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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和組件 （正面）
型號：Nokia N81-3。
以下簡稱為 Nokia N81。
1 遊戲鍵 和

2 記憶卡插槽

3 選擇鍵

4 媒體鍵

•  向前鍵

•  播放 / 暫停鍵

•  停止鍵

•  向後鍵

5 通話鍵

6 功能表鍵

7 數字鍵

8 Navi™ 導覽鍵。以下簡稱為導覽鍵。

9 清除鍵

10多媒體鍵

11結束鍵

12視訊用相機

13聽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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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和組件 （背面和側面）
1 具有 3D 音效的立體聲擴音器

2 相機閃光燈

3 可拍攝高畫質影像和錄製影片的相機

4 縮放 / 音量鍵

5 拍攝鍵

按鍵和組件 （頂端）
1 電源鍵

2 Nokia AV 接頭 3.5 mm （適用於相容耳機）

3 鍵盤鎖定鍵

按鍵和組件 （底部）
1 充電器插孔

2 Micro USB 插孔可連接至相容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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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SIM 卡或 USIM 卡和電池
USIM 卡是 SIM 卡的增強版，而且受到 UMTS 手機
的支援。

請將 SIM 卡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取出電池前，請務必關閉手機，並中斷手機與充電
器的連接。

關於瞭解是否可使用 SIM 卡服務以及相關資訊，請
洽詢您的 SIM 卡提供商 （可能是您的服務提供商或
其他廠商）。

1 將手機背面朝上，再按下背面外殼鬆開鈕 (1) 然
後向上取出背面外殼 (2)。

2 從 SIM 卡插槽孔拉出 SIM 卡插槽 (3)。

3 將 SIM 卡插入插槽。確認卡上的斜角對準插槽上
的斜角處，而且卡上的金色接觸點朝下。將插槽
滑入插槽孔 (4)。

4 裝回電池 (5)。

5 將外殼頂端對準手機背面裝回外殼 (6)。壓下外
殼鈕將外殼鎖入定位 (7)。

請注意：您的行動電話並不支援 5 伏特的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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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卡
您可以使用相容的 microSD 記憶卡做為額外的儲存
空間以節省手機中的記憶體空間。您也可以從手機
備份資訊至記憶卡中。

請僅搭配經過 Nokia 認可的相容 microSD 卡來使用
本手機。Nokia 使用符合業界標準的記憶卡，但是
部分品牌可能無法與本裝置完全相容。使用不相容
的記憶卡可能會損壞記憶卡和裝置，並造成記憶卡
中所儲存的資料損毀。

請將所有記憶卡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插入記憶卡

1 請將手指放在外蓋下
方一角，並將外蓋旋
開到側邊。

2 將記憶卡插入插槽。
請確認卡片的接觸點
朝下。

3 將記憶卡推入。當記憶卡固
定住時，您會聽見一聲卡嗒
聲。

4 闔上插槽蓋。

退出記憶卡

1 請將手指放在外蓋下方一角，
並將外蓋旋開到側邊。

2 按一下記憶卡便可從插槽鬆開記憶卡。

3 取出記憶卡。 
 重要：若正在使用記憶卡，請勿在作業期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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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機
1 按住 。

2 若手機要求輸入 PIN 碼或鎖定
密碼，請輸入該碼，然後再按
左選擇鍵。原廠設定的鎖定密
碼為 12345。

本裝置具有隱藏式天線。

請注意：與使用所有無線傳
輸裝置相同，使用天線時請避免



Copyright ©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5

不必要的碰觸。例如：通話期間請避免接觸行動電
話的天線。碰觸傳輸或接收的天線會影響無線通訊
品質，並且會使電池耗損量高於一般需要，並可能
減短電池使用壽命。

1 行動電話天線

2 藍牙技術 /無線區域網
路天線

N81 開機畫面

• 當N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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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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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1 可以正常運作。

鍵盤鎖 （按鍵保護）
當按鍵鎖住時，會顯示 。

如要鎖住按鍵，請切換鍵盤鎖定鍵。 
如要解除鎖住按鍵，請切換鍵盤鎖定鍵。

關閉滑蓋時，如要選擇是否鎖住按鍵鎖，請按 並
且選擇工具 > 設定 > 一般 > 滑蓋設定 > 啟動鍵盤鎖 
> 關閉滑蓋時開、關閉滑蓋時關或總是詢問。 
在逾時一段時間後，或當滑蓋關閉時，要讓鍵盤鎖
自動啟動，請按下 ，然後選取工具 > 設定 > 一般 
> 安全性 > 手機與 SIM 卡 > 按鍵自動鎖定時限。

當鍵盤鎖啟動時，您也許可以撥打手機內建的官方
緊急電話號碼。

充電
1 請將相容的充電器插

到牆上的電源插座。

2 將電源線接到行動電
話。若電池電力已完
全耗盡，您可能要等
幾分鐘螢幕上的充電
指示符號才會開始捲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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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池充電完畢後，充電指示符號會停止捲動。從
行動電話拔下充電器，然後再從牆上的電源插座
拔下充電器。

歡迎
初次開機，會顯示歡迎。選擇以下設定：

設定精靈 — 可設定多項設定，例如：電子郵件。

手機轉換 — 從相容的 Nokia 裝置傳輸內容，例如：
通訊錄和行事曆項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用
戶指南》。

若要稍後進入歡迎應用程式，請按 ，然後選取工
具 > 公用程式 > 歡迎。您同樣可以在其所屬的功能
表位置進入個別的應用程式。

按鍵導覽
功能表鍵

使用功能表鍵，您可以進入主功能表。在開啟的應
用程式中，按 可讓該應用程式在背景執行。若
要在開啟的應用程式中互相切換，請按住 。

Navi 導覽鍵

使用導覽鍵在功能表中移動
（ 、 、 、 ）並且選擇項目
（ ）。要開啟額外的 Navi™ 導
覽轉輪功能，請按 ，然後選擇
工具 > 設定 > 一般  > Navi 轉輪 > 
Navi 轉輪 > 開。使用此功能，您
可使用手指以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
滑動轉輪來 ：
• 在音樂播放中瀏覽歌曲。

• 在多媒體資料中瀏覽。

• 在多媒體功能表中瀏覽。

多媒體鍵

多媒體鍵為進入擁有多媒體內容的多媒體功能表的
捷徑。如要開啟或關閉多媒體功能表，請按 。

多媒體功能表包含具有特定多媒體內容的項目，例
如：音樂、影像和遊戲。要瀏覽多媒體功能表，請
使用導覽鍵或 Navi 轉輪 。
媒體鍵

使用媒體鍵 （ 、 、 和 ）可控制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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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鍵

使用拍攝鍵拍攝靜止影像和錄製影片。按住 以
啟動主要相機。按 拍照。在影片模式中，按

可錄製影片。 
音量鍵

當您正在通話或聆聽音樂時，使用音量鍵可分別調
高或調低音量。在相機模式下拍照時，使用音量鍵
可放大或縮小。

遊戲鍵

使用遊戲鍵操作遊戲功能以體驗 N-Gage™ 遊戲。在
多媒體資料中，使用遊戲鍵可放大或縮小。

捷徑
• 若要在開啟的應用程式中互相切換，請按住 。

應用程式在背景下執行會增加電池的消耗量，並
縮短電池的壽命。

• 如要啟動相機，請按住 。

• 要撥打語音信箱 （系統服務），請按住  。
• 要開啟多媒體功能表，請按 。

• 要變更操作模式，請按 ，然後選擇一個操作模
式。

• 要在標準和無聲操作模式切換，請按住 。若
您有兩組電話號碼 （系統服務），此動作會在兩
組電話號碼間切換。

• 要開啟最近已撥電話清單，請按 。

• 如要使用聲控指令，請按住右選擇鍵。

• 要啟動瀏覽器 （系統服務），請按住 。

音樂
音樂播放機支援的檔案格式為 aac、aac+、eaac+、
mp3、wav 和 wma。音樂播放機並不會支援所有的
檔案格式，或所有檔案格式的類型。

1 按 並選取音樂 > 音樂播放 > 音樂。

2 在下列功能表中選取您想要聆聽的歌曲類型。使
用手指在導覽鍵四周滑動以瀏覽清單。

3 如要播放選取的檔案或檔案清單，請按 。

要在現正播放畫面選取更多的音樂來播放，請選擇
選項 > 移至音樂功能表。

 祕訣！ 若要讓聲音發揮最佳效果，將隨附的耳
罩套在耳機上。

傳輸音樂

您可以使用相容的 USB 傳輸線或藍牙連線從相容的
電腦或其他相容裝置傳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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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三種不同的方法來傳輸音樂：

• 要查看將手機當作電腦的外部大型記憶體來傳輸
資料檔案的內容，請使用相容的 USB 傳輸線或
藍牙連線。若您要使用 USB 傳輸線，請使用資
料傳輸作為連線模式。

• 要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同步處理音樂檔案，
請連接相容的 USB 傳輸線並選擇 Media player
作為連線模式。欲知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Windows Media Player 相關的手冊和說明。

• 若要在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裡使用 「Nokia
音樂管理員」，請連接相容的 USB 傳輸線，然
後選擇電腦端套件作為連線模式。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用戶指南。

大型儲存和 Media player 模式只可在檔案存放於手
機的大型記憶體時使用。

如要改變預設的 USB 連線模式，請按下 ，然後
選擇工具 > 連線方式 > USB > USB 模式。

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同步處理

 祕訣！ 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您可以在
網路上經由網路商店搜尋和購買數位媒體內容，並
與手機同步處理數位媒體內容。

音樂同步處理的功能在不同版本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應用程式可能會有所不同。您可以從 Nokia

網站的 Nokia N81 部分取得有關 Windows Media 
Player 相容性的詳細資訊。

連接行動電話至相容的電腦。如果您使用 USB 連
線，請在手機的連線類型選擇 Media player 連線。 
在手機與相容的電腦連線後，若手機中沒有足夠的
可用空間，Windows Media Player 會選擇手動進行同
步處理。使用手動同步處理，您可以選擇要移動、
複製或移除的歌曲和播放清單。

請按照下列步驟：

1 手機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連接後，若連接一個
以上的手機，請在瀏覽窗格選取您的手機。

2 拖曳歌曲或專輯到清單畫面以進行同步處理。要
移除歌曲或相簿，請選取清單中的項目，然後按
一下從清單移除。

3 查看清單畫面是否包含您要同步處理的檔案並確
認手機有足夠的空間可用。按一下開始同步處理
以啟動同步處理。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

Nokia 音樂商店 
您可以在 Nokia 音樂商店 （系統服務）搜尋、瀏覽
和購買您想下載到手機的音樂。如要購買音樂，您
必須先在服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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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查詢您的國家是否有提供 Nokia 音樂商店的服
務，請至 music.nokia.com。

若要開啟 Nokia 音樂商店，請按 ，然後選取音樂 
> 音樂商店。您的手機必須要有有效的網際網路存
取點以進入服務。在 Nokia 音樂商店主頁面，如需
更進一步的指示，請選擇說明。

您也可以從相容的電腦進入位於 music.nokia.com 的
Nokia 音樂商店。在 Nokia 音樂商店主頁面，如需更
進一步的指示，請選擇說明。

請注意：目前台灣尚未開通 Nokia 音樂商店的
服務。

Nokia Podcasting 
使用 Nokia Podcasting 應用程式，您可以在線上搜
尋、發現、訂購和下載 podcasts，並使用您的手機
播放、管理和分享聲音和影片 podcasts。
若要開啟 podcasting，請按 ，然後選取音樂 > 
Podcast。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位於 www.nokia.com.tw/
support 的附加 《用戶指南》。

收音機 
1 連接相容的耳機到手機。

2 按 ，並選取音樂 > 收音機。

3 若要開始搜尋電台，請選取 或 或按住媒
體鍵 或 。 

要觀看目前收聽電台的視覺內容，請選擇 或選
項 > 啟動視覺服務 （系統服務）。

若您不能進入視覺收音機服務，就表示您所在區域
的系統業者和廣播電台也許不支援視覺收音機。

遊戲
您的 Nokia N81 和 N-Gage 遊戲相容。使用 N-Gage，
您可以下載和進行高品質的多人對打遊戲。

您的手機包含下列其中一種應用程式：

• 探索 N-Gage 應用程式 — 使用此預覽應用程式
您可以取得即將上市的 N-Gage 遊戲資訊，嘗
試樣本遊戲，並且在上市後下載並安裝完整的
N-Gage 應用程式。

• N-Gage 應用程式 — 不像Discover N-Gage應用
程式只能在功能表中預覽遊戲，功能完整的
N-Gage 應用程式帶您體驗豐富的各式遊戲。
您可以尋找新的遊戲、試玩和購買遊戲、尋找
其他玩家並查看得分、事件和聊天內容等。手
機上所安裝的原始軟體可能未具備某些更新功
能，請至 www.n-gage.com 取得軟體更新的資
訊。

請按 ，並選擇遊戲開始。

music.nokia.com
music.nokia.com
www.nokia.com.tw/support
www.n-g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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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體驗完整的 N-Gage，您的手機需經由行動系
統或無線區域網路以進入網際網路。如需數據服務
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服務提供商。 
欲瞭解更多相關資訊，請至 www.n-gage.com。

支援

說明

說明功能可在使用手機時，提供指示。要從應用程
式進入說明功能，請選擇選項 > 說明。

用戶指南

有關手機的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

線上資訊

請查看 www.nokia.com.tw/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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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Nseries、N81、Navi、
N-Gage 和視覺收音機是 Nokia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

註冊商標。本文件中所提及的其他產品與公司名稱可
能分別為其各自擁有者之商標或註冊名稱。

未取得 Nokia 的書面同意，嚴禁以任何形式複製、
傳送、散佈或儲存全部或部分的內容。

Nokia 奉行持續發展的政策。Nokia 保留對本文件中
所描述產品進行改變和改進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在適用法律所允許之最大範圍內，不論是任何情況，
包括發生資料或收入損失或任何特殊、附隨、衍生性
或間接之損害，無論其發生原因為何，NOKIA 或其
認可供應商都毋需承擔任何損害之責任。

本文件之內容係依 「現況」提供。除非適用的法律
另有規定，否則不對本文件之準確性、可靠性或內
容做出任何類型的明確或隱含的保證，其中包括但
不限於對特定目的的商用性與適用性的默示保證。
NOKIA 保留於任何時刻修正或作廢此文件的權利，
恕不另行通知。如需最新的產品資訊，請參閱
www.nokia.com.tw。

能否取得特定產品以及這些產品的應用程式服務，
需視地區而定。如需詳細資訊及可用的語言選項，
請洽詢當地的 Nokia 經銷商。

有些操作和功能必須視 SIM 卡和 / 或系統、多媒體
訊息，或者裝置的相容性和受支援的內容格式而
定。某些服務需另外收費。

www.n-gage.com
www.nokia.com.tw/support
www.noki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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