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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Nokia N93-1。以下簡稱 Nokia N93。 

插入 (U)SIM 卡和電池
詞彙解釋： USIM 卡是 SIM 卡的增強版，而且受到 UMTS 行動裝置的支援。

將所有 SIM 卡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請務必先將本行動電話關機並中斷與充電器的連接，然
後才可取出電池。

1 將手機背面朝上，再按下背面外殼固定鈕 (1) 然後向上
滑出背面外殼 (2)。

2 鬆開 (U)SIM 卡插槽，將 SIM 卡插槽向後推 (3)，並向上
開啟 (4)。

3 將 (U)SIM 卡插入 SIM 卡插槽 (5)。 確認卡上
的斜角位於插槽上方，而且卡上的接觸點朝
向行動電話相對的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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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閉插槽 (6)，並將其固定 (7)。

5 裝回電池 (8)。 請確認電池頂端的接觸區域正對行動
電話上的連接埠。

6 欲裝回背面外殼，請先將底部定位 (9) 並按住外殼
頂端 (10) 直到它卡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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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1 將充電器插入牆上的電源插座。

2 將電源線接到行動電話上 (11)。螢幕上的電池指
示條會開始捲動。充電時仍然可以使用行動電
話。若電池電力已完全耗盡，您可能要等幾分
鐘後螢幕上才會出現充電指示條。

3 電池充電完畢後，指示條會停止捲動。拔下充
電器：先拔出行動電話的電源線，然後再拔出
電源插座上的充電器。

您也可以使用 Nokia 充電器轉接器 CA-44 來與先前相容型號的 Nokia 充電器進行充
電。 如需週邊產品、電池、充電器的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安全規定」。

開機
按住電源鍵 。

本行動電話具有隱藏式天線。

請注意： 與使用其他無線發射裝置一樣，行動電話開
機時，請盡量不要觸碰天線範圍。接觸天線範圍會影響通
話品質，並使行動電話消耗的電量高於實際需要。 在使用
行動電話時避免接觸天線部分可以讓天線發揮最佳效果，
且可延長通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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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UPIN 與鎖定密碼
若行動電話要求輸入 PIN 碼、UPIN 碼或鎖定密碼，請輸入該密碼 （顯示為 ****），
然後再選取 （確定）。 (U)PIN 密碼通常都隨 (U)SIM 記憶卡一併提供。鎖定密碼
的原廠設定為 12345。欲知更多關於密碼的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安全」。

城市、時間和日期
行動電話初次開機時，可能會要求您設定以下資訊： 選擇目前城市 :、時間 : 與日期 :。 
請使用 （導覽鍵）和數字鍵。輸入城市名的第一個字或字母來尋找該城市。您選取
城市的同時也定義了行動電話時鐘使用的時區。

N93 開機畫面
• 當 N93 第一次開機時，將會出現以下安裝中程式的畫面。 
• 此畫面表示 N93 手機正在安裝字典詞庫、數位版權密鑰及

一些原裝的驅動程式，安裝時間可能會較長以便每一個原
裝的程式可以正常地運作。

• 如在安裝過程中發生人為的停止或退出，可能會導致多媒
體瀏覽、音樂播放及其他功能出現錯誤。

• 建議：開機時請不要任意停止或退出這個安裝過程，以確
保 N93 可以正常運作。

主功能表
按 （功能表鍵）可開啟主功能表。

您的服務供應商可能已設定停用或關閉您行動電話中的某些功能。若是如此，這些功
能就不會出現在行動電話的功能表上。本行動電話可能由您的服務供應商特別設定
過。這些設定可能包括功能表名稱、順序和圖示的變更。如需更多資訊，請洽詢您的
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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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
取下保護螢幕和相機的塑膠膜。

螢幕上可能會有色彩消失、色彩不均或者是出現少數亮點的情況發生。這類螢幕常會
發生這種現象。有些螢幕可能會含有恆亮或恆暗的像素或點。此為正常現象。

插入記憶卡
使用本行動電話時，請僅搭配使用相容的 miniSD 記憶卡。 其他類型的記憶卡 （例
如：MMC 卡）並不適用於記憶卡插槽，而且與本行動電話不相容。使用不相容的記
憶卡可能會損壞記憶卡以及手機，而儲存於不相容記憶卡上的資料可能也會毀損。

在標準銷售包裝中，可取得 miniSD 記憶卡，使用
記憶卡可節省行動電話中的記憶體空間。 您也可以
從行動電話備份資訊至記憶卡中。 

1 要插入記憶卡，請打開記憶卡插槽蓋 (12)。 將您的手指放
到槽蓋上端，靠近相機機模組處，接著順著背面外殼的方
向旋轉槽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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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記憶卡插入插槽 (13)。 確認卡上的接觸點朝上，而且
斜角處是朝向插槽。

3 將卡片推入插槽 (14)。 當卡片固定住時，您會聽見一聲
卡嗒聲。

4 闔上插槽蓋。 使用記憶卡時，請保持槽蓋關閉以保持記憶
卡清潔並防止它掉落。

退出記憶卡
1 按下電源鍵並選取移除記憶卡。 所有應用程式會關閉。

2 開啟記憶卡插槽槽蓋。

3 按一下記憶卡便可從插槽鬆開記憶卡 (15)。
4 若行動電話要求移除記憶卡，請選取確定確認記憶卡是否

移除。
重要： 正在使用記憶卡時，請勿在操作期間取出該卡。在

使用記憶卡期間取出卡片可能會損壞記憶卡和行動電話，而且
儲存在卡內的資料可能也會遭到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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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本行動電話有四種模式： 掀蓋闔上模式、查看模式、掀蓋開啟模式與影像模式。 詳情
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模式」。

在掀蓋闔上模式中 (1)，您可接聽或撥打電話、查看訊息狀態、控制音樂播放器和收
音機、檢查時間與使用照明燈。

當掀蓋闔上時，拉起螢幕轉軸的側面，查看模式 (2) 則會啟動。 使用查看模式可顯示
您的影像、相片幻燈片與電影、撥打免持聽筒視訊電話以及在視訊通話期間發送即時
影像。

在掀蓋開啟模式中 (3)，您可使用五向導覽鍵瀏覽主目錄，並可選取和開啟應用程式
與檔案以及使用所有基本的電話功能。 次要攝影機可支援視訊通話。

使用影像模式 (4) 可簡單迅速地進行影片錄製和拍照。 要啟動影像模式與相機，打開
掀蓋至 90 度、握住行動電話，然後將掀蓋往上打開使主螢幕面向您。 主相機會啟
動，您可觀看要拍攝的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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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與組件 － 掀蓋闔上模式
• 主相機組件和鏡頭 (1)。 本行動電話具有 320 萬像素 (2048x1536) 的主相機可提供高

解析度的影像拍攝與影片錄製。
• LED 閃光燈 (2)
• miniSD 卡的記憶卡插槽 (3)
• 相容周邊產品的 Pop-Port 連接埠 (4)
• 充電器連接器 (5)
• 紅外線傳輸埠 (6)
• 擴音器聲音出口 (7)
• 閃光燈鍵 (8) 可在閃光燈模式間切換。 在掀

蓋闔上模式中，按住閃光燈鍵可使用內建照
明燈。

• 相機模式鍵 (9) 可在靜態影像相機與影片錄
製模式間切換。 

• 側面五向導覽鍵 (10) 可在掀蓋關閉模式
與影像模式中瀏覽。按中間的導覽鍵可選
取、接受或啟動。

• 拍攝鍵 (11) 可拍攝相片或錄製影片。 半按此鍵可鎖定某物件，全按此鍵可拍攝相
片。 在掀蓋闔上模式中，您可按拍攝鍵在螢幕上查看目前的時間。

• 變焦鍵 (12) 可進行縮放。 變焦鍵僅會在影像模式中啟動。
• 電源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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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與組件 － 掀蓋打開模式
• 視訊相機 (1) 可進行視訊通話 （解析度較主相

機低）
• 與 風景選擇鍵 (2) 可在影像與查看模式

中選取指令與項目
• 與 選擇鍵 (3) 可在掀蓋開啟模式中選取

指令與項目。  按住 可使用語音指令。
• 立體聲麥克風 (4)
• 通話鍵 (5)
• 編輯鍵 (6) 可開啟編輯文字的指令清單
•  功能表鍵 (7) 可開啟主功能表
• 按住  (8) 即為進入網路連線上網的捷徑。
• 多媒體鍵 (9) 是多媒體內容的捷徑。
•  清除鍵 (10) 可刪除文字和項目
• 結束鍵 (11)
• 五向導覽鍵 (12) 可瀏覽功能表。按中間的導

覽鍵可選取、接受或啟動。
• 光線感應器 (13) 會持續地感應周遭的光線狀

態。 可讓螢幕和鍵盤在燈光微弱時發亮。

在電視上觀看影像與影片
欲在相容的電視上觀看已拍攝的影片與影像，請使用隨附在標準銷售包裝的相容

Nokia CA-64U 視訊輸出傳輸線。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電視輸出模式」與 「電
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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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相容的電視上觀看影像與影片，請執行下列作業：

1 將相容的 Nokia 視訊輸出傳輸線連接至相容電視的影像輸入。

2 將 Nokia 視訊輸出傳輸線的另一端接到行
動電話的 Pop-Port™ 連接埠。

3 選取功能表 > 多媒體資料 > 影像與影片以
及您想觀看的檔案。 

影像會顯示於影像觀看程式中，影片則會於

RealPlayer 中播放。

立體聲麥克風
本行動電話具有兩組立體聲麥克風 (16)，可
在通話期間擷取聲音，也可在拍攝影片過程
中錄製立體音訊。 立體聲麥克風會以 L 與 R
表示。

請勿將任何尖銳物插入立體聲麥克風的插孔
中。 此舉會損壞麥克風並影響其錄製音訊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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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
將相容耳機插入行動電話的 Pop-Port™ 資料連接
埠 (17)。

警告：使用耳機時可能無法清楚聽見外在環
境的聲音，所以請勿在危險的地方使用耳機。

鍵盤鎖 （按鍵保護）
您可以將鍵盤鎖住以避免在無意間誤按按鍵。

欲在掀蓋開啟模式中鎖住鍵盤，請按 並接著按 。 當按鍵被鎖住時，螢幕會顯示
。

要在掀蓋開啟模式中解除鎖定，請按 ，然後按 。

欲在掀蓋闔上模式中鎖住鍵盤，請按住相機模式鍵。

欲在掀蓋闔上模式中解除鍵盤鎖，請按住相機模式鍵。 您亦可藉由打開掀蓋來解除鍵
盤鎖。 鍵盤鎖會自動解除。

當鍵盤鎖啟動時，您也許仍然可以撥打行動電話內建的官方緊急電話號碼。

鍵盤鎖住時，要開啟螢幕燈光請按電源鍵。

待機模式快捷鍵
• 使用待機畫面進入您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根據設定，動態待機顯示模式已設為

開啟。 詳情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動態待機顯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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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切換使用已開啟的應用程式，請按住 。若記憶體不
足，行動電話可能會關閉一些應用程式。在關閉應用程
式之前，行動電話會先儲存任何未儲存的資料。 讓應用
程式在背景執行會增加電池電力的消耗量，並降低電池
的壽命。  

• 要變更操作模式，請按 ，然後選擇一個操作模式。
• 要開啟最近已撥電話清單，請按 。
• 要使用聲控指令，請按住 。
• 要連線到網路，請按住 。 詳情請參閱《用戶指南》的

「網路」。

如需待機模式下進一步可用的捷徑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
南》的 「動態待機顯示模式」。

有效使用的小秘訣
• 要標記清單中的一個項目，請捲動到該項目，然後同時按 和 。
• 要標記清單中的多個項目，請先按住 ，然後再按 或 。選取項目旁將出現

勾號。 要結束選取，請鬆開導覽鍵，然後鬆開 。在選取您要的所有項目之後，
您就可以移動或刪除這些項目。

• 要複製與貼上文字，請按住 。 在同一時間，請按 或 來選取字母或字，或
按 或 來選取文字列。隨著選取範圍的移動，也將反白選取文字。 要將文字
複製到剪貼簿，在按住 時選擇複製。 要在文件中插入文字，請按住 ，然後
選擇貼上。

• 在某些情況下，當您按 時，螢幕會出現簡短的選項清單，顯示此畫面可使用的
主要指令。

如需更多快捷鍵的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實用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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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訊息 (MMS) 與行動網路設定
Nokia N93 在裝置中一般都自動配有 MMS、GPRS、線上播放和行動網路設定 （其依
據服務供應商之資訊）。

從另一個裝置傳輸資料
• 傳輸應用程式： 詳情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從其他裝置傳送內容」。
• 資料複製器：可從相容的 Nokia 裝置使用 Nokia 電腦端套件來複製資料。 請見行動

電話隨附的 DVD-ROM。「Nokia Content Copier」支援數種 Nokia 手機型號。 若需
更多 Nokia 電腦端套件支援的行動電話相關資訊，請瀏覽 Nokia 官方網頁。

連線方式
本行動電話支援無線區域網路 (WLAN)。有了無線區域網路，您可以將行動電話連接
到網路和配有無線區域網路的相容裝置。

某些地方 （例如法國），在使用無線區域網路上有所限制。 請洽詢您當地的相關政府
單位以取得更多資訊。

在您的家用無線區域網路中，您可建立家庭網路系統並將可支援無線區域網路的相容
UPnP （萬用隨插即用）裝置與其連接。 在家庭網路中，您可以觀看或播放其他連接
裝置中的相容多媒體資料，例如：您可以在相容電視上觀看儲存於 Nokia N93 的影
像。您也可以於相容的裝置間複製媒體檔案，然後從相容的印表機列印影像。 如需更
多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原註冊系統」與 「影像列印」。

有了 Nokia N93，您也可使用紅外線、藍芽連線與相容的裝置傳輸資料，或使用一般
銷售包裝中所隨附之 USB 資料傳輸線來進行資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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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本行動電話有說明功能，可提供您使用時的指示和資訊。 要從應用程式進入說明功
能，請選擇選項 > 說明。

範例：要查看如何建立連絡人卡片的說明，請開始建立連絡人卡片，然後選擇選
項 > 說明，或選擇工具 > 說明來開啟通訊錄的說明。 閱讀說明指示時，要在說明和於
背景開啟的應用程式之間進行切換，請按住 。

用戶指南
請閱讀 《用戶指南》以熟悉您的 Nokia N93。
如需更完整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另一本 《用戶指南》。請勿將本 《快速入門指南》
當作完整的 《用戶指南》使用，因為完整的 《用戶指南》內含有重要的安全與維護
資訊。

本指南也可在 Nokia 網站 www.nokia.com.tw 中找到電子格式的內容。

Nokia 網站支援
請查看 Nokia 官方網頁或您當地的 Nokia 網站以取得本指南的最新版本、新增資訊、
下載以及與您的 Nokia 產品相關的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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