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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下載
您可以透過「下載」搜尋、預覽、購買、下載與升級內
容、服務和應用程式。遊戲、鈴聲、佈景主題、應用程式
以及其他功能都可輕鬆取得。這些項目是依照不同服務提
供商的目錄和資料夾分類。可使用的內容需視您的服務提
供商而定。

「下載」會使用您的網路服務來存取各項最新內容。如需
透過「下載」取得其他可用項目的資訊，請洽詢您的服務
提供商或項目的供應商或製造商。

「下載」會持續進行更新，並為您提供來自服務提供商的
手機相關最新內容。

若要手動更新「下載」中的內容，請選取選項 > 重新整
理清單。

購買並下載項目
若要購買主畫面、資料夾或目錄中選定的項目，請選取選
項 > 購買。子功能表開啟以後，您可以選取項目的版本
並查看價格資訊。可用的選項需視服務提供商而定。

若要下載免費的項目，請選取選項 > 下載。

下載設定
「下載」會使用來自您的服務提供商以及其他可用頻道內
的最新內容來更新手機。

選取選項 > 設定和以下選項：

● 存取點  — 選取連接到服務提供商伺服器的存取點，並
決定是否要讓手機在每次使用時皆詢問存取點。

● 自動開啟  — 在下載後自動開啟內容或應用程式。
● 確認預覽   — 選取是否要在下載內容或應用程式的預

覽之前要求確認。
● 確認購買   — 選取是否要在購買內容或應用程式之前

要求確認。

完成設定後，請選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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