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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 SIM 卡、記憶卡與電池

打開手機背蓋。手機背

面電池槽的下方有一黑

色的 SIM 卡卡座，將 

SIM 卡金色接腳朝下、

缺口朝向手機左側，以

與手機平行的方式緩緩

推入 SIM 卡槽內，推

到底部。

在 SIM 卡插槽的左側，

將記憶卡金色接腳朝

下，缺角朝向手機左

側，以與手機平行的方

式，往手機底端緩緩推

入記憶卡槽內，推到底

部，讓記憶卡完全插

入。

SIM 卡與記憶卡放置完

成之後，接著將電池置

入手機，將電池的二個

凸片與金屬接腳朝下插

入手機對應的卡槽中。

然後將電池往下壓，電

池完全固定時會發出

「喀」一聲。

1. 手機外觀介紹

內螢幕

充電／傳輸
線連接埠

耳機連接埠

最後將手機背蓋裝回，

背蓋完全固定時會發出

「喀」一聲。

聽筒

外螢幕

數位相機
快速鍵

音量調整
快速鍵

數位相機鏡頭

補光燈

外揚聲器

背蓋退出
輔助處

手機背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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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話功能

5-1. 撥打電話

1. 輸入要撥打的號碼，輸入錯誤時可按一下功能右

鍵清除最後一位數字，並重新輸入。要清除全部

號碼，請按住功能右鍵。

2. 號碼輸入完成後按功能左鍵可以儲存此號碼至通

訊錄。

3. 號碼輸入完成後按  開始撥號。

3. 電池充電
1. 請先確認電池已經裝在手機

上。

2. 將旅行充電器的充電插頭插

入手機底部的插槽。

3. 將旅行充電器的電源插頭連

接到標準交流電源插座。

4. 功能選單介紹
欲查看主選單，請在待機狀態按左鍵，進入主選

單後，使用方向鍵可在各選單項目間移動。選單左側

為「確定」，右側為「返回」，按功能左鍵選定功能

項目，按功能右鍵退出該選單，按  也可退出功

能表。

進入子功能表之後，同樣可使用方向鍵在各選單

項目間移動。下表為主功能表中的各類圖示及功能說

明：

箭頭面朝下

圖示 說明

網路 使用系統服務商提供的加值服務（取
決於系統服務商是否提供），讓您可以使用 
STK 加值服務、無線上網和設定 WAP、帳
號資料等

訊息中心 查看或編寫簡訊、多媒體訊息、
電子郵件、語音、聊天室等訊息，還可設定
區域廣播等選項

操作模式 讓您設定操作模式，包括鈴聲設
定、音量、來電提示方式、自訂鈴聲、應答
模式等

圖示 說明

設定  包括手機設定、螢幕設定、鈴聲設
定、通話設定、網路設定、安全設定、回復
原廠設定值等，讓您可以調整時間、語言、
螢幕、安全性等設定

相機 讓您可以用手機拍攝照片、影片，並
將照片、影片儲存、傳送，或設定為來電顯
示照片等

多媒體中心 可以用手機播放 MP3 音樂、FM 
收音機、檔案總管、玩 Java 遊戲等

行動助理 可以讓您設定鬧鈴、可以安排約
會的日曆、計算機、錄音筆、貨幣換算、世
界時鐘、碼錶、健康管理等

通訊錄 可以儲存姓名、電話號碼等個人資
訊，便於記憶、查閱號碼和識別來電

通話記錄 查看未接電話、已撥電話、已接
電話，管理通話時間、通話計費、簡訊及 
GPRS 計數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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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聽電話

您必須先開機（待機模式）才能接聽電話。來電

時手機會依照情境模式的設定發出震動或鈴聲，螢幕

會顯示來電號碼、姓名或隱藏號碼（通訊錄中已儲存

該姓名時螢幕才會出現姓名）。若您在通訊錄中有設

定「圖片」則來電時螢幕會顯示相片。

接聽電話按  ，結束通話按  。

5-3. 更快的撥號方式

5-3-1. 使用通訊錄撥打電話

您可將常用的電話號碼存在「通訊錄」，然後使

用通訊錄來撥打電話。在待機狀態按功能右鍵進入連

絡人，再使用上／下方向鍵從連絡人清單選擇欲撥打

的電話，再按  開始撥號。

5-3-2 重撥電話（使用通話記錄撥打電話）

按  會出現曾經接聽或撥打的通話記錄，再

使用上下方向鍵可從通話記錄清單選擇欲撥打的電

話，選定後按  即可撥打電話。

5-4. 擴音功能（免持聽筒）

在通話中或撥號中按功能右鍵（免持）可使用擴

音功能，再按一次功能右鍵（手持）回復聽筒通話。

5-5. 拒接來電

當有來電時，若您想拒絕接聽來電，請按二次功

能右鍵（拒接）或按一次 ，對方可能會被轉移

到您的語音信箱，或聽到忙線中的聲音，這取決於您

的系統服務商及您的服務設定。

5-6. 通話記錄

在待機狀態按功能左鍵／「通話記錄」，可以查

看未接電話、已撥電話或是已接電話的通話記錄。單

一項目的列表中最多可以儲存 20 筆最新通話記錄，

各項目的通話記錄超過 20 筆時最早的通話記錄將被

刪除。

6. 手機常用設定
6-1. 日期／時間

進入「設定／手機設定／日期/時間」。

1. 進入「時區設定」，用上／下方向鍵選擇您所在

的時區，再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

2. 進入「時間設定」後，用數字按鍵直接輸入時間

與日期，再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

3. 進入「格式設定」，格式設定可選擇 12 小時制

或 24 小時制。而日期格式設定可以有多種選

擇。

4. 進入「整點報時設定」，可以開啟或關閉整點報

時功能。

5. 您必須將「設定／螢幕設定／待機畫面／顯示日

期時間」選項勾選後，再按功能左鍵（儲存），

日期與時間才會顯示在待機螢幕上。

6-2. 捷徑

本功能可以將預設的快捷功能選項變更為您需要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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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鈴聲設定

進入「設定／鈴聲設定」，您可以設定來電鈴

聲、開機鈴聲、關機鈴聲、掀蓋鈴聲、闔蓋鈴聲、訊

息鈴聲、鍵盤音，本手機內建多種音樂讓您選擇。

7. 簡訊（SMS）
當您收到簡訊時，螢幕上會出現新訊息的動畫通

知，此時按功能左鍵（讀取）即可讀取訊息內容。

您也可以直接進入「訊息中心／簡訊／收件匣」

讀取已收到的訊息。

7-1. 編寫和發送簡訊

請依照以下說明來編寫和發送簡訊：

1.  選擇「訊息中心／簡訊／編輯簡訊」。

2.  出現文字輸入框，輸入您的文字訊息。或按功能

左鍵（選項），可以選擇「常用字詞」、「插入

物件」、「文字格式」、選擇「輸入法」等加以

編輯新簡訊。

3.  編輯完成後，直接按確認鍵，或是按功能左鍵

（選項）／「傳送」，可以選擇直接輸入電話號

碼、從通訊錄選擇連絡人，或是從最近十筆傳送

過的號碼清單選擇欲傳送的對象，按功能左鍵

（確定），再按功能左鍵（是）即可傳送訊息。

6-4. 操作模式

在「操作模式」選單中，您可以選用「一般」、

「會議」、「戶外」、「室內」、「耳機」、「藍芽

耳機」等操作模式，並可以將選用的模式變更為個人

化的設定。

6-3. 設定桌布

桌布是待機模式時顯示在背景中的畫面。可以將

圖片或照片設定為桌布。

6-3-1. 將內建圖片設定為桌布

1. 進入「設定／螢幕設定／內螢幕桌布或外螢幕桌

布／預設」。

2. 按功能左鍵（瀏覽）可瀏覽手機內建的圖片，使

用左右方向鍵可以切換瀏覽其他圖片，按功能左

鍵（確定）即可選擇該圖片作為桌布。

6-3-2. 將圖片或照片設定為桌布

1. 若要將手機照相機拍攝的照片作為桌布，請進入

「設定／螢幕設定／內螢幕桌布或外螢幕桌布／

自訂」。

2. 在檔案總管中選擇圖片或照片儲存的路徑，選擇

想要的照片或圖片，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

進入「設定／手機設定／捷徑」，選擇欲變更的

項目，按功能左鍵（選項）進入更詳細的選項，選擇

完成後，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在待機模式下，

按一下向下方向鍵也可進入捷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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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媒體訊息（MMS）
當您收到多媒體訊息時，螢幕上會出現「收到新 

MMS 提示」，按功能左鍵（是）下載多媒體訊息，

進入「訊息中心／MMS／收件匣」可讀取該訊息。

8-1. 編寫多媒體訊息

8-1-1. 編寫文字

1. 進入「訊息中心／MMS／編輯 MMS」。

2. 選擇「編輯內容」後按功能左鍵（編輯），可以

直接編輯文字內容。

8-1-2. 加入圖片

1. 文字加入完成後，按功能左鍵（選項）／加入圖

片／確定，選擇手機上照片及圖片的儲存位置。

2.  選擇欲加入的照片或圖片後按功能左鍵（確

定），照片就會自動加入至 MMS 訊息。在 MMS 

訊息主畫面中可以看到文字和圖像已經組合在一

起。

8-1-4. 加入附件

1. 聲音加入完成後，按功能左鍵（選項）／「加入

附件／確定」，選擇手機上附件的儲存位置。

2. 選擇欲加入的附件後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

將附件加入。一則 MMS 訊息只能有一個附件。

4.  或是在步驟 3 選擇「多方傳送」可以同時將訊

息發給多人，您可以進入「加入號碼」選項加入

連絡人（從通訊錄可以一次多重選擇最多十筆號

碼），或在「空白」選項直接按確認鍵或是按功

能左鍵（選項）／「編輯」，直接按  即可

立即傳送。

5. 若是您在「訊息中心／簡訊／設定／傳送設定」

中選擇「儲存與傳送」，則當您傳送訊息時，會

儲存一份訊息在「寄件匣」。

8-1-3. 加入聲音

1. 圖片加入完成後，按功能左鍵（選項）／加入聲

音／確定，選擇手機上音樂或聲音的儲存位置。

2. 選擇欲加入的聲音後按功能左鍵（確定），聲音

就會自動至 MMS 訊息。在 MMS 訊息主畫面中

可以看到文字、圖像與聲音已經組合在一起。

8-1-5. 插入新的一頁

1. 一個頁面中只能加入一則文字、一張圖像及一段

聲音，若要再增加第二張圖像或聲音，要先增加

一個頁面。

2. 按功能左鍵（選項）／「插入新的一頁」，接下

來即可重複前述的步驟再加入新的文字、圖像與

聲音。

8-1-6. 發送 MMS 訊息

1. 螢幕上顯示「收信人」、「副本」、「密件副

本」、「主旨」四個欄位。

2. 您無法直接在欄位上輸入電話號碼，選擇「收信

人」，按確認鍵 ／加入號碼或加入電子郵件

／確定，直接輸入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或是再

按功能左鍵（搜尋），從電話簿中選擇電話號碼

或電子郵件，然後按功能左鍵（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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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將音樂儲存至手機上的記憶卡

1. 確認手機已經安裝記憶卡，將 USB 傳輸線連接

手機與電腦。

2. 若手機為開機狀態，螢幕上出現「儲存裝置」，

按左鍵（確定），手機會自動關機。關機後，電

腦會自動抓取到手機，將手機視為 microSD 記憶

卡的讀卡機。

3. 將音樂檔案放置於「Music」目錄下，您也可以

自行於「Music」目錄下建立子目錄，並將歌曲

放置於子目錄下，系統會將目錄中的歌曲自動建

立成 playlist（播放清單）。

9-3. 播放 MP3 音樂

1. 進入「多媒體中心／音樂播放器」。

2. 按功能左鍵（選項）／「設定」，在「清單」選

項選擇「自記憶卡」或「自手機」，按左鍵（確

定）。

3. 您可以在「播放清單」、「音樂專輯」、「演唱

者」、「音樂類別」、「歌曲」中選擇欲播放的

歌曲或資料夾。

4. 使用左／右方向鍵選擇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按

一下確認鍵  可播放或暫停播放音樂。按一下

向上方向鍵可查看播放清單。按一下向下方向鍵

可以停止播放音樂。

5. 按手機左側  可調整音量大小。

9. 音樂播放器
本手機提供播放 MP3 音樂功能，並支援 micro SD 

記憶卡，進入「多媒體中心／音樂播放器」，可以看

到如下圖所示的介面。您也可以按一下向右方向鍵進

入多媒體中心選單。

9-1. MP3 播放介面說明

注意：micro SD 記憶卡屬於選購配備，請另行購

買。

注意：使用本功能之前，請務必先將 micro SD 記

憶卡插入本手機。

3. 您可以按功能左鍵（選項），重複進行步驟 2 來

增加其他的收件人。

4. 編輯完成後按功能左鍵（選項）／功能左鍵（確

定）／功能左鍵（完成）／傳送／功能左鍵（確

定）。

歌曲名稱

演唱者／專
輯名稱／歌
詞

音量大小

由左至右依
序為：
耳機
重複
隨機

正在播
放的歌
曲清單

上一首

停止

歌曲已播
放時間

播放／暫停

下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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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收音機
10-1. 收音機介面說明

注意：使用本功能之前，請務必先將耳機插上本手

機底部的耳機連接埠。

11. 數位相機
本手機內建 200 萬畫素數位相機，可以拍照、連

拍、錄製影片等，使用相機拍攝完照片或影片後，可

以將這些照片、影片利用 MMS、電子郵件或藍芽發

送給您的家人或朋友，也可以把它們設定為桌布或開

關機動畫。

11-1. 拍照

1. 進入「相機／拍照」，或在待機畫面按一下向左

方向鍵，再選擇「拍照」；抑或是直接按手機左

側的  按鍵可進入相機預覽視窗。

2. 螢幕上顯示相機鏡頭拍攝到的物件。

3. 將手機鏡頭對準欲拍攝的物件或人物。

4. 按下確認鍵  或手機左側  按鍵拍照。

5. 照片圖像會顯示在螢幕上，如果對照片效果滿

意，可按功能左鍵（儲存）將照片儲存至「我的

相簿」中，如果不想儲存照片，按功能右鍵（清

除）。

10-2. 收聽廣播

1. 插上耳機，進入「多媒體中心／收音機」，按左

／右方向鍵選擇頻道，按住左或右方向鍵會開始

搜尋頻道，搜尋到有節目的頻道時，會自動停止

搜尋。

2. 或是按一下向上方向鍵進入「頻道清單」，選擇

欲收聽的頻道。

3. 或是按功能左鍵（選項）／「手動輸入」，輸入

欲收聽頻道的頻率後按功能左鍵（確定）即可。

輸入頻率時，按  來輸入小數點。

音量大小

正在收聽
的頻率

頻率顯
示軸

頻道清單

上一個頻
道／頻率
往前調整

錄音

開啟／停止

下一個頻
道／頻率
往後調整

錄音狀態
與錄音時
間長度

收聽頻
道顯示

4. 若是您有將頻道儲存在清單中，按數字鍵可以直

接跳到該數字在頻道清單中對應的頻道，清單的

設定方式請參考「頻道清單」一節的說明。

5. 按手機左側  可調整音量大小。

6. 按一下確認鍵  可以關閉或開啟收音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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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影片錄製
1. 進入「相機／影片錄製」，螢幕上會顯示相機鏡

頭拍攝到的物件。

2. 將手機鏡頭對準欲拍攝的物件或人物。

3. 按下確認鍵  或手機左側的  按鍵開始錄

製影片。

4. 開始錄製後，按下確認鍵  或手機左側的  
按鍵可以暫停或繼續錄製影片，錄製完成後按功

能右鍵（停止）。

5. 如果對這段影片滿意可按功能左鍵（是）將影片

儲存至「我的影片」中，如果不想儲存影片，按

功能右鍵（否）。

快速鍵列表

快速鍵列表

選項 說明

「直拍」時減少／增加曝光補償

「直拍」時為拉近／拉遠拍攝物體；「橫
拍」時為減少／增加曝光補償

外框。切換外框，本功能只能在相片尺寸為
「240x320」時使用

預覽特效。重複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特效間
切換

白平衡。重複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白平衡設
定中切換

補光燈。開啟或關閉閃光燈功能

延遲拍照。重複按下可以在不同秒數的延
遲拍照設定中切換

連拍。重複按下可在不同的連拍張數設定
中切換

夜拍模式。開啟或關閉夜拍模式

相片品質。重複按下可設定相片品質

相片尺寸。重複按下可設定不同的相片尺
寸

切換使用內螢幕拍照或外螢幕自拍

開啟或關閉螢幕顯示資訊

選項 說明

減少／增加曝光補償

拉近／拉遠拍攝物體

預覽特效。重複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特效間
切換

白平衡。重複按下可以在不同的白平衡設
定中切換

補光燈。開啟或關閉閃光燈功能

夜拍模式。重複按下可開啟或關閉夜拍模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