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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分享
您可以在相容的線上相簿、部落格或網路上其他相容的線
上分享服務來分享您的影像和影片。您可以上傳內容、將
未完成的發佈內容儲存為草稿並於稍後繼續使用，以及查
看相簿的內容。支援的內容類型可能會根據服務提供商而
異。

快速入門指南
您必須向線上影像分享服務提供商申請此服務。通常您可
以在服務提供商所屬的網頁申請服務。如需與訂閱服務有
關的詳細資訊，請連絡您的服務提供商。如需更多關於相
容服務提供商的資訊，請參閱 www.nokia.com/support/
sharingandblogging。
第一次在線上分享應用程式中開啟服務時，系統會提示您
上線，並下載服務提供商清單。若要啟動服務，請選取要
使用的服務提供商。若要稍後存取帳號設定，請選取選
項 > 設定 > 我的帳號。

上傳媒體檔
在 [照片] 中，選取已拍攝、您要上傳的檔案，以及選
項 > 傳送 > 發表至網路。您也可以使用主相機存取線
上服務。

若要建立服務的新帳號，請選取線上分享和服務，以及選
項 > 新增帳號。

當您選取某個服務來上傳媒體檔時，您可以擷取新的影像
或影片，從現有的影像或影片中進行選取，接著在影像或
影片中新增標題、標籤和字幕。

若要連線到服務並將檔案上傳到網路上，請選取選項 >
發表至網路或按通話鍵。

若要取消網路上傳程序，並將建立的文章另存為草稿，請
選取返回或取消 > 另存為草稿。

開啟線上服務
若要查看線上服務中已上傳的影像和影片，以及手機中的
草稿和已傳送的項目，請選取照片 > 線上分享。如果您
在離線時建立新的帳號，或在相容的電腦上透過網路瀏覽
器修改帳號或服務設定，那麼若要更新手機中的服務清
單，請選取選項 > 更新伺服器。

開啟服務後，請選取選項和以下選項：

● 移至網站  — 開啟瀏覽器並開始連線到選定的帳號
● 寄件匣  — 開啟選定帳號的收件匣

● 最近發表  — 查看手機中最近建立的 20 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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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章  — 建立新的項目

可用的選項可能會因情況而不同。

線上分享設定
若要編輯線上分享中的帳號設定，請選取線上分享 > 選
項 > 設定。

我的帳號
您可在 [我的帳號] 中，建立新的帳號或編輯現有帳號。

若要建立新的帳號，請選取選項 > 新增帳號。

若要編輯現有帳號，請選取該帳號和選項 > 編輯。

選取以下選項：

● 帳號名稱  — 輸入帳號的名稱。
● 使用者名稱  — 輸入在註冊線上服務時建立的帳號使用

者名稱
● 密碼  — 輸入在註冊線上服務時建立的帳號密碼
● 影像發表大小  —  選取要上傳至服務的影像大小

服務提供商
● 服務提供商  —  查看服務提供商的詳細資訊。您無法

為現有的帳號變更服務提供商；您必須為新的服務提
供商建立一個新的帳號。如果您刪除 [我的帳號] 中的
某個帳號，那麼也會從手機刪除該帳號的相關服務，
包括適用於服務的發送項目。

應用程式設定
選取線上分享、某個服務，選項 > 設定 > 應用程式設
定和以下選項：

● 顯示影像大小  — 選取顯示在手機螢幕上的影像大小。
此設定不會影響上傳影像的大小。

● 顯示文字大小  — 選取文字的字型大小。

進階
選取線上分享、某服務、選項 > 設定 > 進階和以下選
項：

● 預設存取點  — 變更連線到線上服務時要使用的存取點
● 下載間隔  — 選取背景下載的間隔時間，或關閉背景下

載功能
● 漫遊時下載  — 選取漫遊時是否允許進行背景下載
● 發佈所有影像資料  — 選取是否要發佈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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