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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

關於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是一整套的應用程式，可安裝
在相容的電腦。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將所有可用應
用程式匯集在啟動程式視窗中，您可以從這個視窗來安裝
應用程式。您可以從 Nokia 網站安裝 Nokia Nseries 電腦
端套件。

若要使用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您的電腦需使用
Microsoft XP (SP1 或 SP2) 或 Windows Vista 作業系統，並
與 USB 資料傳輸線或藍牙連線相容。在使用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之前，您必須要先安裝於相容的電腦。

如需更多關於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的資訊，請參閱
其說明功能或 Nokia 網站。

實用電腦應用程式
使用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同步處理手機與相容電腦
應用程式（例如 Microsoft Outlook 或 Lotus Notes）之間
的通訊錄、行事曆、待辦事項和其他備註。您也可以使
用 Nokia Nseries 電腦端套件在手機與相容電腦瀏覽器之
間加入書籤，並且在手機和相容電腦間傳輸影像和影片。

電腦端套件所包含的某些實用電腦應用程式：

● Content Copier — 備份手機中的資料，或者將已儲存的
資料從相容電腦復原到手機。

● Nokia 音樂管理員 — 在相容的電腦上建立並組織數位
音樂檔案，然後將其傳輸至手機中。

● Nokia Nseries 更新管理員 — 接收 Nokia Nseries 電腦
端套件軟體新版本相關通知。

● 單鍵上網 — 可將手機當做數據機使用，建立網路連
線。

● Nokia Software Updater — 更新手機軟體（亦稱為「韌
體」）。

● Nokia Map Loader — 下載、存取並讀取地圖、尋找地
點，或查看您要前往的目的地。

● Nokia Photos — 在手機與相容電腦之間複製並組織多
媒體項目。自動建立日記。檢視、搜尋、編輯、建立
部落格，並傳送數位內容。

● Nokia Nseries Video Manager — 轉換未受保護的影片
並將其傳輸到手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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