝光值、、、、取景模式取景模式取景模式取景模式、、、、白白白白

平衡平衡平衡平衡、、、、銳利度銳利度銳利度銳利度、、、、色度色度色度色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飽和度、、、、亮度亮度亮度亮度、、、、對比度對比度對比度對比度 等參數。 

 更改拍照模式。 

 

 

 快門，拍攝照片。 

 切換到攝像機、或啟動 

多視角和全景拍攝功能。 

 

 檢視拍攝的照片。 

 檢視存儲位置和空間。 

 使用照相機快速鍵。 

� ：關閉、設定快門延遲。 

� ：更改閃光燈設定：可手動開啟或關閉閃光燈，

或者設置照相機在需要時使用閃光燈。 

� ：切換為前置攝像頭進行自拍。 

 左右拖動變換焦距遠近。 

 

3. 在預覽螢幕上點擊要聚焦的位置，對焦框將移至點擊的位置，並在對準拍攝物

件後變為綠色。 

4. 選擇     進行拍照，照片會自動儲存。 

錄製視頻錄製視頻錄製視頻錄製視頻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相機相機相機相機。 

2. 切換到攝像機。 

3. 將鏡頭對準拍攝主體並進行必要調整。 

4. 選擇     開始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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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 結束錄製，視頻會自動儲存。 

� 使用慢速存儲卡，攝像機可能無法正常錄製視頻。 

相冊相冊相冊相冊    

瞭解如何檢視和播放儲存在設備中的圖像和視頻。 

� 不支援某些檔案格式，具體取決於設備的軟體。 

� 如果檔大小超出可用記憶體，在嘗試打開檔時會出現錯誤。 

� 播放品質可能隨內容類別型而異。 

� 有些檔可能無法正常播放，具體取決於檔編碼的方式。 

檢視圖像檢視圖像檢視圖像檢視圖像////播放視頻播放視頻播放視頻播放視頻    

1.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圖片庫。 

2. 所有儲存於設備的圖像和視頻檔都會按照“資料夾”和“上傳日期地點”以

縮圖形式呈現在畫面上 � 選擇欲流覽的資料夾。 

3. 點選資料夾內圖像或視頻檔的縮圖 � 檢視圖像或播放視頻。 

檢視圖像時，使用以下選項： 

� 如欲檢視更多圖像，向左或向右滾動。 

� 如欲放大或縮小，將兩個手指放在螢幕上並慢慢分開或合攏。如欲返回原始

大小，按兩下螢幕。 

� 如欲將圖像發送給其他人或共用圖像，選擇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 

� 如欲開始投影片放映，點擊圖像 � 選擇播放幻燈片播放幻燈片播放幻燈片播放幻燈片。點擊螢幕可停止投影

片放映。 

� 如欲刪除圖像，按選項鍵 � 選擇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 

� 如欲逆時針旋轉圖像，按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並選擇向左旋轉向左旋轉向左旋轉向左旋轉。 

� 如欲順時針旋轉圖像，按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並選擇向向向向右右右右旋轉旋轉旋轉旋轉。 

� 如欲裁剪圖像，按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並選擇裁剪裁剪裁剪裁剪。 

� 如欲將圖像設定為牆紙或連絡人圖像，按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並選擇設置為設置為設置為設置為。 

� 如查看圖像詳情，按下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然後選擇詳細詳細詳細詳細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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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選項因所選資料夾而異。 

相相相相框桌面工具框桌面工具框桌面工具框桌面工具    

瞭解如何將喜愛的相片或圖像設置在桌面相框，並

使用相框流覽設備儲存的相片。 

快速流覽快速流覽快速流覽快速流覽    

1. 點擊多媒體面板上的相框，彈出控制鍵。 

2. 點擊 或  � 流覽儲存在設備的相片。 

編輯相框編輯相框編輯相框編輯相框    

1. 點擊多媒體面板上的相框，彈出控制鍵。 

2. 點擊  進入相框編輯應用程式。 

3. 選擇相框材質與相片排版方式，按確定後保存設置。 

音樂播放機音樂播放機音樂播放機音樂播放機    

瞭解如何收聽自己喜愛的音樂。 

� 不支援某些檔案格式，具體取決於設備的軟體。 

� 如果檔大小超出可用記憶體，在嘗試打開檔時會出現錯誤。 

� 播放品質可能隨內容類別型而異。 

� 有些檔可能無法正常播放，具體取決於檔編碼的方式。 

向設備中添加音樂檔向設備中添加音樂檔向設備中添加音樂檔向設備中添加音樂檔    

首先執行下列方式之一，將檔案傳輸到設備或存儲卡中： 

� 使用應用程式從互聯網下載。 

� 從配有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電腦上下載。 

� 通過藍牙或 WLAN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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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到存儲卡。 

播放音樂播放音樂播放音樂播放音樂    

可執行下列選項之一啟動音樂播放機： 

�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 在多媒體面板下點擊桌面音樂工具。 

 

 

 

 

 

播放過程中可點擊螢幕上的按鍵操作，或按下選項鍵，執行以下功能： 

� 將當前播放歌曲設置為鈴聲。 

� 將當前播放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 

� 選擇音效。 

離開播放機後，音樂仍會在背景播放，可通過多媒體面板的音樂工具，控制播放

下/前一首，或停止播放。 

FM FM FM FM 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    

瞭解如何在 FM 收音機上收聽音樂和新聞。如欲收聽 FM 收音機，必須連接耳

機 (該耳機用作收音機天線)。 

收聽收聽收聽收聽    FM FM FM FM 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    

1. 將耳機插入設備中。 

2. 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 

3. 按選項鍵 � 選擇搜索，FM 收音機會自動搜索並儲存可用電臺。 

4. 選擇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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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照下圖圖示，控制收音機。 

 

 

從收音機錄製歌曲從收音機錄製歌曲從收音機錄製歌曲從收音機錄製歌曲    

1. 將耳機插入設備中，在應用程式清單中，選擇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收音機。 

2. 打開收音機，點擊  到錄音畫面。 

3. 選擇  開始錄製。 

4. 完成後，選擇  。 

5. 所錄檔將保存在存儲卡\sdcard\FM Recordings。 



 

第 37 頁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日曆日曆日曆日曆////日程表日程表日程表日程表    

瞭解如何使用主頁面板的日程表工具，記錄工作預約會排程。 

1. 在主頁面板上預設為月曆月曆月曆月曆檢視模式，點擊  可切換至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行事曆

模式；行事曆檢視畫面下點擊  可切回月曆檢視。 

2. 點擊月曆工具可啟動日曆應用程式。 

 

世界時鐘世界時鐘世界時鐘世界時鐘    

主頁桌面上的時間小工具將根據設定的城市，顯示當地日期、時間。 

1. 點擊工具任一部位可啟動世界時鐘應用程式。 

2. 在世界時鐘應用程式下，點擊  可修改或

新增當地城市。 

3. 點擊  可設置鬧鐘。 

 

天氣天氣天氣天氣    

瞭解如何設置城市、查看天氣預報。 

天氣小工具所顯示的是世界時鐘所設定之當地城市的氣象資訊。 

� 移動設備必須通過 3G 或 WLAN 連上互聯網才能更新天氣資訊。 

1. 點擊工具任一部位可啟動天氣應用程式，查看未來四天的

天氣預報，或新增氣象預報城市。 

2. 連網後，設備會定時自動同步最新的天氣預測資訊；點擊 

 可立即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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