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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恭喜您購買進階又小巧的 LG Windows Smartphone，經獨特設
計能使用最新的數碼手機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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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安全及有效使用準則
請讀取以下簡易的使用規
則。 違反這些準則可能會發
生危險或觸犯法律。

射頻能量暴露準則
無線電波暴露及比吸收率
(SAR) 資訊。本手機型號
BL40 已為遵守無線電波暴露
的應用安全要求而設計。 此
要求包括可確保市民安全的
設計準則，範圍涵蓋各年齡
階層與所有的健康狀況。
• 無線電波暴露指引的量
度單位叫作比吸收率或
SAR。 SAR 測試使用標準
方法進行，用手機以在所
有使用的頻帶最高的合格
電源水平傳輸。

• 雖然不同型號的 LG 電話
的 SAR 水平有所差異，
但所有這些電話都為達到
無線電波暴露的相關指引
而設。
• 國際非離子化輻射保護委
員會 (ICNIRP) 建議的 SAR
限制，即平均 10 克組織
2W/kg。
• 經 DASY4 測試，本型號手
機在耳邊使用的最高 SAR
值為 0.803 W/kg（10 克）
，攜帶於身上時則為 0.438
W/kg（10 克）。
• 採用了電氣與電子工程師
學會 (IEEE) 建議的 SAR 限
制，即平均 1 克組織 1.6
W/kg 的國家/地區居民的
SAR 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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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有效使用準則
產品護理及維修

警告
請僅使用經認可適用於此
特定型號手機的電池、充
電器及配件。 使用其他種
類的配件可能會導致手機
的認可或保養失效，並可
能引致危險。
• 請勿拆開此裝置。 需要
對手機進行維修時，請將
其帶到合資格的維修技
師處。
根據 LG 的政策，保固期
內的維修可能會包括更換
部件或主板，這些用於更
換的部件或主板可能是新
亦可能是返修的，但其功
能與被更換的部件相同。

8

GW825v | 使用手冊

• 請遠離如電視、收音機或
個人電腦等電器產品而使
用手機。
• 裝置需遠離發熱來源，如
散熱器或烹調器具。
• 請勿摔落手機。
• 請勿讓此裝置遭機械震動
或電擊。
• 請
 於任何有特殊限制的地
方關閉手機。 例如，請
勿在醫院內使用手機，否
則，它可能會對敏感的醫
療設備造成影響。
• 請勿以潮濕的雙手對充電
中的手機進行操作。 這可
能會引致觸電和造成手機
嚴重損壞。
• 請
 不要在易燃材料附近為
手機充電，因為充電期間
手機會發熱並導致火災。

• 使用乾布清潔裝置表面（
請勿使用如苯、稀釋劑或
酒精等溶劑）。
• 切勿在柔軟家具上為手機
充電。
• 手機應在通風良好的環境
中充電。
• 請勿讓此裝置接觸過多煙
或塵埃。
• 請勿將手機置於信用卡或
車票附近，這可能會影響
磁帶上的資料。
• 請勿以尖銳物件敲打熒
幕，否則可能會對手機造
成損毀。
• 請勿將手機暴露於液體、
濕氣或潮濕環境中。
• 請小心使用配件，如耳
機。 如非必要，請勿觸及
天線。

• 切勿在高濕度（如泳池、
溫室、日光浴室）或熱帶
環境中使用手機或配件，
這可能會對手機造成損壞
和使保用失效。

有效手機操作
電子和醫療裝置
所有手機都可能會因為受到
干擾而影響效能。
• 請勿在未得到批准下在醫
療儀器附近使用您的手
機。 請咨詢您的醫生確定
操作手機是否可能會干擾
醫療儀器的操作。
• 手機可能影響到某些助
聽器。
• 輕微干擾可影響電視、收
音機、個人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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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有效使用準則
心律調校器

• 請專心一致駕駛。

心律調校器製造商建議手機
與心律調校器之間的距離至
少應為 15 厘米，以避免對
心律調校器造成潛在干擾。
要做到這一點，請使用與心
律調校器對側的耳朵進行通
話，並且切勿將手機置於胸
部口袋中。

• 如有免提耳機套件，請使
用耳機。

醫院

• 如果您的汽車配有氣囊，
切勿讓已安裝的無線設備
或手提無線設備阻擋氣
囊。 它有可能因使用不當
而失靈或造成嚴重損傷。

應醫院、診所或保健場所
要求，請關閉您的無線裝
置。 這些要求的宗旨是防止
對敏感的醫療設備可能造成
干擾。

道路安全
檢查您駕駛時地區使用手機
的法例及規則。
• 駕駛時請勿使用手提手
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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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駕駛條例要求，請駛
離馬路並停泊好汽車後才
撥打或接聽電話。
• RF 能量可能會影響車內某
些電子系統，例如車載立
體聲音響及安全設備等。

• 如果在外出時聆聽音樂，
請確保將音量設定至合適
水平，以便可以對周圍環
境產生警覺。 這在馬路旁
邊時尤爲必要。

避免損害您的聽覺

規定或條例。

如果長時間以較大音量收
聽，可能會對聽覺造成損
害。 所以我們建議開啟或
關閉手機時，不要將它放於
太近耳朵。 我們亦建議將
音樂及通話音量設定至合適
水平。

潛在爆炸氣壓

玻璃部件
手機的部分部件採用玻璃製
成。 若手機墜落至堅固表面
或受到硬物碰撞，玻璃會破
碎。 若玻璃破碎，則切勿觸
碰或企圖移除玻璃。 應停
止使用手機，直到經由授權
服務中心更換玻璃才能再次
使用。

爆破地區
請勿在進行爆破時使用手
機。 請嚴格遵守相關限制、

• 請勿在燃料補給點使用
手機。
• 請勿在燃料或化學物質旁
使用。
• 請勿使用放置了手機及配
件的汽車傳輸或放置易燃
氣體、液體或爆炸物。

在飛機上
無線裝置可引致飛機干擾。
• 登機前，請先關掉手機。
• 未經地勤人員批准，請勿
在陸上使用手機。

兒童
請將手機放在兒童接觸不到
的安全地方。 手機包含微細
零件，如果拆開，可能造成
哽咽危險。
11

安全及有效使用準則
緊急撥號
緊急電話可能在某些流動網
絡中不能發出。 因此，您不
應僅倚賴手機作為緊急電話
方式。 請向您本地的服務供
應商查詢。

電池資料及保護
• 充電前，您無須完全放
電。 跟其他電池系統不
同，沒有記憶影響可緩和
電池的效能。
• 只使用 LG 電池及充電
器。 LG 充電器是為將電
池壽命擴至最大而設。
• 請勿拆解電池組或造成電
池組短路。
• 請保持電池組的金屬接點
清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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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電池不再提供可接受的
效能，請更換電池。 電池
組可重充數百次直至需要
更換為止。
• 如果電池很久沒有使用
來擴展其用量，需重充
電池。
• 請勿直接將充電器暴露於
日光下或高濕度環境（如
浴室）中。
• 請勿把電池放置在熱或冷
的地方，這可損害電池
效能。
• 若使用類型不當的電池，
則有發生爆炸的危險。
• 請根據製造商的指示來處
理廢棄電池。 請盡量回收
利用。 請勿作為家庭廢棄
物處理。

• 如果需要更換電池，請帶
同手機前往最近的授權 LG
電子產品服務點或經銷商
以尋求協助。
• 請謹記在手機完全充電後
從牆壁插座拔出充電器，
避免充電器造成不必要的
電力損耗。
• 電池的實際壽命將取決於
網絡設定、產品設定、
使用模式、電池及環境
條件。

13

LG Smartphone 功能
手機部件
<裝置的前面>

耳機/充電器/
USB線插孔
感應器
在通話過程中，
當近距離感應器
靠近您的臉部時
LCD 自動關閉
觸控屏幕

發送鍵
開啟觸控屏幕
撥號鍵盤或接
聽來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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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鍵
按住電源鍵開啟
或關閉手機。
向內鏡頭
聽筒

導覽感應器
向右和向左或
向上和向下滑
動。

結束鍵
結束或拒接通
話。

返回按鈕
返回到上一個功能表。

<左面>
繩孔

音量鍵

<右面>
MicroSD 咭
插槽
多項工作鍵

v 當屏幕處於備

用備用狀態時：
可調整電話音量
v 在通話時：

可調整通話時聽
筒音量

相機鍵
啟用相機

15

相機鏡頭
軟重設鍵
PICO 接頭
智能咭插槽

電池觸點

如何手持LG Smartphone
為獲得更好的 RF 天線接收度，LG 建議您按下圖所示手持耳
機。

RF 天線

在通話或使用藍芽連接時，切勿用手蓋住 RF 天線區。這可能
會降低通話品質。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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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屏幕準則
v 本產品的按鍵包含顯示在

LCD 屏幕上的觸控鍵。
使用本產品前務必仔細閱
讀並遵守《觸控屏幕準
則》。
1. 確保您的雙手清潔乾燥。
v若身處潮濕的環境，請除

去您手指或觸控鍵上的水
分。

觸控屏幕

2. 並不需要用力按下觸控鍵
才能使用。 切勿讓產品受
到嚴重影響，否則可能損
壞觸控鍵感應器。
3. 用指尖準確地按下所需的
觸控鍵，要注意不要點選到
任何其他鍵。
4. 如果被手機殼或塑膠蓋蓋
住，觸控鍵就可能無法正常
使用。
5. 確保觸控屏幕表面附近沒
有任何金屬盒其他傳導性材
料。 與這些材料接觸可能導
致故障。
6. 本手機允許您使用筆或
者手寫筆選擇「功能表」
。 您亦可以手指選擇「功能
表」。
7. 若置於炎熱潮濕的環境，
觸控屏幕可能無法正常使
用。
17

開始使用
如果變更屏幕
開啟手機時，您會在預設情況下看到「LG 主頁」屏幕。 在
「Today」屏幕，您會看到重要的最新資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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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主頁屏幕
在任何 LG 主頁屏幕上點按所需的內容。 在主頁屏幕左右滑
動可以變更屏幕模式。 有三種主頁屏幕。
主頁屏幕底部會顯示一些功能表的捷徑圖示，允許您從主頁
屏幕直接存取功能表。 可透過點選屏幕左上角的「開始」存
取「LG 功能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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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安裝智能咭與電池
1. 安裝智能咭
智能咭包含手機號碼、服務詳情，必須插入到手機中。 如果
取出智能咭，您的手機就無法使用（除非撥打緊急電話，視
乎您當時所在的國家），直至插入有效智能咭。 插入或取出
智能咭之前，務必將充電器和其他配件從手機上撥出。 將智
能咭滑入智能咭插槽。 請確保智能咭已正確插入，且咭上的
金屬接觸區面向下方。 要取出智能咭，請小心地取出。

插入智能咭

取出智能咭

注意
v 智能咭金屬接點容易因刮傷而損壞。 拿取智能咭時請特別注
意。 請依照智能咭所附說明書進行使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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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電池。
取下電池蓋（如下所示）。 將金屬觸片與電池盒的底邊緣對
齊。 向下按電池的另一端。 最後，將電池蓋裝回手機，如
下所示。

為電池充電
在將充電器連接手機前，必須首先檢查是否安裝了電池。

21

開始使用
充電模式
1. 為手機充電時，手機聽筒
旁的 LED 會亮起為紅色。
2. 手機充滿電時，該 LED 會
變為綠色。
注意

●●

●●

v 如果在充電時手機關機，

按下電源鍵就可開機。
v 如果電池完全放電，紅色

LED 就會閃爍，您此時就
無法開機。 只要充電後
電量達到 1%，LED 就會
停止閃爍，並且顯示充電
畫面。 隨後即可將手機
開機。
注意！
●●

當您對已完全放電的電
池進行充電時，可能
需要超過數分鐘回復
顯示。 這種情形不是
故障，屬於完全正常

22

GW825v | 使用手冊

●●

●●

●●

情況。（如果使用 USB
線，可能需要超過十分
鐘。）
切勿用力拉扯連接器，
因為這可能會損壞手機
和/或充電器。
如果您使用自己所在國
家/地區以外的充電器，
應使用附件插頭適配器
進行正確配置。
充電時，不要取下電池
或智能咭。
若使用類型不當的電
池，則有發生爆炸的危
險。 請根據製造商的指
示來處理廢棄電池。
建立使用旅行充電器進
行充電。

警告
• 在雷雨天氣，應從電源
插座上拔下充電器和手
機以避免電擊或火災。
• 應確保沒有鋒利的物品
可接觸到電池，例如動
物牙齒或指甲。 這可能
會引起火災。

如何使用記憶咭（選
購）

<記憶咭>
<如何插入記憶咭>
1. 打開保護插槽的保護蓋。

中斷充電器連接
如下圖所示，拔出旅行充電
器與手機的連接。 只能拔下
插頭，切勿拉扯電線。

2. 金屬觸面朝下，將記憶咭
插入插槽。 切勿將記憶咭
強行插入插槽，如果無法
順利插入記憶咭，請檢查
咭片插入方式是否正確或
者插槽中是否有異物。
3. 插入後，將記憶咭輕按，
直至聽到「咔嗒」聲，表
示記憶咭已正確插入。
4. 合上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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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勿在讀寫記憶咭時取出
記憶咭。

v 記憶咭經設計可以輕鬆插

入插槽。
v 請勿彎曲記憶咭或強行插

入插槽。
v 切勿插入 microSD 以外的

記憶咭。
有關 microSD 的更多資訊，
請參閱記憶咭的使用手冊。
警告

注意：
v 避免在電量低時使用記

憶咭。
v 當您將資料儲存至記憶咭

時，請等候操作完成，再
取出記憶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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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手機處於開機狀態
時，切勿插入或取出電
池，因為這可能會損壞
記憶咭。

開機

鎖定或解除鎖定手機
<裝置頂部>

按「結束」鍵約數秒鐘可以
鎖定手機。 要解除鎖定手
機，將屏幕上的按鈕向左或
向右滑動。
電源鍵

開啟/關閉 LG Smartphone
按住手機頂端右側的電源鍵
數秒鐘可以開啟或關閉 LG 智
能手機。

進入睡眠/睡醒模式
開機時，輕按一下電源鍵即
可進入睡眠模式。 要退出
睡眠模式，再輕按一下電
源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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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鍵
備用模式時：按鍵音量
通話中：聽筒音量
播放曲目時：音量

校準觸控屏幕
校準手機屏幕需要使用手寫
筆在屏幕上四處移動的同時
點選十字形中央。 此流程
可確保使用觸控筆點按屏幕
時，點按的項目即會啟用。
如果手機沒有對屏幕點選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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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準確回應，請採用以下步
驟重新校準：
1. 點選開始 > 設定 > 系統 >
螢幕。
2. 在「校準」標籤上，點選
「校準螢幕」按鈕，並遵
循屏幕上的指示。 完成校
準之後，會再次顯示校準
螢幕。 按一下右上角的
「OK」可返回主頁屏幕。

瞭解 LG Smartphone 的主頁屏幕
點按轉至無線裝置管理員，例如
Wi-Fi、Bluetooth、電話、資料連接等。

點按轉至鬧鐘功能表。

透過點按該按鈕，您可以查看其他功能。
無線裝置管理員：開啟或關閉 Wi-Fi、Bluetooth、電
話、資料連接。
飛航模式：可以設定為在上飛機之前關閉手機。
鈴聲及提示：可以從桌面更改通知設定。 您可以從
標準、全部震動、全部靜音、戶外或自動之間進行
選擇。
主旨與牆紙：可以更改手機主題和牆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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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項工作功能

當您將 LG Smartphone 橫向
滑開時，將會顯示功能，
例如Messenger、Internet
Explorer、搜尋、LG行事
曆、編寫新訊息、收件匣、
寫入新電郵和電郵收件匣。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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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按「多項工作」鍵直接
進入「多項工作」功能表。
您可從此處檢視當前執行的
所有應用程式並透過點按操
作進行存取或退出。點按
「功能表」，可直接轉到應
用程式。

使用 LG 功能表
點選
存取「LG 功能表」。 「LG 功能表」中包含關於通
訊、多媒體、應用程式和設定的功能。

您可以使用屏幕底部的功能表
圖示，直接從桌面存取所需的
功能表。 並且，您可以向左
或向右滑動手指找到更多功能
表。 按住每個功能表圖示以存
取功能表。

透過向右和向左拖動圖示，
您可以重新排列功能表的
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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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符
以下是一些您會在手機上看到的狀態圖示。
圖示

30

說明

圖示

說明

藍芽免提連接已建立

連接已停用

藍芽免提頻道已開啟

同步進行中

藍芽高質量聲音頻道
已開啟

同步錯誤

電池電量

最大訊號強度

電量很低

無訊號

電池充電

藍芽服務已啟用

開啟聲音

無手機服務

關閉聲音

搜尋手機服務

震動模式

語音通話進行中

連接已啟用

通話已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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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說明
通話保留
未接來電或拒接來電
GPRS (通用分組無線電服務) 可用
EDGE (增強型資料傳輸的全球演進技術) 可用

H WCDMA 或 HSDPA 可用
新電子郵件或文字訊息
存在更多的通知。 點按圖示以全部檢視。
沒有插入智能咭無法使用網絡服務。
Wi-Fi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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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 LGIdles 屏幕
「Today」屏幕顯示重要資
訊，例如近期約會和狀態指
示符。
您可點按屏幕上的區域，開
啟相關程式。
v 要存取「Today」屏幕，點

選開始 > 設定 > Today > 項
目 > LGIdles。
您可選擇希望 LGIdles 屏幕
所顯示的項目。 要變更其位
置，點選上移或下移。
查看Today畫面逾時。 如
果超過指定時間後仍未使
用手機，則屏幕會切換到
「Today」屏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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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開始功能表
「Today」屏幕左上角的「
開始」功能表會顯示程式清
單。 它允許您開啟屏幕並
在一個或另一個程式之間切
換。 您可透過在程式清單中
捲動並點選某個程式來開始
程式。

注意
此手機僅支援繁體中文。

編輯Today屏幕
1. 點選開始和設定「Today」
屏幕。
2. 點選項目標籤。
3. 向下捲動檢視並選擇項
目。
4. 點選OK以變更設定。
5. 或點選外觀標籤查看屏幕
的裝置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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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

通話記錄

您可輕鬆使用智能撥號功
能。 如果您在Today屏幕，屏
幕就會顯示「LG連絡人」或
「通話記錄」中以您輸入號
碼或字元開頭的電話號碼或
名稱。 對於名稱，屏幕會顯
示包含這些字元的連絡人名
稱，而不僅是以您輸入的字
元開頭。 隨後您可選擇希望
撥打的號碼。

點選「LG 功能表」
>
「通訊」標籤中的「最近
通話」

您亦可撥打國際長途或緊急
電話。
注意
v 如果您點按了錯誤號碼，
)可
則點按返回箭頭 (
一次清除一個號碼。 要
刪除所有號碼，長按返回
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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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手機會將未接來電、已
接來電、所有通話儲存在「
通話記錄」功能表中。 您可
查看最近所撥出、接聽或未
接的電話。

撥打電話
用手機撥打電話
1. 在「Today」屏幕，按「
可開啟
發送」鍵
鍵盤。
2. 使用鍵盤鍵入號碼並點選
或屏幕
「發送」鍵
上的「發送」按鈕。
進行視訊通話。
點按

3. 要結束通話，請按「結
束」鍵或「結束」按鈕。

撥打通話記錄中號碼
撥打通訊錄中的號碼
1. 點選「LG 功能表」
>
LG 連絡人，或點選主屏幕
右下方的 LG連絡人進入
「LG 連絡人」功能表。
2. 捲動至您想撥打的連絡
人。
3. 點選連絡人旁邊的

您可透過點選主屏幕左下方
的「通話記錄」檢視所有
近期撥出、接聽或未接的電
話。點選您希望檢視的通話
時，屏幕會顯示您接聽或撥
打電話的時間與日期以及通
話時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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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來電和拒接來電
電話響鈴時，按下「發送」
鍵或點選屏幕中的接聽按
鈕。 要拒接來電，按下「結
束」鍵或點選屏幕中的拒接
按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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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中選項
喇叭開啟/關閉 — 點按
可開啟手
機喇叭。 再按一下關閉喇叭。
靜音 — 點按
可關閉麥克風，以使
對方無法聽到您的聲音。
保留 — 點按

可保持通話。

功能表 — 可進一步從通話選項清單中
選擇。
- 您可以結束通話。
- 通話時搜尋您的連絡人。
- 邀請第三方加入通話。
鍵盤 — 該選項可打開數字鍵盤以撥打
其他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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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

搜尋聯絡人

點選「LG 功能表」 >「通
訊」標籤中的「LG 連絡人」

1. 選擇「LG 連絡人」開啟通
訊錄。

連絡人概覽
連絡人是您的通訊錄，是您
所聯絡的人與企業的資訊儲
存體。 您可儲存關於某個
連絡人的電話號碼、電郵地
址、家庭住址以及任何其他
資訊，例如生日或週年紀念
日。 您亦可為連絡人新增圖
片或指定鈴聲。
您可透過連絡人清單迅速聯
絡別人。 點選清單中某個
連絡人獲取連絡人資訊的概
要。 隨後您就可撥打電話或
發送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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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捲動連絡人清單，再查找
所需的連絡人，或輕觸清
再使用鍵盤
單頂端的
輸入連絡人名稱。
您可透過點選屏幕頂端的方
塊，以「連絡人」、「群
組」、「最愛」和「最近檢
視」4 個類別檢視連絡人（預
設設定為「連絡人」）。
3. 選擇所需的連絡人，選項
就會顯示在屏幕上。 您可
透過點選功能表功能列，
從「語音通話」、「發送
訊息」、「網誌」、「發
送名片」、「編輯」、「
變更儲存」和「刪除」中
選擇。

新增聯絡人
選擇「LG 連絡人」開啟通訊
錄。點選「新聯絡人」在輸
入新的連絡人資訊，例如「
名稱」、「公司」、「顯示
名稱類型」等。您亦可選擇
是將連絡人儲存至「電話」
還是「USIM」，並為該連絡
人新增圖片 ID。

貼士
v 如
 果與您通話或向您發送
訊息的某人不在聯絡人清
單中，您可以透過點按功
能表 > 儲存至連絡人從通
話記錄中新增連絡人。 如
果您按訊息儲存未知的聯
絡人，在打開訊息中的訊
息後，可點按功能表和功
能表 > 儲存至連絡人。

建立連絡人
1. 點選「LG 功能表」 >
「通訊」標籤中的「LG 連
絡人」
2. 點選新聯絡人，再輸入連
絡人資訊。
3. 點選儲存至，再選擇「電
話」或「USIM」。
4. 輸入連絡人詳細資料。
5. 完成後點選儲存。

變更連絡人資訊
1. 點選「LG 功能表」 >
「通訊」標籤中的「LG 連
絡人」
2. 從清單中選擇連絡人。
3. 點選功能表 > 編輯並輸入
變更。
4. 完成後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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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連絡人
如果您的連絡人清單十分冗
長，有數種方式可以幫助您
查找連絡人。
1. 點選「LG 功能表」 >
「通訊」標籤中的「LG 連
絡人」
2.在連絡人清單中，執行以
下操作之一：
v 若以「名稱」檢視，連絡

人會以字母順序列出。 要
切換為「名稱」檢視，點
選功能表 >「LG連絡人」
功能表中的「按名稱檢
視」。
v 要查看某個連絡人的資訊

摘要，點選該連絡人。 隨
後您可撥打電話或發送訊
息等。
v 您亦可在清單上點住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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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稱查看可對該連絡
人採取之操作的清單。
v 要查看公司連絡人清單，

點選功能表 > 按公司檢
視。 然後點選公司名稱。

將智能咭連絡人複製到
手機
如果您已將連絡人儲存到智
能咭上，您也可將它們部份
或全部複製到手機的「通訊
錄」中。
1. 點選「LG 功能表」 >
「通訊」標籤中的「LG 連
絡人」
2. 點選功能表 > 變更儲存>
複製至手機。 隨後，您智
能咭中儲存的所有連絡人
都會出現在清單中。

3. 依次核選要複製到手機
中的連絡人，或點選功能
表，再選擇「搜尋」或「
選擇全部」。
透過在上方的步驟 2 中選
擇「複製至智能咭」，您
亦可將手機上的連絡人複
製至智能咭。
注意
v 當嘗試使用複製至智能咭
時，它可能會顯示一個快
顯視窗：「部分資料可能
會刪除。 是否繼續?」

發送訊息
點選「LG 功能表」 >「通
訊」標籤中的「LG訊息」和
「寫入新訊息」。
1. 點按收件者輸入收件者。
您可僅輸入號碼，或透
開啟連絡人或
過點選
最愛。
可新增多個連絡人。 完成
後，點按以下訊息方塊開始
編寫訊息文字。
輸入文字後，點選「確定」
，再點選屏幕頂端的「發送
訊息」發送訊息。 輸入文字
時，您可透過點選訊息右下
方的「功能表」再選擇「文
字範本」來新增文字範本、
表情圖示或名稱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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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增圖像、影片或聲音檔案至
簡訊，簡訊自動轉換為多媒體訊
息，且將會收取相應的費用。
透過點按插入，您可以選擇現有圖
像、新增圖像、現有視訊、新增視
訊、現有聲音、新增聲音及其他。
您可以點按「功能表」>「新增」>
「抄本」或「密件抄送」，新增抄
本或密件抄送收件者。 您可以在草
稿中儲存資訊或取消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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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字元的限制可能會依國
家/地區而有所不同，
取決於智能咭的編碼方
式。
• 文字訊息最多可輸入
160 個字元。 如果編寫
的文字訊息超過 160 個
字元，手機會自動將訊
息分為兩個以上發出。
（英文輸入上限為 160
個字元，繁體中文輸入
上限為 70 個字元)

輸入文字
使用文字輸入方法
您可在屏幕上選擇使用各種
輸入方式，包括「手寫板」
、「全螢幕手寫」、「注
音」、「倉頡」。 輸入選取
器箭頭 (顯示在輸入控制板
圖示下方) 開啟可用輸入方
法清單。

注意
v 您最多可新增十個聯絡
人。
v 您可以使用 MMS 視圖中
的點按功能表 > 檢視附件來查
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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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ar
CE-Star 輸入法可透過軟鍵盤或硬鍵
盤操作。 此功能可顯著提高文字輸
入速度。 用戶可在編寫字串不完整
的情況下獲得所需候選字清單。 候
選字依使用頻率排序。
PenPower
PenPower 是一個手寫識別程式。 使
用 PenPower 模式時，在文字螢幕下
方會顯示一個小窗口，
小窗口上方的白色部份為字元選擇
區，顯示不同候選字。 我們來試下
輸入一些文字，用觸控筆在螢幕上寫
字。 字元選擇區中即時顯示出可能符
合所寫字元的相應候選字元。 若用戶
未作出選擇，軟件會自動輸入顯示在
字元選擇區中的首個字元。
手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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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螢幕手寫
全螢幕手寫是一個手寫識別程式，
它可允許您以草書、正楷或
同時以草書和正楷進行編寫。 轉換
器在程式背景中透明工作，透過其
完整字典來識別單字。
啟用後，它會將屏幕上任何位置的
觸控動作解釋為手寫輸入。

45

開始使用
使用鍵盤在手機上輸入文字
：當您按住
此按鈕時，它可
幫助您改變輸入
模式。
：當您按此按鈕一次時，功能相當於
Shift 按鈕。 如果想要繼續使用 Shift 功能，
應按住此按鈕。

QWERTY 鍵盤
需要輸入字母和數字時，QWERTY 鍵盤即會啟用。 此功能與
標準電腦鍵盤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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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以縱向檢視在手機
上輸入文字(預設為
「CE-Star」)

全 QWERTY
在縱向檢視中，「全
QWERTY」模式允許您透過
點選標記有所需字母的按鍵
來輸入字元。

在 CE-Star 模式下輸入
文字
CE-Star 輸入法可透過軟鍵盤
或硬鍵盤操作。 此功能可顯
著提高文字輸入速度。 用戶
可在編寫字串不完整的情況
下獲得所需候選字清單。 候
選字依使用頻率排序。
CE-Star 為用戶提供多種中文
輸入法，包括「拼音」、「
倉頡」、「注音」、「簡易
輸入法」、「粵拼」等。這
些輸入法通常都提供複合詞
輸入功能，可提高中文輸入
速度。
輸入一個中文字元的相應編
碼後，輸入法會顯示最接近
的相應字元或與編碼匹配的
複合詞。 此時，您可以使用
觸控筆輕觸正確字元或複合
詞，字元即會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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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符號

電子郵件

您可以使用符號模式輸入各
種符號或特殊字元。

點選「LG 功能表」 「通
訊」標籤中的「電子郵件」

全 ：當您按住此按鈕時，您
可使用按鈕上的特殊字元和
數字。

存取數字
全 ：當您按住此按鈕時，您
可使用按鈕上的特殊字元和
數字。

CAPS 鍵
按住 CAPS 鍵以輸入大寫字
母。

Shift 鍵
短暫點選可變更上方/下方字
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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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郵件
您這款支援 Windows 的智能
手機可以連接：
• Yahoo!、AOL 或 Hotmail 等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ISP) 的
個人電子郵件帳戶。 個人
電子郵件帳戶可與您的 LG
智能手機實現無線同步。
•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或 IBM Lotus Domino 等 IT
託管伺服器的企業電子郵件
帳戶。 企業電子郵件帳戶
可與您的智能手機實現無線
同步。 要在您的智能手機
上設定企業無線電子郵件，
您可使用帶有 Microsoft®
Direct Push 的 IT 託管設定。

設定個人電子郵件
1. 點選LG功能表中的電子
郵件，並選擇設定電子
郵件。
2. 鍵入電子郵件地址和密
碼，再點選屏幕右下方的
下一步。
注意
如果要儲存您的密碼可選
擇儲存密碼，以便無需再
次輸入。
3. 如果您想設定自動接收設
定，請選擇[嘗試從網際網
絡自動取得電子郵件設定]
方塊，再點按下一步。
4. 根據電子郵件供應商選擇
互聯網電子郵件，再點選
下一步。

5. 點選並鍵入「您的」名
字（您希望在發送電子郵
件時顯示的姓名）和「帳
戶」顯示名稱，再點選下
一步。
6. 點選並鍵入您的內送郵件
伺服器並選擇「帳戶」類
型，再點選下一步。
7. 點選並鍵入您的「使用者
名稱」和「密碼」，再點
選下一步。
8. 點選並鍵入外寄郵件伺服
器，再點選下一步。
9. 點選[外寄郵件伺服器需要
驗證]方塊後，該功能就會
啟用，再點選下一步。
10. 註冊成功後，您就可選擇
電子郵件「自動傳送/接
收」的更新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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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電子郵件

訊息

1. 在「通訊」標籤中選擇編
寫新電郵，再選擇電子郵
件供應商。

該功能表包含與文字訊
息、MMS 和電郵有關的功
能。 您可透過互聯網服務供
應商 (ISP) 發送和接收文字
訊息、MMS、Outlook 電郵
和互聯網電郵。 您亦可使用
VPN 連線存取工作電郵。

2. 在「收件者」欄位中，執
行以下操作之一：
- 輸入電郵地址
- 輸入連絡人名稱
3. 點選「主旨」欄位鍵入
標題。

管理訊息

4. 在訊息方塊中鍵入文字。
要編輯電郵，如「訊息選
項」，點選「功能表」並
選擇您要使用的選項。

v 選擇通訊標籤中的電子郵

5. 完成後，點選屏幕左下方
的「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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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功能表後，您可檢視包
含訊息和電郵的帳戶。
v 選擇您其中一個帳戶後，

就可透過點選屏幕左上方
的箭頭選擇訊息方塊。 您
可在此檢視「訊息」、
「Outlook 電子郵件」資料
夾以及其他帳戶資料夾。

1. 收
 件匣：檢視收到的訊
息。 選擇要檢視的訊息。
2. 刪除的訊息：檢視已刪除
的訊息。

下載訊息
您下載訊息的方式取決於您
擁有的帳戶類型：

3. 草
 稿：檢視儲存的訊息。
可編輯選定訊息。

• 要接收 Outlook 電郵帳戶的
電郵，開始透過 ActiveSync
與 Exchange Server 同步。

4. 寄件匣：「寄件匣」是等
待發送之訊息的臨時儲存
位置。 發送失敗的訊息也
置於「寄件匣」中。

• 要發送和接收您獲自互聯網
服務供應商 (ISP) 的電郵帳
戶的電郵，請透過遠端電郵
伺服器下載訊息。

5. 寄件備份：顯示您已發送
的循序。

• 您手機開機時會自動接收文
字訊息。 手機關機時，服
務供應商會替您保留訊息，
直至下次手機開機。

注意
點按列右上角的
，然
後便可按 刪除的訊息、草
稿、寄件匣、寄件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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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或轉寄訊息
1. 開啟收到的訊息，再點選
回覆，或功能表 > 回覆/轉寄
> 回覆、回覆全部或轉寄。

注意
v 您將會在收到訊息時收

到提示。 訊息將會儲存
在收件匣中。

2. 輸入您的回應。 要快速新
增常用訊息，點選功能表>
文字範本，再點選訊息。

v 在收件匣中，您可以按

3. 點選發送。

v 如果手機顯示「空間不

貼士
要查看更多標題資訊。

圖示識別每個訊息。
足，無法儲存 SIM 訊
息」，則您必須刪除收
件匣中的一些訊息。
v 如果手機顯示「空間

不足，無法儲存訊息」
，則您可以透過刪除訊
息、媒體和應用程式騰
出每個資料庫的空間。
* 智能咭訊息
智能咭訊息表示訊息被儲存
在智能咭上。您可將該訊息
複製到手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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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播放機
點選「LG 功能表」 >「多
媒體」標籤中的「音樂」
允許您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您可播放儲存的音
樂檔案。

v新
 播放清單：您可透過選

擇「所有歌曲」中的歌曲
來建立個人播放清單。
v新
 增至播放清單：新增歌

曲到播放清單。
v刪
 除播放清單：刪除播放

清單中的歌曲。
v發
 送：透過訊息、電郵或

藍芽發送歌曲。
v移
 動：在資料夾或記憶體

之間移動歌曲。
v複
 製：在資料夾或記憶體

之間複製歌曲。
v 刪除：刪除播放清單。

如果您點選右側的功能表，
就可核選如下所示的功能
表。

v視
 覺效果：允許您更換音

樂播放器的背景圖片.
v排
 序方式：根據名稱、

ABC 字母順序或日期排序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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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音樂檔案的版權可能受版權和
知識產權法保護。 因此，在現
有或複製某些材料之前，可能
需要獲得必要的權限或許可。
在某些國家/地區，國家法律
禁止為個人歸檔目的複製受版
權保護的材料。 在下載或複製
檔案之前，請務必確保您已遵
守適用的法律和有關材料使用
條款的國家/地區或區域的相
應法律。

新增音樂到手機
開始使用前
要將電腦中的音樂轉移至手
機，您需要以下項目：
•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或
更高版本
•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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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上的音樂採用以下格式
之一：WMA、MP3、3GA
、AAC、AMR、MID、MID
I、WAV、MP3D、MP3DR
M 或 M4A
• microSD 咭
• USB 數據線
*MicroSD 卡為選購。
新增音樂到手機
使用以下一種或多種方式可
將音樂檔案新增至手機：
• 使用購買音樂功能，透過網
路直接將音樂或鈴聲直接下
載到手機。
• 透過 Windows Media Player®
從您現有數碼媒體集合中
新增。
• 透過可用音樂用戶端從音樂
商店新增。

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傳輸音樂

注意

這一過程需要用到 USB
線、記憶咭及最新版本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如果在播放清單中沒有顯示任
何項目，按一下「編輯播放清
單」按鈕，然後開始從各種媒
體類別中新增音樂檔案。

1. 開啟您電腦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10.0 或更高
版本）。
2. 使用 USB 轉接器纜線將手
機連接至目標電腦。
3. 電腦屏幕會顯示「行動裝
置」。
4. 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應用程式當中，按一下
同步標籤。 如果安裝了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之前下載的歌曲會隨後列
出在應用程式的左側。

6. 選擇所需歌曲再以滑鼠右
鍵按一下將其新增至「同
步清單」與手機同步。
7. 點選應用程式右下角的開
始同步將選定歌曲下載至
手機。 該過程當中切勿拔
下手機插頭。
8. 現在可以將 USB 線從手機
安全拔出。

5. 選擇媒體檔案的目的地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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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播放清單至手機
1. 開啟您電腦上的 Windows
Media Player（10.0 或更高
版本）。
2. 使用 USB 轉接器纜線將手
機連接至目標電腦。
3. 電腦屏幕會顯示「行動裝
置」。
4. 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應
用程式當中，按一下資料
庫標籤。
5. 在「資料庫」標籤左側，
按一下所有音樂。 頁面的
右側隨後會填入播放機之
前找到的所有歌曲。
6.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歌曲條
目，再選擇新增至。 > 其
他播放清單。

7. 在「新增至播放清單」對
話方塊中，按一下新增按
鈕，再輸入唯一的播放清
單名稱。
8. 按一下確定。 「資料庫」
標籤「我的播放清單」區
域（左側）中隨後會顯示
新的 Windows Media 播放
清單。
9. 將新建的播放清單從「我
的播放清單」區域拖放至
上方所列的手機「音樂同
步播放機」中。 按一下開
始同步。
注意
如果在播放清單中沒有顯示任
何項目，按一下「編輯播放清
單」按鈕，然後開始從各種媒
體類別中新增音樂檔案。

10. 現在可以將 USB 接頭從手
機安全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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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如果您使用特定的 USB 集線器將手機連接至電腦，則音樂同步
服務將無法正常工作。
因此，我們建議直接使用 USB 連接至電腦，而不使用集線器。
2. 傳送期間請勿中斷連線。 檢查您的電腦是否是運行 Windows XP
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如果您的電腦是運行
Windows XP 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9，請透過訪問 Microsoft 網
站下載 WMP10 或 WMP11。
3. 如果您已將手機連接至電腦，並嘗試使用音樂同步發送檔案，
但該功能無法正常工作，請檢查以下內容：
A. 檢查您正在傳輸的檔案的長度。
B. 檢查您正在傳輸的檔案的授權是否已逾期。
C. 檢查您正在傳輸的檔案的格式是否適用於手機（MP3
、WMA、AAC）。
4. 如果您傳輸的檔案如下所示，則將會在第三方應用程式或
Windows Media Player 中不會顯示所傳輸的檔案。
A. 直接將外置記憶體插入電腦來傳輸檔案。
5. 要在使用音樂同步傳輸檔案後刪除手機中的檔案，應使用音樂
同步將手機重新連接至電腦。 如果您已刪除使用音樂同步傳輸
的如下所示的檔案，應使用音樂同步來再次刪除它們。 否則，
您將無法傳輸完全與已刪除檔案相同的檔案。
A. 使用 Windows Explorer 來刪除檔案。
B. 透過直接將外置記憶體插入電腦來刪除檔案。
C. 使用手機的刪除功能來刪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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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鬧鐘
點選「LG 功能表」 >「應
用程式」標籤中的「鬧鐘」
1. 選擇「新增鬧鐘」，在用
手指在時鐘上設定時間。
2. 選擇「重複」，再選擇在
哪些日子重複鬧鐘。
3. 點選「聲音/震動」，再選
擇鬧鐘類型：「始終響鈴
并震動」、「始終響鈴」
、「始終震動」等。
4. 點選儲存或更多進一步自
訂您的鬧鐘設定。
5. 您亦可選擇快速鬧鐘，以
簡單方便的將手機用作計
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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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此圖示可
在鬧鐘開啟或
鬧鐘關閉之間
切換。

使用 RSS 讀取器

天氣

點選「LG 功能表」 >「設
定」標籤中的「RSS 讀取器」

點選「LG 功能表」
>「
應用程式」標籤中的「LG
天氣」

RSS（簡易資訊聚合）是網
絡 Feed 格式成員之一，用
於發布經常更新的內容，如
部落格條目、新聞標題或天
氣預報。 RSS 文件也稱為
feed、web feed 或頻道，包含
來自關聯網站的內容概要或
完整文字。 用戶可透過將連
結輸入到讀取裝置中來訂閱
feed。 讀取裝置會定期檢查
用戶訂閱的 Feed，查看是否
有新內容更新並下載其發現
的任何更新。

查看您所選任何城市的今日
天氣以及天氣預報。
注意
v此功能可能會導致您的服務
供應商向您收取額外的數據傳
輸費用。

貼士計算機
點選「LG 功能表」 >「
應用程式」標籤中的「貼士
計算機」
這一功能幫助您簡單快速地
根據總帳單計算出貼士金額
以及根據人數計算出總帳單
的分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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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帳單 - 鍵入帳單金額。
v貼
 士 (%) - 鍵入貼士的百

4. 要重設秒錶，點選「停
止」和「重設」。

v 分隔 - 輸入人數。

5. 您可在分段時間清單上查
看記錄的分段時間。

使用秒錶

無線管理員

點選「LG 功能表」 >「應
用程式」標籤中的「秒錶」

無線管理員可讓您管理裝置
上的 Wi-Fi 互聯網和藍芽連
線。 它容許手機連接本地無
線網絡或無線存取互聯網。
Wi- Fi 速度較快，且比藍芽無
線技術擁有的範圍更廣。

分比。

此功能表可讓您記錄某個事
件已進行的時間。 會顯示單
獨一個分段的持續時間度和
總時間。
1. 要開始計時，點選「開
始」。 運行時間顯示為
HH.MM.SS.hh（時、分、
秒和百分之一秒）。
2. 計時過程中，您可透過
點選「分段」記錄單獨
一段。
3. 可點選「停止」或「再
開」停止和繼續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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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使用數據計劃存取互聯網和
使用 Wi-Fi 的費用不同。 請聯
絡您的網絡運營商獲取更詳細
的資訊。

v 點選開始 > 設定 > 連線 >

無線裝置管理員

v 點選 Wi-Fi 選項可開啟/關

閉無線管理員。
如果檢測到新網路就會出現
一個泡泡圖視窗。
v 選擇您有權存取的網路，

再點選確定。
v 再選擇互聯網獲取互聯網

服務，再點選連接。
注意

完成 Wi-Fi 連接後，您可在
「無線裝置管理員」中看到
連線名稱 (SSID)。
要關閉 Wi-Fi，輕觸「無線裝
置管理員」中 Wi-Fi 選項右
側的圖示「關閉」。
注意
v 當電池電量非常低時，將會
中斷 Wi-Fi 連接。

v 如果您的 Wi-Fi 服務供應商
或網絡管理員已設定金鑰以
保護網絡，則您必須在快顯
視窗中輸入金鑰。 如果未設
定加密密鑰，將不會顯示此
快顯視窗。 如果您不知道金
鑰，則必須詢問您的 Wi-Fi
服務供應商或網絡管理員。

設定 Wi-Fi 連接設定
注意
在設定 WLAN 配置之前，您
需要詢問您的 WLAN 服務供
應商或網絡管理員獲取 IP 位
址設定。

v 點選開始 > 設定 > 連線 >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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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點選「網路轉接器」標

籤，再選擇「Broadcom
802.11 DHD 網路轉接
器」。
v 如果您點選「使用指定 IP

位址」，您需要填入由您
的 WLAN 服務供應商或
網路管理員指定的「IP 位
址」、「子網路遮罩」和
「默認通道」。
v 填
 充 IP 位址、子網遮罩和

預設網閘。

注意
要防止可能丟失手機的數
據，當電池電量幾乎低於
百分之五時將會自動中斷
WLAN 連接。

v 點
 按名稱伺服器。
v 必
 要時，填充 DNS 和

Alt DNS、WINS 和 Alt
WINS。

變更手機設定
點選「LG 功能表」 >
設定 > 「設定」標籤中的
「手機」
可以隨心隨意地根據個人喜
好自訂 LG 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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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與時間 - 調整您的日期
及時間設定或選擇是否在時
間更新時進行通知。
鈴聲及提示 - 從「標準」、
「震動」、「靜音」、「戶
外」和「自動」中選擇您的
鈴聲。

字型 - 調整文字大小。
記憶體管理 - 您的 LG 智能手
機提供三種記憶體：手機、
智能咭以及您可能需要另行
購買的外置記憶咭。 您可以
使用記憶體管理查看可用的
空間。

主題與牆紙 - 選擇「主題」
及「牆紙」。
電源 - 設定「電池」和「外
置」的「電源」設定。
鎖定 - 設定鎖定模式的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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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屏幕輸出

使用藍芽

點選「LG 功能表」
>設
定 > 「設定」標籤中的「屏
幕輸出」

點選「LG 功能表」 > 設
定 >「設定」標籤中的「藍
芽」

微型投影機（單獨出售）- 能

藍芽功能讓附近相容的流動
裝置、週邊設備與電腦無須
接上線路，即可通訊。 本
手機支援內建的藍芽連線功
能，可連線至相容的藍芽耳
機、電腦應用程式等等。

將 LG 智能手機的主頁屏幕投
影到屏幕或牆上。
TV 輸出 - 允許輸出到電視。

顯示「Today」屏幕
點選「LG 功能表」 > 「
設定」標籤中的「桌面佈
局」
已核選項目會出現在
「Today」屏幕上。 如果
您核選了「LGIdles」或
「Windows 預設」，就不能
再選擇其他項目。 詳情請參
閱第 32 頁。

注意
v 如果透過藍芽使用電腦同
步，則您可以在連絡人內交
換數據。

v 當您收到其他藍芽裝置發出
的數據時，手機要求進行確
認。 確認轉送後，檔案會
複製到手機。

v 必須開啟藍芽才能使用這
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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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開啟藍芽才能使用這些
功能。
藍芽功能有三個標籤：設
定、我的裝置和配件。
1. 設定
 至藍芽 > 設定 > 新增裝置
轉
設定一個新的藍芽裝置。
轉至藍芽 > 設定 > 停用藍芽
關閉藍芽。
轉至藍芽 > 設定 > 進階…設
定其他選項。
2. 我的裝置：允許您查看
目前連接裝置的資訊和
屬性。
3.配件
轉至藍芽 > 配件> 列印影
像佈置和列印您手機中的
圖片。
轉至藍芽 > 配件 > PC遙控
可使用手機遙控電腦。
轉至藍芽 > 配件 > 網路管

理員與其他藍芽裝置進行網
路通訊。
轉至藍芽 > 配件 > 名片交
換發送和接收名片。
轉至藍芽 > 配件 > BT 傳送
物件以將 Outlook 電郵、連
絡人、工作、記事、行事
曆項目、音訊、鈴聲、影
像和視訊等發送至其他藍
芽裝置。
注意
v
如果您想透過其他藍芽裝置
來發現手機，則應如下所示
更改可發現性設定。 轉至「
設定」標籤，然後選擇「不
可探尋的」，並更改為永遠
可見或 可見時間: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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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及攝影
點選開始 > LG 功能表
>
「多媒體」標籤中的「相
機」或「視像攝錄機」，
或長按手機右側「相機」
按鈕。
1. 水平握住手機，將鏡頭對
準拍照/拍攝的對象。
2. 按著手機右側的相機按鈕
1~2 秒，或者點按屏幕上的
相機/攝錄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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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拍照前
要查看設定功能表，您需要點選屏幕一次。 如果您沒有操
作，不久之後這些設定選項就會自動消失。
返回
相機模式
相片專輯
切換為向內相機或向外相機。
亮度 — 調整亮度。
微距/自動
閃光燈 — 從自動/始終關閉/永遠開啟中選擇
設定 — 調整相機設定，例如重設設定/圖像大小/場
景模式/色彩效果/白平衡/計時器/拍攝模式/預覽模式/
ISO/圖像質量/記憶體使用裝置/隱藏圖示/快門聲/格
線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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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拍照後
返回
刪除
返回到相機
相片專輯

重新命名 — 編輯檔案名稱。
使用方式 — 用作牆紙和聯絡人圖像。
發送 — 透過訊息、電郵和藍芽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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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攝影前
要查看「設定」功能表，點選屏幕一次。
返回
更改模式 — 拖動此
圖示，切換至攝錄模
式/相機。
相片專輯
切換為向內相機或向外相機。
亮度 — 調整亮度。
錄製模式 — 從自動、人像、風景和運動中進行選擇。
閃光燈 — 從永遠開啟/始終關閉中選擇
設定 — 調整錄製設定，例如重設設定/影片大小/場
景模式/色彩效果/白平衡/影片品質/持續時間/記憶
體使用裝置/語音/隱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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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攝影後
返回
刪除

返回到錄製模式
相片專輯

重新命名 — 編輯檔案名稱
發送 — 透過訊息、電郵和藍芽發送
播放 — 重播錄製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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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

我的多媒體

點選「LG 功能表」
>多
媒體 >「多媒體」標籤中的
「相片專輯」

點選「LG 功能表」
>「
多媒體」標籤中的「我的多
媒體」

點按以從相
片專輯、最
愛、僅圖片
和僅適合視
訊中選擇。

您可檢視「電話」和「記憶
咭」中儲存的檔案，包括
「音訊庫」檔案和「圖片
庫」。 「圖片和影片」程
式在您的手機上以下格式
收集、組織並排序圖像和
短片。
檔案類型 檔案副檔名
圖像
影片

注意
v 點按功能表可刪除或排序
方式，播放投影片。

聲音

BMP、JPG
WMV、MP4、
3GP
AAC、MP4、
3GP、 3G2、
3GA、MP3、
WMA、M4A、
AMR、MID

您可如播放投影片的形式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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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片、刪除圖片、透過電
郵發送圖片或將它們設定為
「Today」屏幕上的牆紙。

將圖片或短片複製到您
的手機
您可複製您電腦上的圖片並
在手機上檢視它們。
v 將您電腦或記憶咭中的圖

片複製到手機的「我的多
媒體」資料夾。
注意
v 您也可以使用記憶咭將電
腦中的圖片複製到電腦。
將記憶咭插入電腦的記憶
咭插槽，然後將電腦中的
圖片複製到在記憶咭中建
立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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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收音機
點選「LG 功能表」
>「
多媒體」標籤中的「FM 收
音機」
您的 LG 智能手機配備內置
FM 收音機功能，您可調諧至
最喜愛的電台並移動收聽。
透過手動或自動搜尋調諧電
台。 隨後它們會以特定的頻
道號儲存，您就無需每次都
進行搜尋了。 要設定您的收
聽環境，點選「FM 收音機」
屏幕上的功能表，再選擇您
希望設定的選項，例如掃描
和鬧鐘。

注意
v您必須連接耳機才能接聽
收音機。 將耳機插入耳機
插孔。

v要提高收音機接聽效果，
調整耳機線，將它作為 FM
天線。

v掃
 描：如果您點選「掃

描」，會自動查找電台頻
道。 如果您想儲存目前頻
道，請點選停止 > 功能表
> 儲存預設。
v 靜音：您可透過選擇選項

關閉聲音。
v 掃描預設電台：您可選擇

1. 要儲存/新增電台、點選
「FM 收音機」屏幕上的
123ch 按鈕、點選功能表，
再點選新增。
2. 儲存電台頻道後，您透過
點選向左或向右箭頭就可
收聽任何預設頻道。
3. 透過點選功能表存取以下
選項功能表：

是否在掃描新電台之前清
除現有預設。
v 儲存預設：您可設定常用

頻道並指定「捷徑」鍵。
這可在預設清單中找到。
v 預設項目：檢視整個預設

清單。
v 鬧鐘：從清單中選擇一個

預設作為鬧鐘。 選取[啟
用鬧鐘]方塊設定。
v選
 項：允許您啟用 RDS 並

切換「備選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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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v 啟用 RDS：在屏幕上顯示
從收音機電台收到的數據
訊息。

• 在「振動」標籤中，選擇您
希望在觸摸屏幕時希望以何
種震動獲得通知。

導覽感應器

設定動作聲音及通知

點選開始> LG 功能表
>
「設定」標籤中的「導覽感
應器」

1. 點選開始 > 設定 > 聲音及
通知。

您可為導覽感應器調整動作
偵測和快速捲動。

• 在「音量」標籤中，透過選
擇對應核取方塊可選擇您希
望被如何通知。

導覽感應器常見用途如下：

• 在「通知」標籤「事件」下
方，點選一個事件名稱，再
透過選擇對應下拉式方塊選
擇您希望被如何通知。 從
通話連線事件、目前同步或
無線網路中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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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相機模式中，您可透過
透過「導覽感應器」放大
或縮小。
2. 您可透過識別自己的指紋
來鎖定 LG 智能手機。
（轉至 LG 功能表 > 手機 >
鎖定> 透過指印感應器解除
鎖定手機）

3. 在「LG功能表」中，可透
過點選「導覽感應器」導
航圖示。
注意
v 至少註冊兩個指紋才能使用
此功能。

v 如果已鎖定手機且無法識別
指紋，則點按「緊急通話」
按鈕以輸入 PIN 碼。

工作管理程式
大多數情況下，程式會自動
關閉以釋放所需的記憶體，
但是如果願意，您亦可手動
關閉程式。
1. 點選開始 > 工作管理員。
2. 您可在「應用程式」欄
上查看正在執行的程式清
單，包括各個程式的記憶
體和 CPU 資訊。
3. 您可透過點選屏幕左下
方的結束工作手動結束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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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分享
注意
v 要求在電腦上安裝 4.5 版
或更高版本的 ActiveSync
軟件。

v 要求安裝 Windows XP SP2
或更高版本。

1. 將 USB 線連接至電腦。
2. 點選開始 > 網際網絡共
用。
3. 設定電腦連接 Bluetooth 或
藍芽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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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當成功執行互聯網分享

時，會顯示資料連線指示符
(G/E/3G)。

Activesync
ActiveSync 同步裝置上的
資訊與電腦上的資訊，如
Outlook 內容。 如果您的
公司或服務供應商運行具
有 Exchange ActiveSync 的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則 ActiveSync 亦可同步手機
網絡與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同步後，ActiveSync
會比較裝置上的資訊與電腦
和/或 Exchange Server 上的資
訊，並使用最新資訊更新所
有位置。
透過 ActiveSync，您可以執行
以下操作︰
v 將您裝置上資訊（例如

Outlook 電郵、通訊錄、
行事歷或工作以及圖片、
影片和音樂）與您的電腦
同步。
v 將您裝置上的 Outlook 電

郵、通訊錄、行事歷約會
和工作直接與 Exchange
Server 同步，這樣即使關機
您也能掌握最新資訊。
v 交換裝置和電腦之間的檔

案，而毋需同步。
v 選擇同步的資訊類型並指

定同步多少資訊。 例如，
您可選擇要同步的過去日
曆約會週數。

您可使用裝置隨附的「開
始」磁碟安裝 ActiveSync。
一旦安裝 ActiveSync 並設
定同步關係後，電腦上的
ActiveSync 可在連線時識別裝
置，並自動傳輸在裝置上指
定的同步設定。
您可能透過公司或無線服
務供應商，同步裝置與
Exchange Server。 如果有此打
算，請先向管理員獲取電郵
地址、Exchange Server 地址、
用戶名、密碼和網域名稱，
再啟動「同步設定精靈」。

使用電腦同步資訊之前，
首先必須在電腦上安裝
ActiveSync。
然後，在裝置和電腦之間建
立同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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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Windows Vista™
Microsoft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是 Microsoft®
ActiveSync® 在 Windows
Vista™ 上的取代。
注意
v 某些版本的 Windows Vista
已安裝 Windows Device
Center。 如果在 Windows
Vista 中 Windows Device
Center 無法使用，則您可以
使用隨裝置附送的使用入
門光盤安裝它。

在 Windows Mobile Center
中設定同步
當您首次將手機連接電腦並
啟動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時，會要求您與您的
裝置建立 Windows Mobile 合
作關係。 按以下步驟建立合
夥關係。
v 將裝置連接電腦。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會自行設定然後開啟。
v 在 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的「主頁」屏幕上，
按一下設定您的裝置。
注意
v 如
 果您只想傳輸媒體檔
案、檢查更新和瀏覽裝
置，但不同步 Outlook 資
訊，應選擇連接而不設定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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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選擇您想同步的項目，再

按一下下一步。
v 輸入裝置名稱，再按一

下設定。 結束設定精
靈後，Windows Mobile
Device Center 會自動同步
您的裝置。 Outlook 電郵
和其他資訊會在同步後顯
示在您裝置上。

使用 Windows Device
Center
要開啟 Windows Device
Center，在您的 Windows
Vista 電腦上按一下開始 >
所有程式 > Windows Device
Center。 您可在 Windows
Device Center 上執行以下操
作：
v 點按 Mobile Device 設定，

變更同步設定。
v 當您按一下圖片、音樂與

視訊 >有 ___ 個新的圖片/
視訊短片可供匯入時，精
靈會指導您將裝置上的圖
片標記並傳輸至 Windows
Vista 電腦上的「畫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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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按一下圖片、音樂與視訊

> 從 Windows Media Player
將媒體新増至您的裝置，
以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同步音樂和影片檔
案。 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11 章的「Windows Media®
Player Mobile」。
v 按一下檔案管理 > 瀏覽裝

置內容以檢視您裝置上的
文件和檔案。

設定 Windows XP
如果您正在使用 Windows
XP，隨裝置一塊提供的「
開始使用」光碟中將包括
Microsoft ActiveSync 4.5 或更
高版本。 依照下列步驟在
Windows XP 電腦上安裝並設
定 ActiveSync。
v 將「開始使用」光碟插入

電腦 CD 磁碟機。
v 選擇設定和安裝 (Setup and

Installation)，然後按照屏
幕說明安裝 ActiveSync。
v 完成安裝之後，使用同步

纜線將裝置連接至電腦。
- 將 USB 線的較小一端連接
您的 LG 智能手機。
- 將 USB 線的較大一端連接
電腦上的 USB 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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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同步設定精靈」將自動

開始並引導您建立同步關
係。 按一下下一步繼續。
v 要將裝置與電腦同步，清

除「直接與執行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伺服器同
步」何去方塊，再按一下
下一步。
v 選擇您希望同步的資訊類

型，再按一下下一步。
按一下「完成」。
完成精靈後，ActiveSync 將自
動與裝置保持同步。

同步資訊
使用 USB 或藍芽連接將裝置
連接到電腦後，ActiveSync
將立即同步。 連接裝置後，
每次對電腦或裝置作出變更
後，ActiveSync 即會同步。
同步 Outlook 資訊
如果您已在裝置和電腦間設
定同步關係，則同步會使
兩台電腦上的 Outlook 資訊
保持最新狀態。 預設情況
下，ActiveSync 同步一定量的
資訊，以便節省裝置上的儲
存空間。 您可在資訊類型的
「設定」中變更為指定資訊
類型同步的資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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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設定裝置，以便與多台
電腦或與一台或多台電腦和
Exchange Server 組合同步。
與多台電腦同步後，同步的
項目會顯示在與其同步的所
有電腦上。
例如，如果您已設定同兩台
電腦（PC1 和 PC2）同步，
且這兩台電腦具有不同項
目，當您與兩台電腦同步裝
置上的「聯絡人」和「日
曆」時，結果如下︰

82

GW825v | 使用手冊

位置 新狀態

PC1

位於 PC2 上的所有
Outlook 聯絡人和日曆
約會如今亦位於 PC1
上。

位於 PC1 上的所有
Outlook 聯絡人和日曆
PC2
約會如今亦位於 PC2
上。
來自 PC1 和 PC2 的所
裝置 有 Outlook 聯絡人和日
曆約會位於裝置上。

開始和停止同步
v 要同步電腦上的 Outlook

資訊和其他本地資訊，
包括媒體檔案，請使用藍
芽或線纜將裝置連接到
電腦。
v 如果直接與 Exchange Server

同步，您可使用稱為「桌
面傳送」的電腦網路連
線，或無需透過無線網路
連線電腦進行同步。
v 在 ActiveSync 中，點按同

步。 要在完成同步之前就
結束同步，點選停止。 變
更同步的資訊類型
1. 在裝置的 ActiveSync 中，點
選功能表 > 選項。

2. 執行以下一項或兩項操
作︰
v 選擇任何要同步項目的核

取方塊。 如果您無法選取
核取方塊，則可能需要清
除清單中其他位置相同資
訊類型的核取方塊。
v 清除您希望停止同步的任

何項目的核選方塊。
3. 要完全停止與某台電腦
的同步，點選電腦再點選
刪除。
注意
只能將 Outlook 電郵與一台電
腦進行同步。 要更改可用的同
步設定，選擇資訊的類型並點
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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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與 Exchange Server
同步
在可透過公司或無線服務供
應商的情況下，您可在裝置
上設定同 Exchange Server 的
同步。 但是，您必須首先
向管理員資訊以下資訊，
才可執行步驟：電郵地
址、Exchange Server 地址、用
戶名、密碼和網域名稱。

需要加密 (SSL) 連接，請選
中此核取方塊。 然後，點
按下一步。
4. 輸入用戶名稱、密碼和網
域，並點按下一步。 要變
更解決同步衝突的規則，
點選進階。
5. 選擇要與 Exchange Server
同步的資訊項目類型的核
取方塊。

1. 在裝置的 ActiveSync 中，
點選功能表 > 設定伺服
器。 如果您尚未設定與
Exchange Server 的同步，
則將顯示為新增伺服器
來源。

6. 要變更可用的同步設定，
請選擇資訊類型，並點按
設定。

2. 輸入電郵地址，再點選下
一步。

您可使用藍芽，將裝置連接
到要同步的電腦上。

3. 在伺服器位址中，輸入執
行 Exchange Server 的伺服
器的位置，如果此伺服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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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按完成。

透過藍芽同步

透過藍芽與電腦同步

同步音樂、視像和圖片

1. 首先，核選電腦上
「ActiveSync 連線設定」
功能表中的「允許連線以
下之一」。 （在您電腦的
ActiveSync 上，轉至檔案 >
連線設定...）。
選擇 COM 連接埠。

如果您想在旅行中將音樂
或其他數碼媒體隨身攜
帶，ActiveSync 會與 Windows
Media Player 配合同步音樂、
影片和圖片。

2. 在藍芽連線精靈中選擇「
透過藍芽進行 ActiveSync」
項目（藍芽設定 -> 藍芽管
理程式 -> 新建 -> 透過藍
芽進行 ActiveSync）。

除了選擇 ActiveSync 中要同
步的媒體資訊類型，還可以
在 Windows Media Player中設
定所有媒體同步設定。 同步
媒體之前，您必須執行以下
操作之一：
v 在電腦上安裝 Windows

Media Player 版本 10。
v 使用 USB 線，將裝置與電

腦相連。 如果目前使用藍
牙連接裝置，您必須斷開
連線才能同步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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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將記憶咭插入裝置。
v 在記憶咭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之間設定同步
合夥關係。
變更媒體同步設定
選擇了 ActiveSync 中要同步
的媒體資訊類型後，就可
以開始同步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清單中的任何最愛
音樂、影片和圖片檔案了。
您要執行的所有操作是，為
這些媒體檔案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中設定同步。
設定與儲存咭的同步關係
1. 開啟 Windows Media
Player。
2. 按一下同步標籤上的箭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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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儲存卡（或手機，
如果手機沒有插入記憶卡
的話）。 右欄上的目標
裝置。
4. 點按設定同步。 您可從該
功能表中設定手機與電腦
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之
間的同步合作關係。

觸摸回應
點選開始 > LG 功能表
>
「設定」標籤中的「觸控
模式」
您可設定在使用觸控屏幕時
的聲音和震動類型，並設定
按按鈕時的聲音。

屏幕

感應器

選擇將「震動」模式設定為
開啟還是關閉。 如果設定
為開啟，屏幕會在被點選時
震動。

點選開始 > LG 功能表
>
「設定」標籤中的「感應
器」

您亦可選擇「震動類型」和
「震動強度」。 要設定「
聲音類型」和「聲音音調」
，您必須將「聲音」設定為
開啟。

按鈕
選擇您是否希望每次按下按
鈕時都發出聲音。 如果您設
定為開啟，就可選擇聲音類
型和聲音了。

加速度計感應器
如果您設為「開啟」，旋轉
感應器會自動感應裝置的方
向，並確定
屏幕顯示的方向：縱向還是
橫向。 您也可設定手機為在
切換屏幕顯示時振動。
注意
v 當
 正在啟動某些程式時，
此功能將無法正常工作。

自動亮度控制感應器
如果您設為「開啟」，LCD
背光亮度會根據外部光線自
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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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感應器

Messenger

透過這一功能，LCD 會在
接近您的臉部時自動鎖定，
允許您僅調整音量或結束通
話。 該功能幫助您節省電
量，並可防止在通話中不小
心啟用功能。

點選開始 > Messenger
僅在擁有網路運營商或
Windows Live Messenger 這類
社區的支援的時候，才可以
使用「即時訊息」功能。
「即時訊息」用戶必須提供
有效的用戶 ID 和密碼才能
登入和交換訊息以及查看聯
機狀態。
由於並非所有 IM 社區都支
援各個選項，所以下方的功
能表項目可能不會顯示。 視
乎所選的 IM 社區，功能表
字串的顯示方式可能也會有
所不同。 「用戶 ID」、「登
入」和「連絡人」等關鍵字
將依據目前選定的 LG 功能
表 > Messenger 圖示、社區（
例如 AIM、Windows Live 和
Yahoo! Messenger）充當 IM
功能表中的常用詞。

LCD 背光會在您遠離感應器
時重新亮起。
警告
• 要格外小心，切勿損壞
近距離感應器防護材
料。 損壞感應器護蓋
可能會導致感應器無法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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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1. 選擇社區。
2. 鍵入您的用戶名和密
碼。 對於 Windows Live
Messenger，您還必須輸入
對應的網域名（例如 xyz@
hotmail.com）。
注意
如果您沒有社區用戶名，則
必須使用個人電腦 Web 瀏
覽器在社區網站上創建一個
社區用戶名。

3. 點選登入。
注意
要避免每次登入時都需要輸
入您的用戶名和密碼，應選
中「儲存密碼」方塊。 要
將您的裝置設定為每次啟動
裝置時均自動登入社區，應
選擇「自動登入」。

在社區間切換
您可同時登入所有社區。
所有啟用的社區都會如標籤
一樣顯示在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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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狀態
點選「連絡人清單」屏幕上
的「功能表」，選擇「變更
狀態」選項，在選擇所需的
狀態：線上、忙碌、離開、
顯示為離線（根據您的IM 供
應商可能有所不同）。

聯絡人清單
聯絡人清單顯示了個人的聯
絡人/好友。 在線聯絡人將
會顯示在他們處自的群組名
稱下方，且所有離線聯絡人
都將會顯示在各自離線群組
下方。
點按線上或離線以選擇群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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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新
 增連絡人：在連絡人清

單螢幕中，按功能表並選
擇新增連絡人。 在下一
個螢幕中，輸入所需連絡
人，然後按確定。
v封
 鎖：在聯絡人清單螢幕

中，反白顯示聯絡人並按
功能表，然後選擇連絡人
選項和封鎖連絡人。 （封
鎖選項僅適用於 Windows
Live 和 AIM）
v刪
 除：選擇連絡人，按功

能表並選擇連絡人選項和
移除連絡人。

v檢
 視連絡人資訊：獲得連

絡人的最新顯示資訊，按
檢視連絡人資訊。
v檢
 視連絡人狀態：檢視連

絡人在線狀態。

對話
在連絡人清單螢幕中，將會
在通話群組的下方（第一
個群組）顯示每個社區的
通話。
要開始新的通話，在連絡人
清單螢幕中選擇所需的連絡
人，然後傳送訊息。 將會開
啟通話螢幕，輸入訊息並按
傳送訊息。
要結束通話，在通話螢幕中
按功能表並選擇並選擇結束
對話選項。
注意
退出該應用程式將不會登
出，您將會繼續收到資訊。
將會透過一個快顯視窗通知
您已收到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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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Mobile
點按開始> Office Mobile

Excel Mobile
Excel Mobile 可讓您輕鬆開啟
和編輯在電腦上建立的 Excel
工作簿和範本。
您也可以在您的裝置上新增
檔案。
注意
v 在全螢幕模式下工作，
將會盡可能看到更多工
作簿。
點按檢視 > 顯示比例，然
後選擇一個您可以輕鬆讀
取工作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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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Mobile 中不受支援
的功能
Excel Mobile 不完全支援某
些功能，如公式和單元格註
解。 在裝置上儲存工作簿
後，部份資料和格式會被遺
失。 注意以下 Excel Mobile
格式化注意事項︰
v 對齊。 水平、垂直和包裝

文字屬性保持相同，但垂
直文字顯示水平。
v 邊框。 顯示為單線。
v 單元格圖案 應用於單元格

的圖案被刪除。
v 字體和字體大小。 不受裝

置支援的字體會轉至最接
近的可用字體。 原始字體
會列示在裝置上。 再次
在電腦的 Excel 中開啟工
作簿後，資料以原始字體
顯示。

v 數字格式。 使用在數字格

式中顯示的 Microsoft Excel
2007 Version 6.1 條件格式功
能來格式化數字。
v 公式和功能。 如果 Excel

檔案包含不受 Excel Mobile
支援的功能，則功能會被
刪除，且功能的返回值顯
示。 以下公式也可用於轉
換為值：將公式作為陣列
或包含陣列參數輸入，例
如，=SUM ({1; 2; 3; 4})；公
式包含外部連結參考或交
叉範圍參考；且公式包含
使用 #REF 替換的參考過去
列 16384！

v 保護設定。 大部份工作

簿和工作簿保護功能被停
用，但不會被刪除。 但
是，密碼保護支援會被刪
除。 受密碼保護的工作簿
或其中一個或多個工作簿
受密碼保護的工作簿無法
打開。 您必須在電腦上刪
除 Excel 中的密碼保護，然
後在裝置上進行同步以打
開檔案。
v 縮放設定。 未保留。 Excel

支援每工作簿縮放設定，
而 Excel Mobile 縮放設定會
應用於整個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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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工作簿名稱。 將會正確

顯示同一工作簿中的參
考工作表名稱，但名稱是
指其他工作簿、陣列，例
如，= {1; 2; 3; 4}、陣列公
式或從名稱清單中刪除的
交叉範圍。 如果從清單中
刪除名稱，則它會保留在
公式和功能中，從而導致
這些公式以「#NAME?」
解決 所有隱藏的名稱不會
被隱藏。

94

GW825v | 使用手冊

v 將會刪除 AutoFilter 設

定。 但是，您可使用 Excel
Mobile 中的 AutoFilter 指
令，以執行類似功能。
如果您使 AutoFilter 應用於
導致行被隱藏的工作簿，
則當在 Excel Mobile 中開
啟檔案時，行仍被隱藏。
使用取消隱藏指令顯示隱
藏行。
v 圖表格式化。 所有的圖表

將以其顯示在 Excel Mobile
中的方式進行儲存。 不
受支援的圖表類型將變更
為以下受支援類型之一︰
列、條、行、餅圖、散布
圖和區域。 背景顏色、
網格線、資料標籤、趨勢
線、陰影、3D 效果、副軸
和對數標尺均被關閉。

v 工作簿功能。 以下功能在

Excel Mobile 中不受支援，
且在裝置上開啟工作簿
時，這些功能會被刪除或
修改︰隱藏的工作單不會
被隱藏；VBA 模組、巨集
頁和對話頁均被刪除，並
由佔位符頁替換；文字方
塊、繪製對象、圖片、清
單、條件格式和控件均被
刪除；樞紐分析表資料轉
換為值。

PowerPoint Mobile
透過 PowerPoint Mobile，您
可使用 PowerPoint ‘97 或更
高版本，以 *.ppt 和 *.pps 格
式開啟和檢視在電腦上建立
的幻燈片放映演示。
很多內建於幻燈片放映的演
示元素 (如幻燈片轉換和動
畫) 將會在裝置上播放。 如
果將演示設定為定時播放幻
燈片，則某個幻燈片將會自
動前進到下一個幻燈片。 系
統亦支援連結到網址。
裝置上不受支援的 PowerPoint
功能包括︰
v 備註。 為幻燈片編寫的備

註將不可見。
v 重新排列或編輯幻燈

片：PowerPoint Mobile 只
是一個檢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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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檔案格式：將不會支援在

PowerPoint ‘97 之前版本
中以 PPT 格式建立的檔案
和以 HTM 和 MHT 格式建
立的 HTML 檔案。

Word Mobile
Word Mobile 是 Microsoft
Word 的簡化版。 您可在裝
置上開啟和編輯在電腦上建
立的 Word 文件。 您也可
以在 Word Mobile 中建立和
編輯文件，並將它們儲存為
DOC、RTF、TXT 和 DOT
檔案。
並且，一次只能打開一個文
件。 當您打開第二個文件
時，將會自動儲存並關閉第
一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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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新建的文件後，它會自
動命名為文件中的前幾個單
字並置於 Word Mobile 文件
清單中。 您可輕鬆地以更有
意義的名稱對文件進行重新
命名，並將其移動至其他資
料夾或記憶咭中。

Mobile Zip
點按開始 > Mobile Zip
Mobile Zip 是一個能讓您以
Zip 格式擷取和儲存檔案的歸
檔工具。

要檢視 Mobile Zip

要瀏覽功能表

Mobile Zip 顯示包含視圖、
功能表。
其中包含五個視圖，以便進
行設定和資料輸入。 在您瞭
解和設定應用程式的某些基
本功能時，會將主頁視圖主
要用作啟動頁。
它包含在密碼輸入對話方
塊中用於設定預設對話的
選項。

• 主功能表在應用程式中隨
時清晰可見。 您可按功能
表檢視。
主功能表是一個動態功能
表。 它提供了用於存取視
圖、密碼管理程式和其他動
態指令的指令。
•捷
 徑功能表將會出現在顯示
您的檔案的屏幕上。 只需
點按並按住捷徑功能表即
可顯示。
• 工具列功能表在資料夾視圖
的頂列隨時清晰可見。 這
些功能表旨在幫助用戶瀏覽
資料夾和排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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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至存檔 ...... 指令，可以
使用該選項新增存檔以設定
密碼、名稱和類型。
• 開啟、開啟外部、新增至存
檔、新增至 default.zip、壓
縮並電郵、 壓縮至 default.
zip 並...... 指令，可以使用該
選項直接新增至不帶密碼的
已命名歸檔。
• 壓縮並用電郵發送
(Compress and Email)...命
令，如果您想要將選定項目
及密碼、名稱和類別設定選
項壓縮成一個存檔並透過電
郵發送輸出的存檔。
• 壓縮 至「name.zip」並電
郵...... 指令，可以使用該選
項壓縮至已命名存檔並經電
郵發送輸出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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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按工具列功能
進行排序

或者，您可以選擇一些檔
案，點按並按住底部的圖
示，然後選擇新增存檔至下
一個資料夾。
此動作將對選定項目進行歸
檔並發送至其他資料夾。

要擷取存檔

要重新命名項目或存檔

在選定的資料夾視圖中，按
住選定存檔。 在資料夾捷徑
功能表中，選取：

在資料夾視圖中，點按並按
住要重新命名的項目或存
檔。 在捷徑功能表中，選擇
編輯 -> 重新命名。

•擷
 取...... 指令，可使用該選
項擷取選定存檔以設定目標
資料夾、設定密碼並選擇擷
取行為等。
• 在此擷取指令僅可擷取此資
料夾中選定存檔的內容。
• 擷取至「名稱資料夾」指令
僅可選定存檔的內容擷取至
已命名資料夾。
或者，您可以按住底部的標
籤圖示，然後選取解壓縮至
下一個資料夾(Extract to Next
Folder)將内容解壓縮至下一
個資料夾中。
此動作會將存檔内容解壓縮
至其它資料夾中。

要從檔案總管中打開
存檔
如果您與 Mobile Zip 中的某
個存檔關聯，則可以在檔案
瀏覽器中開啟此存檔。 在
檔案瀏覽器中點按所需存
檔，Mobile Zip 將在第一個資
料夾視圖中打開此檔案，並
關閉當前在此視圖中開啟的
任何其他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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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複製或移動項目或

要新增檔案/資料夾至

存檔

Zip 存檔

在選定的資料夾視圖中，點
按並按住選定項目，然後選
擇編輯 -> 複製...... 或編輯 ->
移動...... 指令，使用該選項將
選定項目複製或移動至選定
的目標資料夾。 或者，您可
以點按底部的標籤圖示以選
取指令並直接複製或移動至
下一個資料夾。

• 在其中一個資料夾視圖中
開啟存檔
• 點按另一個資料夾視圖。
• 選取想要新增至存檔的檔案
或資料夾。
• 點按並按住底部的標籤圖
示，選擇其中一個有效指
令：新增存檔至下一個資料
夾、複製、移動
如果您選取包含密碼，密碼
模式（AES 或 ZIP 2.0）將被
設定為在已開啟存檔中設定
的模式。

圖 13. 已打開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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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裝置

圖 14. 到下一個資料
夾捷徑

要將 Mobile Zip 與其他
檔案進行關聯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
重設裝置。 標準 (或軟) 裝
置重設會清除所有的活動程
式記憶體並關閉所有活動程
式。 當裝置的執行速度變
慢，或某個程式執行錯誤
時，此操作將十分有效。 安
裝完部份程式後，亦需要軟
重設。 如果您在程式執行的
同時進行軟重設，將會丟失
未儲存的工作。

您可以選取關聯 Mobile Zip
與受支援的檔案副檔名。
在選項視圖中，選擇檔案關
聯。 在對話方塊中，使用軟
鍵清除或新增所有受支援的
檔案。 您可手動刪除不想與
Mobile Zip 關聯的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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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執行軟重設

執行硬重設

• 找到軟重設鍵。 您可以透
過取下電池蓋找到該鍵。
它位於電池盒的上部中心
位置。
軟裝置重設將會清除所有啟
用程式記憶體並關閉所有啟
用程式。 當裝置的執行速
度變緩慢或某個程式執行錯
誤時，此操作將十分有效。
安裝完部份程式後，亦需要
軟重設。 如果您在程式執
行時進行軟重設，將會丟失
未儲存的工作。

• 在您用盡所有其他疑難排解
選項後，應僅執行硬重設。
執行硬重設後，應將裝置還
原至其預設設定（按照首次
購買並開啟裝置的方式）。
在裝置上安裝的任何程式、
輸入的任何資料和自訂的任
何設定將會丟失。
1. 開啟裝置。
2. 點按開始 > 設定 > 系統 >
清除儲存(clear stortage)。
3. 選擇是刪除內置記憶體或
外置記憶體，還是同時將
兩者全部刪除。
4. 按「清除」。
5. 按「是」。 所有設定將會
重設為其預設值，並將會
刪除所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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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輸入密碼，然後確認
進行硬重設。 如果您忘記密
碼，則只能透過硬鍵序列執
行硬重設。
1. 關閉裝置。
2. 依次按住下列硬鍵。
+

+

+

持續按住鍵，直至顯示螢
幕。
如果硬重設成功，將會顯示
校準螢幕。
將會校準 Marketplace、MSN
Money、Search
Widget、Google
Maps、Remote Desktop Mobil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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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有不同的配件供您的手機使用。 可單獨購買可選配件。

旅行充電器

USB線

觸控筆

標準電池

耳機

光碟

繁體中文
ENGLISH
使用手冊 GW825v

注意

v 只可用原裝 LG 配件。 不使用原裝 LG
配件，保養可能失效。

v 不同的地區可能有不同的配件，請向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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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區服務公司或代理商查詢更
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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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服務

技術數據

本指南所述之無線電話經認
可可用於 GSM 850、E-GSM
900、DCS 1800、PCS 1900 和
WCDMA 網絡。

一般資訊

手冊中提及的多項功能均為
網絡服務。 這些為可透過無
線網絡供應商提供的特殊服
務。 使用這些網絡服務前，
您必須向無線網絡供應商訂
閱服務並獲取有關如何使用
的說明。

產品名稱：GW825v
系統： GSM 850 / E-GSM 900
/ DCS 1800 / PCS 1900 /
WCDMA
環境溫度
最高： +55 °C（放電），
+45 °C（充電中）
最低︰-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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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Reference Guide
English
Welcome and thank you for choosing LG mobile phone.
This guide is the instruction for foreigners.
Some of the contents in this manual may differ from your phone depending on the
software of the phone or your service provider.

LG Smartphone Features
Phone Components
<Front of Device>
Power Key
Hold down to power the phone On or Off.

Hands-free Connector/Charger/
Cable Connector

Inner camera

Proximity Sensor
Turns off the LCD automatically
when in close proximity to your face,
during a call

Earpiece
Allows you to listen to the other party/caller.

Fingerprint Navigation sensor

Touch Screen

Scrolls right and left or up and down to
navigate menus.

End Key
Ends or rejects a call.

Send Key
Opens the touchscreen Dialpad
and answers incoming calls

Back button
Returns to the previous menu.

<Left>
Stylus Connector Slot

<Right>
MicroSD Card Slot
Multitasking Key

Volume Keys
v When the screen is idle:
Adjust the phone volumes
v During a call:
Adjust the in-call earpiece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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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key
Activates the camera

How to change the screen
When turning on the phone, you can see the LG Home screen as a default. On the
Today screen, you can see the important and recent information.

LG home screen
Drag and click what you need on any of the LG home screens. Change the screen
mode by dragging side to side on the home scree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the home
screens.
There are shortcut icons for some menus at the bottom of the home screen, allowing
you to access the menu directly from the home screen. You can also access to LG Menu
by tapping Start on the upper-left corner of the screen.

3

Entering texts
Using text input method
You are available to the various input methods on the screen, including CE-Star,
PenPower, Block Recognizer, Keyboard, Letter Recognizer, Transcriber. The Input Panel
icon appears on the menu bar to indicate which input method is currently selected.
The Input Selector arrow (shown at the right side of the Input Panel icon) opens a list
of available input methods.
CE-Star
CE-Star input method can be operated with soft
keyboard or hardware keyboard. This feature can speed
up your text input observably. And the user can get
the correct candidate list even the composition string
is incomplete. And the candidate list is sorted by the
usage frequency.
PenPower
PenPower is a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program. In
PenPower mode, a small window will be displayed
below the text screen, The upper white part of the
small window is the character selection area, displaying
different candidates for selection. Let us try inputting
some characters, using the stylus to draw any character
on the screen. Candidate characters, which could possibly
match your drawn character, appear in the character
selection area. If left to its own devices, the software will
automatically input the first character in the character
selection area.
手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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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螢幕手寫
Transcriber is a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program
that allows you to write in cursive, block letters,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Transcriber works transparently in
the background of programs, recognizing words with its
integrated dictionary.
When Transcriber is turned on, it interprets stylus
movement anywhere on the screen as handwriting input.

5

Text Messaging
Sending Messages Tap LG 功能表

> LG訊息 or 寫入新訊息 in 通訊 tab.

1. Touch To to enter the recipient. You can simply type the numbers or open your
contacts or favourites by tapping .
Multiple contacts can be added. When you are finished, touch the message box below
to start composing the message text.
After entering the text, tap OK, and then tap Send SMS on the top of the screen to
send the message. When you are entering the text, you can add text templates,
emoticons, or name and number by touching Menu at the lower right of the message
and then selecting Insert Text.
If you add an image, video, or Sound file to an SMS, the SMS
automatically converts into an MMS message, and you will be It would
be charged accordingly.
By tapping Insert on the upper right side of the message box, you can
select Existing image, New image, Existing video, New video, Existing
sound, New sound and others.
You could add the recipient as CC or BCC by tapping Menu > Add >Cc or
Bcc. You can save the message in Drafts or cance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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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Taking photos and recording Tap 開始 > LG 功能表

> 相機 or 視
像攝錄機 in the 多媒體 tab, or press and hold the Camera butto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hone)
for a few seconds

1. Holding the phone horizontally, point the lens towards the subject you want to take
a picture/video of.
2. Hold down the camera butto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hone for 1~2 seconds, or
tap the camera/video button on the screen.

Before taking a picture
To see the setting menu, you need to tap the screen once. These setting options
disappear automatically after a while if you do not work.
Back
Camera mode
Photo Album
Change to inner camera or outer camera.
Brightness - Adjust the brightness.
Macro/Auto
Flash light - Choose from Auto/Always Off/Always On
Settings - Adjust camera settings such as Reset Settings/Image Size/Scene
Mode/Color Effect/White Balance/Timer/Shot Mode/Preview Style/ISO/
Image Quality/Memory In Use/Hide Icons/Shutter Sound/Grid View.
7

Camera
Before recording
To see the Settings menu, tap the screen once.
Back
Change mode - Drag this
icon to switch to record
mode/ camera.
Photo Album
Change to inner camera or outer camera.
Brightness - Adjust the brightness.
Recording mode - Choose from Auto, Portrait, Landscape and Sports.
Flash light - Choose from Always On/Always Off
Settings - Adjust recording settings such as Reset Settings/Video
Size/Scene Mode/Color Effect/White Balance/Video Quality/
Duration/Memory in Use/Voice/Hide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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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Music
Music Player Tap the LG 功能表

> 音樂 in the 多媒體 tab

Allows you to use Windows Media Player. You can play digital audio and video files
that are stored on your device or on a network.

If you tap 功能表 on the right side, you can check menus as below.
v新
 播放清單: Create personal playlists by choosing songs from the All Songs
menu.
v 新增至播放清單: Add new song to playlist.
v 刪除播放清單: Delete the song from playlist.
v 發送: Send the song via Message, E-mail or Bluetooth.
v 移動: Move the song between folder or memory.
v 複製: Copy the song between folder or memory.
v 刪除: Delete a playlist.
v視
 覺效果: Sets the visualizer to change music’s loudness and frequency
spectrum in the music.
v 排序方式: Sort the song or list by name, ABC or date.
9

Bluetooth
Using Bluetooth Tap LG 功能表

> 設定 > 藍芽 in the 設定 tab

Bluetooth enables compatible mobile devices, peripherals and computers that are in
close proximity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each other without wires. This handset
supports built-in Bluetooth connectivity,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nect them
with compatible Bluetooth headsets,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d so on.

Note

v If you use PC Sync via Bluetooth, you can exchange data within the phonebook.
v When you receive data from another Bluetooth device, the phone requests a confirmation. After
confirming the transfer, the file will be copied to your phone.
v Bluetooth must be turned on to use these features.

Bluetooth must be turned on to use this feature.
There are three tabs for Bluetooth; Settings, My devices and Accessories.
1. 設定
G o to 藍芽 > 設定 > 新增裝置 to setup a new bluetooth device.
Go to 藍芽 > 設定 > 停用藍芽 to turn off Bluetooth.
Go to 藍芽 > 設定 > 進階… to set up additional options.
2. 我
 的裝置: Allows you to see information and properties of current connected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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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件
Go to 藍芽 > 配件 > 列印影像 to lay out and print pictures from your
handheld.
Go to 藍芽 > 配件 > PC遙控 to remotely control a PC with this device.
Go to 藍芽 > 配件 > 網路管理員 to network with other Bluetooth deices.
Go to 藍芽 > 配件 > 名片交換 to send and receive business cards.
Go to 藍芽 > 配件 > BT 傳送物件 to send objects such as Outlook E-mail,
Contacts, Tasks, Notes, Calendar Items, Audio, Ring Tones, Images, and
Videos to a another Bluetooth device.

Note

vIf you want your phone to be discovered by other Bluetooth devices, change the
discoverability setting as indicated below. Go the Settings tab and select Not Discoverable,
and change to Always Visible or Visible for 60 seconds.

11

Wi-Fi
Wireless Manager
Wireless Manager allows you to manage Wi-Fi Internet and Bluetooth connections
on your device. It allows the phone to connect local wireless networks, or access the
Internet wirelessly. Wi- Fi is faster and has a greater range than Bluetooth wireless
technology.

Note
The charge between using a data plan to access the internet and using Wi-Fi is different.
Please contact your network operato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v Tap 開始 > 設定 > 連線 > 無線裝置管理員
v Tap the Wi-Fi option to turn On/Off.

A bubble window appears if a new network has been detected.
v Select the network that you are permitted to access, and then tap OK.
v Then select The Internet to get Internet service, and tap Connect.

Note
v If your Wi-Fi service provider or network administrator sets an encryption key, for network
security, you must enter the key in the pop-up window. If encryption is not set, this popup window will not appear. If you don’t know the key, you must ask your Wi-Fi service
provider or network administrat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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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i-Fi connection is finished, you can see the connection name (SSID) in the Wireless
Manager.
To turn off Wi-Fi, touch OFF right side of Wi-Fi option in the Wireless Manager.

Note
v When the battery level becomes exceedingly low, the Wi-Fi connection will be
dis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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