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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使用行動電話前，務請詳閱重要資訊頁面中的說明。

並非所有區域的所有國家/地區或網路和 (或) 服務供應商都支援使用手冊中說明的某些服務和功能。
此原則無限制適用於 GSM 國際緊急電話號碼 112。請連絡您的電信業者或服務供應商，確認所有
特定服務或功能的可用性，以及是否需要額外支付存取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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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更多內容。了解使用方式。

請造訪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以進一步了解您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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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部分基本開始使用說明已列印在您手機的包裝盒上。此外，以下資訊也將協助您開始上
手使用。

變更手機保護環套

1 移除電池蓋。
2 將指甲插入手機保護環套與手機底部之間的間隙，將保護環套掀起並移除。
3 將更換保護環套的頂緣插入手機頂部的凹槽，然後壓下保護環套將它裝好。

如何移除電池蓋的指示說明印於手機隨附的包裝盒上。

插入或移除記憶卡

記憶卡可能需另購。

1 取下電池護蓋，將記憶卡的金色接腳面朝下插入。
2 如要移除記憶卡，請先移除電池蓋，然後將記憶卡向上抽動。

鎖定螢幕

• 當螢幕啟用時，短按  鍵。

將螢幕解鎖

• 當螢幕鎖定時，短按  鍵。

第一次開始使用手機

第一次啟動手機時，設定精靈會協助您輸入必要的手機設定及匯入通訊錄。之後您也可
以從手機設定存取設定精靈。

啟動時設定手機語言

1 當您第一次啟動手機時，會顯示語言清單。在清單中捲動並選擇您的語言。
2 輕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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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IM 卡匯入通訊錄

• 當您將 SIM 卡插入後，第一次啟動手機時，設定指引會提示您匯入 SIM 卡連絡
人。輕觸匯入連絡人。

當您使用 SIM 卡在兩部手機之間複製通訊錄時，您可傳輸的連絡人資訊數量與類型會受到限制。
如要取得有關如何在兩部手機之間複製通訊錄的更多說明，請移至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啟動時設定時間和日期

1 在手機啟動時，請在設定指引提示您設定時間和日期時，輕觸時間和日期。
2 尋找並輕觸時間。
3 輕觸小時和分鐘欄位以調整時間。
4 完成時，輕觸儲存。
5 尋找並輕觸日期。
6 輕觸日、月和年欄位以調整日期。
7 完成時，輕觸儲存。

在設定時間和日期時，輕觸時間格式或日期格式，然後分別選取您偏好的時間和日期顯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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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手機

手機概覽

  

1. 聽筒

2. 接近感應器

3. 充電器接頭/USB 連接線

4. 電源鍵/螢幕鎖

5. 首頁鍵

6. Walkman™ 鍵

7. 3.5 mm Audio Plus 接頭

8. ZAP 鍵

9. 相機鏡頭

10. 音量鍵

11. 相機鍵

為電池充電

手機電池在您購買手機時已事先少量充電。將手機充電器連接線連接至電源 (例如 USB
連接埠或手機充電器) 時，您必須等候數分鐘，電池圖示  才會顯示在螢幕上。手機在

充電時仍可使用。

連接手機充電器時，電池充飽後會開始少量放電，一段時間後會再次充電。這是為了延長電池壽
命，因此充電狀態等級可能會顯示低於 100%。

使用電源轉接器為手機充電

• 使用 USB 連接線和電源轉接器將手機連接至電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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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首頁鍵

移至首頁畫面

• 按首頁鍵。

首頁畫面

首頁畫面是通往手機主要功能的閘道。您可使用不同的應用程式圖示、捷徑、桌布等來
加以自訂。首頁畫面可延伸超過一般的螢幕顯示寬度，給您更多運用的空間。

在進入首頁畫面之前，請先關閉已開啟的應用程式。否則，這些應用程式可能會在背景中繼續執
行，使手機的速度變慢。

應用程式畫面

應用程式畫面可讓您快速存取您手機中的應用程式。您也可以自訂此畫面。請記住，應
用程式畫面會超出一般螢幕大小，所以您可能必須向左或向右輕拂才能看到完整的內容。

螢幕頂端的指示器會顯示您目前所在的應用程式畫面。例如，  指出您目前在畫面的中間部

分。

開啟應用程式畫面

開啟應用程式畫面的方式有兩種：

•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 從首頁畫面上的任意位置向上輕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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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應用程式畫面

• 在應用程式畫面中，向右或向左輕拂。

將應用程式移動至應用程式畫面的角落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碰觸並按住項目，直到應用程式圖示顯示在螢幕的每個角落。
3 拖曳項目至任一個角落。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移動應用程式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碰觸並按住項目，直到應用程式圖示顯示在螢幕的每個角落。
3 拖曳項目超過目前的畫面檢視，移至應用程式畫面的另一個部分。

應用程式畫面中的項目及其副檔名為實際的應用程式而非捷徑。因此，如果您將應用程式畫面中
的項目移至另一個部分，您實際上是移動應用程式本身，而不是建立捷徑。

使用觸控螢幕

開啟或反白顯示項目

• 輕觸項目。

標示或取消標示選項

• 輕觸以標示或取消標示相關的核取方塊，或在某些情況下，輕觸選項名稱旁的切
換開關。

標示的核取方塊

取消標示的核取方塊

啟動

關閉

返回上一個畫面

• 當此選項可使用時，輕觸 。

捲動

在螢幕上向上或向下移動手指即可捲動畫面。在某些網頁上，您還可以向兩側捲動。

在螢幕上拖曳或輕拂不會啟用任何項目。

網際網路和訊息功能設定

您手機會針對大部份的行動電話網路與電信業者預先安裝訊息功能和網際網路設定。在
某些情況下，當您將 SIM 卡插入手機後第一次啟動手機時，會下載設定。

您可以隨時手動新增和變更手機的網際網路與訊息功能設定，或者您可以自動將設定傳
送至手機。如要取得有關手動更新手機中網際網路與訊息功能設定說明，請移至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如需有關您訂閱設定的詳細資訊，請連絡您的電信業
者。

手機設定概覽

您可以依照您的偏好來自訂一些手機設定。例如，您可以調整時間與日期和手機語言設
定。

10

此為本出版品的網際網路版，©列印後限供個人使用。

http://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變更手機語言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語言和輸入 > 手機語言。
3 選擇選項。

如果您選擇了錯誤的語言而無法讀取目錄文字，請移至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取得相
關說明。

開啟 Flight mode (通訊關閉)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一般。
3 選擇通訊關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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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充份運用您的 Walkman™ 播放器。聆聽音樂、有聲書及 podcast。管理您的播放清單並
將您喜愛的音樂傳送給朋友。

在電腦上安裝 Media Go™ 應用程式，即可傳輸和接收手機記憶卡中的內容。Media Go™ 可從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下載。

Media Go™
Media Go™ 是可下載的電腦應用程式，旨在協助您管理手機上的內容，以及在手機和電
腦之間傳輸檔案。如要啟動 Media Go™ 安裝，您必須先使用 USB 連接線將手機連接至
電腦。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 頁的使用 USB 連接線傳輸和處理內容。

在 Media Go™ 應用程式的說明一節中可找到更多資訊。

將 Media Go™ 安裝在電腦上

1 從電腦，移至 http://www.sony.com/mediago 並下載 Media Go™ 應用程式。下載
後，在電腦上執行此安裝檔案。

2 使用 USB 連接線將手機連接至電腦，然後依照電腦螢幕指示安裝 Media Go™。

使用 Media Go™ 應用程式傳輸內容

1 當電腦上已安裝 Media Go™ 時，使用 USB 連接線將手機連接至電腦。
2 手機：準備媒體傳輸模式中會顯示在螢幕上。
3 電腦：如果 Media Go™ 應用程式未自動啟動，請點選 Media Go™ 將它啟動。
4 使用 Media Go™ 應用程式介面在手機和電腦之間拖曳和放下檔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1 頁的使用 USB 連接線傳輸和處理內容。

Media Go™ 支援影片檔案傳輸，但是有些影片檔案類型可能無法在手機上正確地播放。

Walkman™ 播放器概覽

1 8

9

10

3 7

5
6

11

4

2

1 瀏覽記憶卡上的音樂

2 專輯圖片 (如果有的話)

3 移至目前播放佇列中的上一首樂曲，或倒轉

4 播放/暫停按鈕

5 進度指示器：拖曳或輕觸以快轉或倒轉

6 目前的樂曲：剩餘時間

7 移至目前播放佇列中的下一首樂曲，或快轉

8 檢視目前播放佇列

9 使用螢幕歌詞協助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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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文字或電子郵件與其他人共享樂曲

11 試聽並尋找您的最愛樂曲

播放樂曲

1 在首頁畫面中，輕觸  > 。

2 如要依演出者瀏覽音訊，請輕觸 。如要依播放清單瀏覽音訊，請輕觸 。如要

依樂曲瀏覽音訊，請輕觸 。

3 向上或向下捲動並瀏覽樂曲。
4 輕觸樂曲以進行播放。

您也可以按手機頂部的  鍵以啟動 Walkman™。

暫停播放樂曲

•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

快轉和倒轉音樂

•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碰觸並按住  或 。

您也可以將進度指示器標記向右或向左拖曳。

傳送或刪除樂曲

1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您要傳送或刪除的樂曲專輯圖片。
2 選取選項。

播放智慧型播放清單

1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

2 輕觸 。

3 在智慧播放清單下方，輕觸播放清單。
4 輕觸樂曲以進行播放。

調整音量

• 當 Walkman™ 播放器在播放樂曲時，按音量鍵。

更新媒體

在下載或傳輸新樂曲至手機記憶體或記憶卡後，您需要執行更新媒體功能才能與手機同
步化變更。

更新媒體

•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 更新媒體。

伴唱

Walkman™ 播放器提供伴唱功能。伴唱功能提供一種享受音樂的方式。當您播放歌曲時，
歌詞會顯示在螢幕上，讓您可以跟著唱。您可以連接麥克風和擴音器，以便與其他人共
享樂趣。

伴唱功能僅適用於有歌詞時。大部分的歌詞檔案類型為 .LRC 和 .TXT。此外，歌詞檔案
的名稱必須與樂曲檔案的名稱相同。您可以輕鬆建立自己的 .LRC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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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LRC 檔案

1 電腦：使用文字編輯程式 (例如記事本) 開啟空白的文字檔案。
2 逐行輸入歌詞文字。
3 播放音訊檔案以檢查每行的時間，並以分鐘、秒鐘和毫秒指出您要顯示每行的時

間。
4 在每行文字開頭輸入開始時間。以下為範例：

您也可以只輸入分鐘和秒鐘值。
5 將檔案儲存為 *.LRC 檔案。如要這麼做，點選檔案然後選取另存新檔。將檔案命

名為與對應歌曲相同的名稱。從另存新檔類型：下拉功能表中選取所有檔案，然
後將預設的 ".TXT" 變更為 ".LRC”。然後從編碼：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UTF-8，接著
點選儲存。

6 將歌曲檔案和 .LRC 檔案傳輸至您的手機記憶體或記憶卡。

Walkman™ 播放器每行最多可顯示 95 個歌詞文字。較長的歌詞可分行並在螢幕上顯示為 2 或 3
行。

使用伴唱功能

1 在首頁畫面中，輕觸  > 。

2 輕觸有歌詞的樂曲然後選取樂曲。
3 輕觸  即可在伴唱模式中播放樂曲。歌詞現在會顯示在螢幕上。

4 輕觸  以關閉伴唱功能。

當歌詞使用 .TXT 檔案時，在歌曲播放期間，您需要手動向下捲動頁面，以檢視接下來的歌詞。即
使您在.TXT 檔案中輸入時間資訊，歌詞仍不會逐行顯示。

停用樂曲中的原唱

• 在伴唱模式中播放樂曲時，輕觸  即可停用原唱。

ZAPPIN™
ZAPPIN™ 技術可協助您以有趣而快速的方式搜尋您的最愛歌曲。ZAPPIN™ 可讓您透過
按鈕，以 4 秒或 15 秒的間隔快速試聽播放清單中的下首樂曲。當您找到所需的樂曲後，
再次輕觸 ZAP 按鈕即可結束 ZAP 模式，從頭開始播放樂曲。

只有當您在播放音樂時才可使用 ZAPPIN™ 功能。

使用 ZAPPIN™ 搜尋樂曲

1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您可在設定模式中試聽播放佇列中的所有
樂曲。

2 輕觸以選取樂曲。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您也可以使用手機頂部的 ZAP 鍵來啟用 ZAPPIN™ 功能。

從頭開始播放樂曲

• 在選取樂曲後，輕觸  即可從頭開始播放樂曲。

在 ZAP 短間隔模式試聽樂曲

1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以試聽樂曲。

2 輕觸短片段即可以 4 秒間隔播放每首樂曲。

暫停試聽樂曲

• 當您在試聽樂曲時，輕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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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轉或倒轉試聽中的樂曲

• 當您試聽樂曲時，輕觸  或  即可快轉或倒轉樂曲。

在 ZAP 長間隔模式試聽樂曲

1 在 Walkman™ 播放器中，輕觸  以試聽樂曲。

2 輕觸長片段即可以 15 秒間隔播放每首樂曲。

Walkman™ 播放器小工具

當您最小化 Walkman™ 播放器時，Walkman™ 播放器小工具會顯示在首頁畫面，但是
您可能需要向左或向右輕拂才能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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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訊息功能

使用 IM (即時訊息) 應用程式與其他人聊天，並參與 IM 群組討論您感興趣的主題。IM 服
務供應商為使用者提供的功能可能會有所不同。

在使用即時訊息之前，您必須先正確設定您的手機。在某些情況下，您的手機已先做好
設定。或者，您可以藉由配置訊息形式從 IM 服務供應商接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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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文字

您可以使用滑蓋 QWERTY 鍵盤或螢幕上的鍵盤輸入文字、數字和特殊文字。

使用螢幕鍵盤

啟動程式或選取需要輸入文字或數字的欄位時，會出現預設的螢幕鍵盤。

您可以使用多鍵式輸入法  或快速輸入法  輸入文字。

顯示鍵盤並輸入文字

• 輕觸文字欄位以顯示鍵盤，然後輸入文字。

切換字母大小寫

• 輸入字母前，輕觸  切換到寫  或反之切換到小寫。

開啟大寫鎖定

• 輸入文字前，輕觸  或  直到  顯示。

使用鍵盤輸入數字

• 當您輸入文字時，輕觸 。然後會顯示包含數字的鍵盤。

插入符號

• 當您輸入文字時，輕觸 。然後會顯示包含符號的鍵盤。

變更輸入語言

1 當您輸入文字時，輕觸語言圖示，例如 。

2 選擇選項。

使用多鍵式輸入法輸入文字

1 當您輸入文字時，輕觸語言圖示，例如 。

2 輕觸多鍵式變更成多鍵式輸入法。
3 如要書寫字詞，請視需要輕觸多次文字按鍵，來顯示您想要的字母。

使用快速輸入法輸入文字

1 當您輸入文字時，輕觸語言圖示，例如 。

2 輕觸快速文字變更成快速輸入法。
3 如要書寫字詞，請輕觸每個文字按鍵一次即可 (即使您想要的字母不是該按鍵的第

一個字母)。
4 輕觸出現的字詞，或是輕觸  從清單選擇字詞。

5 如果清單中沒有您想要的字詞，請輕觸新增，進行任何必要變更，然後輕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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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錄

使用通訊錄應用程式來儲存您認識的人之相關資訊。輸入他們的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
址、生日以及其他詳細資料。您可以追蹤與特定連絡人之間的所有通訊。

新增連絡人

1 從您的首頁畫面，將  向上拖曳，然後輕觸 。

2 輕觸新增連絡人。
3 輕觸姓名，輸入連絡人的姓名並輕觸完成。
4 輕觸電話號碼，輸入電話號碼並輕觸完成。
5 為連絡人新增所需的其他資訊，然後向上捲動並輕觸儲存。如要新增其他資訊欄

位，請輕觸新增其他資訊。

您也可以從通話記錄的號碼新增連絡人。

備份記憶卡上的通訊錄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輕觸設定 > 通訊錄 > 備份到記憶卡。

從記憶卡恢復通訊錄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輕觸設定 > 通訊錄 > 自記憶卡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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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

撥打緊急電話

1 在首頁畫面中，輕觸 。

2 輸入緊急電話號碼，並輕觸 。如要刪除號碼，請輕觸 。

當未插入 SIM 卡時，您可撥打緊急電話。

撥打電話號碼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 。

3 如果顯示通話記錄，請輕觸  進入撥號鍵台檢視。
4 輸入電話號碼並輕觸 。

如要刪除誤輸入的數字，輕觸 。

接聽電話

• 將  向左拖曳，使它碰觸 。

拒絕通話

• 將  向右拖曳，使它碰觸 。

結束通話

• 輕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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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應用程式

Friends 應用程式會將您與前五名朋友的通訊內容整合為單一檢視。所有通訊 – Facebook™
或 Twitter™ 最新動態、文字與多媒體訊息、未接來電 – 都會顯示在您的首頁畫面上。只
需在首頁畫面上輕觸朋友的相片，就可檢視您與對方的所有通訊內容。

事件篩選

使用撥打選項標籤 ：

• 檢視朋友的電話號碼
• 檢視來自朋友的未接來電
• 撥打電話

使用訊息功能選項標籤 ：

• 檢視並回覆來自朋友的訊息
模式選項標籤  提供您以下選項：

• 連絡人詳細資料 – 檢視朋友的連絡詳細資料，並編輯或傳送連絡人資訊。
• Facebook™ 帳號 – 輸入朋友的 Facebook™ 帳號詳細資料，或是從您的 Facebook™ 通

訊錄清單匯入
• Twitter™ 帳號 – 輸入朋友的 Twitter™ 帳號詳細資料，或是從您的 Twitter™ 通訊錄清單

匯入
• 刪除朋友 - 從 Friends 應用程式刪除朋友

如果您從通訊錄刪除五個最愛朋友中的一個，該朋友的所有相關資訊都會從 Friends 應用程式刪
除。

Facebook™ 選項標籤  提供以下選項：

• 檢視您朋友的 Facebook™ 最新動態、留言並對相片加上標籤
• 帳號管理：輸入朋友的 Facebook™ 帳號詳細資料，或是從您的 Facebook™ 通訊錄匯入
• 重新整理 Facebook™ 事件

Twitter™ 選項標籤  提供以下選項：

• 取得您朋友的 Twitter™ 最新動態、留言並對相片加上標籤
• 帳號管理：輸入朋友的 Twitter™ 帳號詳細資料，或是從您的 Twitter™ 通訊錄匯入
• 重新整理 Twitter™ 事件

類別選項標籤右上角中會顯示每個類別的新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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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手機連線至電腦

將手機連線至電腦並開始傳輸圖片、音樂以及其他檔案類型。

您可能無法在手機和電腦之間傳輸某些有版權保護的內容。

使用 USB 連接線傳輸和處理內容

在手機和電腦之間傳輸檔案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使用 USB 連接線。在使手機和電腦連線
後，您可使用電腦的檔案總管在手機和電腦之間拖放內容。

請確定您將檔案放置在對應的資料夾類型中。例如，將音樂檔案置於音樂資料夾。Java 應用程式
檔案除外。您應將它們放置在其他資料夾。

在手機和電腦之間拖放內容

1 將 USB 連接線連上手機及電腦。
2 手機：選擇大量儲存裝置。
3 電腦：一直等到手機記憶體和記憶卡在檔案總管下顯示為外接磁碟為止。
4 電腦：在電腦桌面上，按兩下我的電腦圖示。
5 電腦：如要檢視手機記憶體與記憶卡資料夾，請按兩下代表手機的圖示。
6 電腦：將您的檔案以複製/貼上或拖放方式，放到您的電腦、手機記憶體或是記憶

卡中的資料夾中。

在傳輸檔案時，您無法使用手機。

如要安全地拔下 USB 連接線

傳輸內容中切勿拔下 USB 連接線，此舉可能損壞內容。

1 電腦：使用安全地移除硬體功能來選擇您要移除的裝置，然後點選停止。
2 拔下 USB 連接線。

電腦指示可能會因作業系統而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電腦作業系統的說明文件。

21

此為本出版品的網際網路版，©列印後限供個人使用。



相機

拍照、攝影、檢視相簿以及與朋友分享您喜愛的短片和圖片 – 只需使用您的相機應用程
式就能一切搞定。

相機控制

1 縮放 (僅於影片模式中可使用)

2 相機鍵。按此鍵即可拍照或錄製短片。

3 拍攝相片

4 結束相機

5 在靜物拍攝和視訊相機之間切換

6 錄製短片

7 在靜物拍攝和視訊相機之間切換

8 檢視相片及短片

9 選取影片長度

10 檢視相片及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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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D™ 技術

使用 TrackID™ 音樂辨識服務來識別您聽到周遭播放的樂曲。只需錄製歌曲的小片段，
您就可以在數秒內取得演出者、標題和專輯資訊。您也可以購買 TrackID™ 識別的樂曲。
若要取得最佳的效果，請在安靜的區域使用 TrackID™ 技術。如果使用本應用程式發生
問題時，請參閱第 32 頁上的我無法使用網際網路服務。

並非所有國家/地區的所有網路和/或服務供應商都支援 TrackID™ 應用程式與 TrackID™ 服務。

如要搜尋樂曲資訊

1 從您的首頁畫面，將  向上拖曳，然後尋找並輕觸 TrackID™。
2 將手機靠近音樂來源，然後輕觸錄製。結果會顯示在結果畫面上。
3 輕觸  並向上或向下捲動即可檢視之前的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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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Now™
在手機中使用 PlayNow™ 應用程式，即可瀏覽、購買和下載最新的音樂、遊戲、鈴聲、
應用程式、主題和桌布。

PlayNow™ 在某些國家可能無法使用。

啟動 PlayNow™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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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和文字訊息功能

建立及傳送訊息

1 從您的首頁畫面，將  向上拖曳，然後輕觸 。

2 輕觸新訊息 > 寫訊息。輸入文字訊息並輕觸 。

3 如要新增收件者，請從顯示的清單中選擇連絡人。您也可以輕觸文字欄位、手動
輸入號碼，然後輕觸完成。

4 如果您要新增相片或影片，請輕觸  並選擇選項。

5 完成時，輕觸傳送。

閱讀收到的訊息

1 從您的首頁畫面，將  向上拖曳，然後輕觸 。

2 輕觸訊息即可檢視其內容。
3 如果訊息尚未下載，其內容會是空白的。在此情況下，您需要輕觸訊息以下載並

檢視它。
4 如果您收到的訊息包含音樂或影片，請輕觸該項目然後輕觸檢視視訊或播放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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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您可以透過您常用的電子郵件帳號，使用手機來傳送和接收電子郵件。在您開始之前，
您的手機中必須有正確的網際網路設定。請參閱第 10 頁的網際網路和訊息功能設定。

在手機中設定電子郵件帳號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電子郵件。
3 選擇一個電子郵件帳號。如果您要使用的帳號不在清單中，請輕觸其他。
4 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密碼，然後輕觸繼續。
5 如果手機無法自動下載您的電子郵件帳號設定，請手動輸入帳號設定。

如果您需要手動輸入設定，請洽詢電子郵件服務供應商取得正確的電子郵件帳號設定。例如，您
需要知道帳號類型是 POP3 或 IMAP。

建立及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電子郵件。
3 輕觸寫新訊息。
4 輕觸新增收件者並輸入收件者的地址，然後輕觸完成。您可以使用相同方法新增

其他收件者，或輕觸  以刪除收件者。
5 輕觸主題並輸入電子郵件主題。
6 輕觸撰寫電子郵件，然後輸入您的文字訊息。
7 如要附加檔案，請輕觸附加，選取檔案類型，然後選取您要傳送的檔案。
8 輕觸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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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無線技術

開啟手機的藍牙功能並建立無線連線至其他藍牙相容裝置，例如電腦、免持裝置配件和
手機。藍牙連線在 10 公尺 (33 英呎) 的範圍內，而且無實體障礙的情況下運作效能最佳。
在某些情況下，您必須手動將您的手機與其他藍牙裝置配對。如果您希望其他藍牙裝置
可偵測到您的手機，請記得將手機設可見。

開啟藍牙功能並讓您的手機顯示在裝置上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連線 > 藍牙。
3 輕觸藍牙 然後輕觸開啟/關閉按鈕以啟動藍牙。  會顯示在狀態列。

4 輕觸可被偵測，然後輕觸開啟/關閉按鈕將手機設為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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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透過 Wi-Fi™ 技術，您可以使用手機無線存取網際網路。若要使用 Wi-Fi™ 連線存取網際
網路，您必須先搜尋及連接至 Wi-Fi™ 網路。視手機所在位置而定，Wi-Fi™ 網路的信號
強度可能有所不同。移動到更接近 Wi-Fi™ 存取點的位置可提高信號強度。

開啟 WLAN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連線 > Wi-Fi。
3 輕觸 Wi-Fi 或輕觸開/關按鈕以開啟 WLAN 功能。

啟用 WLAN 可能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啟用 WLAN 網路通知

1 確認 WLAN 已開啟。
2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3 尋找並輕觸設定 > 連線 > Wi-Fi。
4 輕觸網路通知或輕觸開/關以啟用啟用 WLAN 通知。現在，當您在 WLAN 網路範

圍內時，將可收到通知。

連線至 WLAN 網路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連線 > Wi-Fi。
3 可用的 WLAN 網路會顯示在 Wi-Fi 網路之下。可用的網路可能是開放的或經過加

密。開放網路是由  表示，安全網路是由 WLAN 網路名稱旁的  表示。

4 輕觸要連線的 WLAN 網路。如果您嘗試連線至安全 WLAN 網路，系統會要求您輸
入密碼。連線之後，  會顯示在狀態列中。

手機會記住連線的 WLAN 網路。下次您來到之前連線的 WLAN 網路涵蓋範圍時，手機將自動連
線。

有些位置，開放 WLAN 網路會要求您先登入網頁，才能存取網路。如需詳細資訊，請連絡相關
WLAN 網路管理員。

上傳相片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相簿 。

3 輕觸相片縮圖。
4 輕觸螢幕以顯示控制項。
5 輕觸 。

6 選取至 Pi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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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

瀏覽 Web
檢視和導覽網頁、書籤或您喜愛的項目，建立捷徑以及同時開啟多個視窗瀏覽 – 一切只
需使用您的瀏覽器即可。

移至網頁

1 輕觸 。

2 輕觸文字欄位以啟用鍵盤。
3 輸入網址。
4 輕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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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信箱

如果您訂閱的服務包含語音信箱服務，來電者就可在您無法接聽電話時留下語音訊息。
您的語音信箱服務號碼通常會儲存在 SIM 卡中。如果沒有，您可向服務供應商取得號碼
並手動輸入。

輸入語音信箱服務號碼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選擇設定 > 通話 > 語音信箱。
3 輸入語音信箱號碼，並輕觸完成。

撥打語音信箱服務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輕觸語音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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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和保護您的手機

IMEI 號碼

每部手機都有一個獨有的 IMEI 號碼。您應將此號碼複製一份保存。如果手機遭竊，您的
電信業者就可使用您的 IMEI 號碼，停止該手機在您國家中存取網路的功能。

檢視手機中的 IMEI 號碼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一般 > 關於手機。

變更 SIM 卡 PIN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一般 > 安全 > 變更 PIN，然後按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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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我的手機未如預期運作

如果您的手機出現問題，請在嘗試進行其他方法前，先檢查這些項目：

• 重新啟動手機。
• 將電池和 SIM 卡移除後再重新插入。然後重新啟動手機。
• 更新您的手機軟體。更新手機可以確保最佳化的效能和提供最新的增強功能。如需有關

如何更新手機軟體的更多說明，請移至 www.sonyericsson.com/support。
• 重設您的手機。

重設手機時，請耐心等候。在重設時重新啟動手機可能會造成手機永久毀損。

重設手機

當您重設手機時，會刪除所有資料，包括下載的應用程式。基本上，您是將手機重設為
初次啟動手機之前的狀態。因此，在您執行重設之前，請確定已備份儲存在手機上的任
何重要資料。

重設手機

1 在首頁畫面中，將  向上拖曳。
2 尋找並輕觸設定 > 一般 > 全部重設 > 全部重設。
3 輕觸重設。

當我開始為手機充電時沒有出現電池充電圖示

必須等候數分鐘，電池圖示才會顯示在螢幕上。

我無法使用網際網路服務

請確認您的訂閱包括資料下載，以及您手機中的網際網路設定正確。連絡您的電信業者
以取得有關訂閱設定的詳細資訊。

無網路覆蓋範圍

• 您的手機處於飛行模式。請確認飛行模式已關閉。
• 您的手機沒有收到任何網路訊號，或收到的訊號太弱。請連絡您的電信業者，確認您的

所在位置在網路覆蓋範圍內。
• SIM 卡未正確運作。將您的 SIM 卡插入其他手機。如果 SIM 卡運作正常，這有可能是您

的手機發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請連絡最近的 Sony Ericsson 服務中心。

僅限緊急電話

雖然您在網路範圍內，但是您不能使用這個功能。但是，在緊急情況下，部分電信業者
可讓您撥打國際緊急電話 112。

SIM 卡已鎖定

您已連續 3 次輸入錯誤的 PIN。您需要電信業者提供的 PUK 碼才能將手機解鎖。

PUK 碼已封鎖，請洽電信業者。

您已連續 10 次輸入錯誤的 PUK 碼。請連絡您的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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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資訊

Sony Ericsson  Mix Walkman™ phone  WT13 
本使用手冊由 Sony Ericss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AB 或其聯屬公司印製。本使用手冊無任何保固。
Sony Ericss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AB 對本使用手冊因印刷之錯誤、目前資訊之不準確、程式及/或設備之改良
所為之修改，恕不另行通知。前述更動將納入本使用手冊之更新版本。

版權所有。

©Sony Ericss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AB, 2010
出版品編號：1244-0826.2
注意：並非所有區域的所有的網路和 (或) 服務供應商都支援使用手冊中說明的某些服務和功能。此原則無限制適
用於 GSM 國際緊急電話號碼 112。請洽詢您的電信業者或服務供應商，確認所有特定服務或功能的可用性，以及
是否需要額外支付存取或使用費。

行動電話具備下載、儲存及轉寄鈴聲等內容的功能。此類內容之使用，可能受第三方所有權，包括但不限於適用之
版權法之限制或禁止。您，而非 Sony Ericsson 需對用行動電話下載或轉寄之內容負全責。使用任何內容前，務請
確認其使用已獲適當之授權或許可。Sony Ericsson 對任何其他內容或任何第三方內容，不保證其準確性、一致性
或品質。有關您對任何附加內容或任何第三方內容之不當使用，Sony Ericsson 在任何情形下均不負任何責任。

在此所述之所有產品和公司名稱為各該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本使用手冊可能參考第三方提供的服務或應用程式。使用此類程式或服務可能需要另外向第三方供應商註冊，而且
可能需要遵守其他的使用條款。關於這些經由或在第三方網站存取的應用程式，請事先檢閱網站的使用條款和適用
的隱私權政策。索尼愛立信並不保固或保證任何第三方網站或提供之服務的可用性或效能。

本產品受到部分 Microsoft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未經 Microsoft 授權，不得於本產品外使用或散佈此等技術。

前述其他產品及公司名稱可能為各該所有者的商標。保留任何未經明示授予的權利。所有其他商標屬於其各自所有
者的財產。

所有圖片僅供功能說明參考，請以實物為準。

Microsoft、Windows 和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出口規定：本產品 (包括內含或隨附的任何軟體或技術資料) 均須遵守歐盟美國及其他國家的進出口法規。使用者
或任何本產品之擁有者同意遵守前述各項法規，並確認需負獲得出口、轉口或進口本產品之所需授權的責任。在不
限制上述條款的情況下，舉例而言，產品的使用者及任何持有人必須遵守以下事項：(1) 不得將產品出口或再出口
至根據歐盟理事會條例 (EC) 428/2009 第 II 章條文中所指定之目的地；(2) 必須遵守由美國工業安全局商務部所管
轄之美國政府出口管理條例 ("EAR", 15 C.F.R. §§ 730-774, http://www.bis.doc.gov/ )；及 (3) 必須遵守由美國財政
部外國資產管制室所管轄之經濟制裁規定 (30 C.F.R. §§ 500 et. seq.,.,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
ofac/)。產品使用者及任何持有人不得將產品及其配件或個別軟體交運給上述法規所禁止之任何國家、地區、企業
體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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