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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與組件 — 掀蓋關閉
型號：Nokia N93i-1。以下簡稱Nokia N93i。

1 主相機的組件和鏡頭。本行動電話具有320萬像
素 (2048x1536) 的主相機可提供高解析度的影像
拍攝與影片錄製。

2 LED閃光燈
3 紅外線通訊埠
4 Pop-PortTM插孔
5 充電器插孔
6 擴音器聲音出口
7 外殼的指示符號

（僅在您有未接來
電、電子郵件、未
讀訊息或正在充電
時會出現）

8 外殼螢幕
9 記憶卡插槽
10 閃光燈鍵
11 相機/攝影切換鍵
12 四向導覽鍵與選擇鍵
13 拍攝鍵
14 變焦鍵
15 電源鍵
16 立體聲麥克風
17 吊飾孔

按鍵與組件 — 掀蓋開啟
1 視訊相機 (1) 可進行

視訊通話 （解析度較
主相機低）

2 右 和左 風景
選擇鍵

3 右 和左 選擇
鍵

4 功能表鍵
5 通話鍵
6 編輯鍵
7 語音通話用的麥克風
8 清除鍵
9 結束鍵
10 多媒體鍵
11 四向導覽鍵與選

擇鍵
12 光線感應器

鍵盤鎖 （按鍵保護）
欲在掀蓋開啟模式中鎖住鍵盤，請按左選擇鍵並接
著按 。當按鍵鎖住時，會顯示 。

欲在掀蓋開啟模式中解除鎖定鍵盤，請按左選擇鍵
然後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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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掀蓋關閉模式中鎖住鍵盤，請按住相機模式
鍵。

欲在掀蓋關閉模式中解除鎖定鍵盤，請按住相機模
式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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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鎖住時，要開啟螢幕燈光請按 。在掀蓋關閉
模式中，可按任何鍵 （變焦鍵除外）。

插入 (U)SIM卡和電池
USIM卡是SIM卡的增強版，而且受到UMTS手機的
支援。

將所有SIM卡放在孩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請務必先將本行動電話關機並中斷與充電器的連
接，然後才可取出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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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為您的服務提供商
或其他廠商。

1 將手機背面朝上、按
下外殼固定鈕 (1)、滑
出背面外殼 (2)，然後
向上取出。

2 將USIM卡插入插槽。
請確認卡上的斜角處
最先插入，而卡上的
接觸點朝下。

3 插入電池。請確認電
池頂端的接觸點正對
手機的插孔。 

4 要裝回背面外殼，請
將外殼對準手機，然
後將外殼滑入手機，
直到聽見一聲喀答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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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
1 按住 。
2 若手機要求您輸入(U)PIN碼

或鎖定碼，請輸入該碼 （顯
示為****)，然後按左選擇
鍵。UPIN碼通常和USIM卡
隨附而來。原廠設定的鎖定
碼是12345。欲知更多關於密
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用
戶指南》中的 「安全性」。

本手機具有隱藏式天線。

請注意：當使用無線傳
輸裝置而需要使用天線時，
請避免接觸到天線部分。例
如：通話期間請避免接觸行
動電話的天線。接觸天線會
影響無線電通訊的品質，並
使行動電話消耗的電量高於
實際需要，也可能減少電池
壽命。

N93i 開機畫面

• 當N93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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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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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3i 可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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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時仍然可以
使用行動電話。若電
池電力已完全耗盡，



Copyright© 2007 Nokia.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4

您可能要等幾分鐘螢幕上的充電指示符號才會開
始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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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搭配Nokia充電器轉接器CA-44與型號相容
的Nokia充電器搭配使用。如需週邊產品、電池、
充電器的資訊，請參閱 《用戶指南》的 「安全規
定」。

多媒體訊息 (MMS) 與行動網際
網路設定
您的Nokia手機一般已自動設定有MMS、GPRS、線
上播放和行動網際網路 （依據服務提供商提供的資
訊而定）。

在電視上觀看影像與影片
欲在相容的電視觀看已拍攝的影像與影片，請使用
Nokia CA-64U視訊輸出傳輸線。請參閱 《用戶指
南》的 「電視設定」。

欲在相容的電視上觀看影像與影片，請執行下列作
業：

1 將相容的視訊輸出傳輸線連接至相容電視的視訊
輸入。

2 將視訊輸出傳輸線的另一端接到行動電話的Pop-
PortTM插孔。

3 按下 ，選擇多媒體 > 影像和影片和您要觀看的
檔案。

影像會顯示於影像觀看程式中，影片則會於
RealPlayer中播放。

螢幕
移除覆蓋在螢幕上的塑膠保護膜。

螢幕上可能會有色彩消失、色彩不均或者是出現少
數亮點的情況發生。這類螢幕常會發生這種現象。
有些螢幕可能會含有恆亮或恆暗的像素或點。此為
正常現象，並非瑕疵。

本指南中的影像可能與實際手機螢幕所顯示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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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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其他關於手機的重要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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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op-PortTM、
Nseries和N93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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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或儲存本文件中之部分或全部的內容。

www.nokia.com.tw/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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