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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親愛的遊戲玩家，請您在每次中止遊戲後，選擇「退出」結束遊戲以節省您手機電池的使用。

此資料所包含遊戲、圖片均不是由諾基亞 (Nokia) 提供，而是由擁有該資料版權的協力廠商提供。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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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大戰 － 精華版
(Space Impact Lite)
遊戲介紹：

作為星球守護者，您可以選擇自己的飛船，駕駛它
航行於太空航站間，抵禦恐怖的入侵者，與他們戰
鬥到底，保衛星球。

使用不同的武器、裝備來強化您的飛船，讓它在戰
鬥中發揮無限的能量！

遊戲特點：

1 畫面精美的射擊遊戲
2 自動射擊，操作簡單

操作介紹：

使用方向鍵上、下、左、右移動飛船。

擊毀敵機，收集能量塊，使自己的武器升級。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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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也瘋狂：在盛產堅果的島
嶼上飛竄的毛絨球！

很久以前，有個島嶼住著許多可愛、快樂的松鼠，牠
們的部落叫做 「Furridos」。但是這幫大膽、吵鬧的
傢伙在島上玩 「神秘之星」時驚醒了一位遠古的惡
神，如今，牠們的厄運將至。為了懲罰牠們對神的褻
瀆行為，神將牠們全部囚禁，只留下Furrito！為了平
息神的怒氣，並將松鼠夥伴們一一救出，Furrito只有
一個辦法：以閃電般的速度在島上滾動，盡可能地收
集 「神秘之星」，以換取朋友們的自由。

該遊戲的國際權威評價：

• IGN：8.5/10
• PocketGamer：7/10

按鍵控制：

• 2、4、6、8 鍵：上、下、左、右移動
• 1、3、7、9 鍵：斜向移動
• 5 鍵：攻擊

Tropical Madness

© 2007 Gameloft. All Rights Reserved. Gameloft, the Gameloft logo 
and Tropical Madness are trademarks of Gamelof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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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 6 號小組：從日益猖狂的
敵人的手中拯救賭城！

為了擒獲國際恐怖分子 Irena Morales，彩虹 6 號小組
揭露了一個針對拉斯維加斯的恐怖攻擊，而且該恐
怖活動還將使用可以危及上百萬人生命安全的微波
脈衝武器。彩虹 6 號小組需要拯救整個賭城，和萬
惡城市中治安敗壞的街道，並打擊恐怖分子對胡佛
水壩進行破壞的威脅。

該遊戲的國際權威評價：

• IGN：7.6/10
• PocketGamer：7/10

按鍵控制：

• 2、4、6、8 鍵：移動游標
• 5 鍵：射擊，採取行動

• 3 鍵：進入掩護模式
• 9 鍵：扔手榴彈
• 7 鍵：扔閃光彈

Rainbow Six

© 2007 Gamelof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Gameloft under 
license from Ubisoft Entertainment. Rainbow Six, Red Storm and the 
Red Storm logo are trademarks of Red Storm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Red Storm Entertainment, Inc. is a Ubisoft 
Entertainment company. Ubisoft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Gameloft 
is a trademark of Gamelof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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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飆車 3 － 街頭規則 
(Asphalt3- Street Rules)

駕駛夢想中的車，狂奔在地下賽車遊戲中，體驗超凡
的 3D 遊戲畫面，逼真的駕駛感，將對手遠遠拋開，
在這款引人入勝的遊戲中，爭霸公路！

按鍵控制：

兩種顯示模式：橫向或縱向

1 縱向：
• 使用 4 或 6 鍵轉向
• 按 2 或 5 鍵以使用氮氣助力，並在短時間內加速

• 使用 1 和 3 鍵，啟動即時飄移
• 用 * 鍵切換車輛視角

2 橫向：
• 使用 2 或 8 鍵轉向
• 按 2 或 5 鍵，或遊戲鍵 1，以使用氮氣助力，並

在短時間內提速
• 如要進入超級飄移模式，在轉向時按住下遊戲

鍵 2

© 2006 Gameloft. 保留所有權利，Gameloft、Gameloft 商標以及 
asphalt：Street Rule 是 Gameloft 在美國和/或其他地區的商標。

所有的製造商、汽車、摩托車、名字、品牌以及形象都是
asphalt 的特徵， Street Rule 手機遊戲是其擁有者的商標和/或版
權所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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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奇俠
進入遊戲：

啟動遊戲後，選擇功能表中的 「遊戲」選項，在普
通和限時測驗中任選一種模式即可開始遊戲。

遊戲操作：

• 方向鍵和數字鍵 2、4、6、8：移動游標
• 確認鍵或數字鍵 5：選取

遊戲目標：

遊戲目標為挑戰更高的遊戲等級以獲得更高的分
數。選擇任意相鄰的兩顆寶石交換位置，使相同的
寶石在行或列並排三顆或三顆以上即可消除寶石；
寶石消除時將獲得分數和時間，當螢幕下方的時間
列集滿時將晉級至下一個遊戲級別；隨著等級的增
加，時間列也會加快減少，當時間列清空時，遊戲
即結束。

遊戲技巧：

水平配對優於垂直配對，前者獲得額外加分的機率
更大；觀察寶石的分佈，當消除一行或一列寶石後
下落的寶石繼續消除而形成連鎖反應時，將獲得更
多分數。

Bejeweled®

Created by PopCap Games, Inc. © 2000-2006 PopCap Gam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Electronic Arts under license from 
PopCap Games, Inc.  Background Technology © 2006 Electronic 
Ar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Bejeweled, PopCap, PopCap Games, 
and the PopCap design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PopCap Games, 
Inc.  Electronic Arts, EA and the EA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lectronic Arts Inc.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ATM is an Electronic ArtsTM brand.

榮譽勳章
進入遊戲：

啟動遊戲後，在遊戲主畫面中按下確認鍵，以進入任
務介紹，接著即正式進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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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操作：

• 數字鍵 5 或確認鍵：開啟機關、開火，近身為匕
首攻擊

• 方向鍵左右或數字鍵 4、6：左右移動
• 方向鍵下或數字鍵 8：匍匐、下樓梯、躲避
• 方向鍵上或數字鍵 2：爬樓梯、跳躍、移動狙擊槍

準心
• ＃ 鍵：進入或退出狙擊模式
• 數字鍵 0：在狙擊模式下瞄準
• * 鍵：切換武器

遊戲目標：

利用手中有限的武器和您的勇氣與智慧，完成一系列
艱巨的任務，特種英雄獨闖敵人火箭基地，來無影去
無蹤地在敵人的心臟地帶活動。

遊戲技巧：

• 在樓梯上按左右鍵可向兩側張望。
• 狙擊槍可以在敵人的射程外發動攻擊。
• 箱子可以攻擊敵人，也可躲避敵人的攻擊。
• 步槍射擊後需裝填子彈，有射擊間隔，機槍可以

連發且射擊速度快。

Medal of HonorTM

© 2006 Electronic Arts Inc. All right reserved. Electronic Arts, EA, 
the EA logo, and Medal of Honor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lectronic Arts Inc.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Medal of Honor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Electronic 

Arts Inc.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for computer and video 
game product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ATM is an Electronic ArtsTM brand.

老虎伍茲高爾夫球巡迴賽 07
進入遊戲：

啟動遊戲後進入遊戲的主功能
表；可以按照喜好和需求選擇「快
速開始」、「錦標賽」、「挑戰」、
「練習」 4 個模式開始遊戲。

遊戲操作：

• 方向鍵：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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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鍵：按住可揮桿
• 數字鍵 7：按住可向左方擊球
• 數字鍵 9：按住可向右方擊球
• * 號鍵：隱藏高爾夫選手
• # 號鍵：隱藏網格
• 左選擇鍵：攝影機視圖
• 右選擇鍵：暫停
• 數字鍵0：迷你地圖開關

遊戲目標：

遊戲的目標、規則與實際的高爾夫球運動相同，在
一個賽場中，玩家需盡量以最低的桿數將球打入洞
中。

遊戲技巧：

遊戲時需要針對場地多觀察地形和風向；根據適當
的情況選用合適的球桿；多使用練習模式可以增加
對球桿力度的掌握。

Tiger Woods PGA TOUR® 07

© 2006 Electronic Arts Inc. Electronic Arts, EA, EA SPORTS and 
the EA SPORTS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lectronic Arts Inc.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ark 'TIGERWOODS' and the TW Logo are 
trademarks of ETW Corp. and may not be u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ETW Corp. The name, likeness 
and other attributes of Tiger Woods reproduced on this product are 
trademarks, copyrighted designs and/or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are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ETW Corp. or Tiger 
Woods and may not be u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ETW Corp. or Tiger Woods. PGA TOUR, PGA 

TOUR and Swinging Golfer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PGA TOUR, 
INC. and used by permission.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A SPORTSTM is an Electronic ArtsTM brand.

模擬城市
進入遊戲：

啟動遊戲後，選擇自由遊戲或單一關卡中的任務即可
開始遊戲，自由遊戲沒有任務。遊戲目標：單一關卡
中達到目標後即可過關，過關後可獲得經驗值進而升
級並獲頒建築獎。

遊戲操作：

• 方向鍵和數字鍵 1 到 9：移動游標
• 導覽鍵和數字鍵 5：確認/修理
• 0 鍵：地圖導航
• ＃ 鍵：地面建築資訊
• 左選擇鍵：建築物選單
• 右選擇鍵：系統功能表

遊戲目標：

完成一個個艱難的任務，充分發揮你的聰明才智，挽
救一座座規劃極差的城市，將它們發展為繁華的都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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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技巧：

• 城市污染和犯罪率不僅嚴重影響人口發展，還很
容易引起 「可怕」的災難。

• 確保儲備充足的水電以因應突發狀況。
• 發生火災後，拆除相鄰的建築可降低損失。
• 發展階段不要建造太多的道路，否則會嚴重影響

收入。

SimCityTM

© 2006 Electronic Arts Inc. Electronic Arts, EA, the EA logo and 
SimCity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lectronic Arts 
Inc.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ATM is an 
Electronic ArtsTM brand.

瘋狂俄羅斯方塊
進入遊戲：

啟動遊戲後進入遊戲的主功能表，選擇 「瘋狂」或
「挑戰」這兩種模式後，即可開始遊戲；在「瘋狂」
和 「挑戰」下又細分為重疊、粘滯、混合。可以依
自己的喜好選擇。

遊戲操作：

• 確認鍵：旋轉方塊
• 方向鍵上：直接落下
• 方向鍵下：加速下落

遊戲目標：

最經典的益智休閒遊戲！遊戲的目標只有一個－消
除所有掉落的各式方塊。當某行的方塊排滿時，該
行將被消除；當滿足目前關卡的消除條件後，您即
可晉級。

遊戲技巧：

• 當消除一行後，剩下的方塊會在掉落後繼續消除；
一次連續消除多行將獲得更高的分數。

• 當方塊不斷堆積而新方塊無法進入畫面時，遊戲
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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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IS® Mania

Tetris Mania ®&© 1985-2006 Tetris Holding LLC. Licensed to 

The Tetris Company and Sublicensed to Electronic Ar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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