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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旨在說明 Android 4.4 在 Nexus 裝置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上所提

供的服務。上述部分產品或其中執行的軟體可能在細節上與內文有所出入。手冊

中提供的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為達到最佳使用效果，請確認您使用的是最新版 Android 系統更新。如要查看

裝置的版本號碼或最新的系統更新，請前往 [設定 ] > [系統 ] > [關於手機 ] 或 [關
於平板電腦 ]，然後查看 [Android 版本 ] 或 [ 系統更新 ]。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手機或平板電腦，而是其

他執行 Android 4.4 的裝置，本手冊可能有部分細節的說明與您的裝置不符。

如需完整的線上說明和支援服務 ( 包括 Nexus 裝置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

執行本手冊所述軟體的詳細資料，以及其他 Android 裝置資訊的連結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http://www.google.com/permissions/trademark/our-trademarks.html
http://www.google.com/permissions/trademark/our-trademarks.html
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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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使用 Android

關於 Android 4.4
Android 4.4 (KitKat®) 是全世界最受歡迎行動作業系統的最新版本，

可同時搭載於手機和平板電腦中。

本指南的用意是介紹 Nexus 裝置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行動裝置上

提供的 Android 4.4 軟體，但不會提及硬體方面的詳細資料 ( 例如 
SIM 卡說明、電池資訊和規格等 )。

如需各類 Android 手機和平板電腦型號的完整資訊 ( 包括 Nexus 裝
置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的詳細資料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設定裝置

初次開啟手機或平板電腦時，系統會顯示「歡迎使用」畫面。請選擇

您所使用的語言，然後輕觸 [ 開始 ] 或 「開始」圖示。

重要事項：您必須連上 Wi-Fi 或行動網路，才能完成設定程序。

出現登入提示時，請使用自己的 Google 帳戶登入，或是立即建立新

的帳戶。您也可以選擇略過這個步驟，日後再建立帳戶。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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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登入下列任何一項服務時所使用的電子郵件地址都可算是 Google 
帳戶：

• Gmail
• YouTube
• Google Apps
• AdWords
• 其他任何 Google 產品

當您使用 Google 帳戶登入時，與該帳戶相關聯的所有電子郵件、聯

絡人、日曆活動以及其他資料都會自動同步傳送到您的裝置。如果您

有多個 Android 裝置，則所有裝置都會保持同步。

舉例來說，如果您在手機上變更了某位好友的手機號碼，那麼在您

已登入同一 Google 帳戶的平板電腦或電腦上，這項資料也會隨之變

更。

如果您有多個 Google 帳戶，可於日後前往 [ 設定 ] > [ 帳戶 ] > [ 新增

帳戶 ] 繼續加入其他帳戶。

熟悉操作環境

當您將裝置設定完成，主螢幕將首次顯示在畫面上：

• 如要在主螢幕間移動，請向左或向右滑動。

• 如要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請從畫面底部向上滑動。在某些內

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上，則是按住主螢幕按鈕；如果是 Nexus 5，
您也可以滑向最左側的主螢幕。

• 如要從手機傳送簡訊，請使用  Hangouts。
• 對著主螢幕說出「OK Google」，即可搜尋手機、網路以及給 

Google 指示 ( 僅限 Nexus 5)，輕觸畫面頂端的 [Google] 也有同

樣作用。

如果您使用的是全新裝置，您會在其中一個主螢幕上看到 
Google Play 媒體庫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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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小工具會顯示您已經擁有或可在媒體庫中免費取得的部分 
Google Play 內容。您可以輕觸想查看或播放的項目，或是輕觸類別

進行瀏覽。

基本介紹

每個主螢幕底部都會顯示「我的最愛」匣，方便您快速存取應用程式。

Nexus 7 上的顯示畫面如下：

如要開啟某個應用程式，輕觸其縮圖即可。如要將應用程式拖曳至「我

的最愛匣」或主螢幕中，或是從中移出，請輕觸並按住該應用程式，

然後用手指移動至要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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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 導覽按鈕

無論您在執行哪些動作，都可以在 Nexus 畫面底部看到內含以下三

個按鈕的導覽列：

返回

開啟您之前瀏覽的畫面，即使不是同一個應用程式也一樣

可以。不過只要您返回主螢幕，就無法再回到更早的畫面。

主螢幕

開啟中間的主螢幕。如要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請向上

滑動。

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

開啟您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縮圖清單。如要開啟某個應用

程式，輕觸其縮圖即可。如要從清單中移除縮圖，將其往

左或往右滑動即可。

部分應用程式會暫時隱藏這些按鈕，或是在原位顯示代替的小圓點。

如要再次顯示按鈕，請輕觸圓點、螢幕中央或是從底部向上滑動。

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上的導覽按鈕

部分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在螢幕下方設有 2 或 3 個實體按鈕：

• 選單：這個按鈕可開啟您所在畫面的相關選項。

• 主螢幕：開啟主螢幕。如果您正在查看左邊或右邊的主螢幕，則會

開啟主要的主螢幕。如要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請輕觸並按住這

個按鈕。

• 返回：開啟您之前瀏覽的畫面，即使不是同一個應用程式也一樣

可以。不過只要您返回主螢幕，就無法再返回之前瀏覽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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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

許多應用程式和設定的畫面上都會顯示 「選單」圖示 ( 例如 
Nexus 裝置 )，或是在螢幕底部有一個永久的選單按鈕項目 ( 例如部

分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 )。輕觸這個圖示即可查看其他選項，包

括說明。

整理主螢幕

只要輕觸並按住背景，即可變更主螢幕桌布。

如何將應用程式圖示新增至主螢幕：

1. 前往您要放置應用程式的主螢幕。

2. 輕觸 「所有應用程式」圖示。

3. 視需要從右向左滑動，找尋所需的應用程式。

4. 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然後在主螢幕出現時，將手指滑動到適當

位置並放開。

使用 NEXUS 的 5 個提示：Nexus 5 上主螢幕的運作方式與其

他 Nexus 裝置是不一樣的。

• 如要變更桌布、新增小工具、調整搜尋設定或變更畫面順

序，請在任何主螢幕中輕觸並按住背景。

• 您可以向右新增無限數量的主螢幕。如要新增主螢幕，請

滑向最右側的螢幕，並將應用程式或小工具向右側邊緣拖

曳即可。

• 主要主螢幕左側的畫面會保留給 Google 即時資訊使用，

您必須啟用 Google 即時資訊才會顯示。

如要在 Nexus 4、Nexus 7 或 Nexus 10 中新增主螢幕上的小工具，

請依照相同步驟操作，然後在「所有應用程式」畫面中持續向右滑動，

找出所需的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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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xus 5 上輕觸並按住任一主螢幕的背景，即可顯示小工具控制

項。

如何將應用程式或小工具移動至其他位置：

1. 輕觸並按住圖示。

2. 將手指滑動至新位置。

如要在主螢幕之間移動，請將手指滑動至螢幕邊緣。

如果目標位置已有其他圖示，請緩緩將手指滑至該位置，原本的

圖示將會自動讓位。

3. 放開手指。

如要建立資料夾，請將圖示迅速滑動至另一個圖示上面。

如要為資料夾命名或重新命名，請開啟資料夾，然後輕觸資料夾名

稱。

 
輕觸及輸入

如要選取或啟用某個項目，只要輕觸該項目即可。

如要輸入內容 ( 例如名稱、密碼或搜尋字詞 )，只需輕觸要輸入文字

的位置，螢幕上隨即會彈出鍵盤，讓您在欄位中輸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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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用手勢包括：

• 輕觸並按住：輕觸並按住螢幕上項目的方法是輕觸項目，然後等

到系統回應後再放開手指。例如，您可以使用這個手勢輸入鍵盤

上的重音符號和其他特殊字元。

• 輕觸並按住然後拖曳：輕觸並按住項目幾秒鐘，手指不要離開螢

幕，然後將手指移到您的目標位置。例如，您可以在主螢幕上四處

移動應用程式。

• 滑動：在螢幕表面快速移動手指，一開始輕觸螢幕時不停留，以免

變成拖曳的動作。例如，您可以將主螢幕向左或向右滑動，以查看

其他主螢幕。

• 輕按兩下：在網頁、地圖或其他畫面上快速輕按兩下可以執行縮

放的動作。例如，在 Chrome 中輕按兩下圖片即可放大圖片，再輕

按兩下則可以縮小圖片。

• 縮放：在部分應用程式 ( 例如地圖、Chrome 和圖片庫 ) 中，如要

縮放畫面，可在螢幕上使用雙指 ( 或更多指 ) 向內撥動來縮小畫

面，或是向外撥動來放大畫面。或者，在部分應用程式中，您可輕

按兩下圖片然後將圖片按住並透過上下拖曳的方式來放大或縮小

圖片。

• 旋轉畫面：大部分畫面的螢幕方向都會隨著裝置轉動的方向而改

變。如要在平板電腦上鎖定或取消鎖定垂直螢幕方向，請由任何

畫面的右上方向下滑動手指，然後輕觸「快速設定」中的「旋轉」

圖示。如要在手機上進行這類設定，請前往 [ 設定 ] > [ 裝置 ] > [ 顯
示 ]。

您可以在「所有應用程式」畫面或「快速設定」中開啟

裝置的「設定」應用程式。

舉例來說，如要變更通知音效、音量等設定，請前往  
[ 裝置 ] > [ 音效 ]。如要變更亮度、字型大小等設定，請

前往 [ 設定 ] > [ 裝置 ] > [ 顯示 ]。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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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和支援

Nexus 大部分的畫面中都有 「選單」圖示，輕觸圖示即可設定其

他選項 ( 通常也能查看該畫面的說明 )。在內建 Google Play 的手機

上，您也許可以使用主螢幕下方的按鈕來開啟這個選單。

這本手冊將介紹 Android 4.4 所提供的部分重要功能和應用程式。如

要進一步瞭解 Android 軟體和應用程式、Google Play 支援的 Nexus 
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以及相關支援，請造訪：

• support.google.com/nexus
• support.google.com/playedition

Android 版本和更新

如要查看您的版本號碼，或是為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
手機取得最新系統更新，請先前往 [ 設定 ] > [ 系統 ] > [ 關於手機 ] 或 
[ 關於平板電腦 ]，然後查看下列標籤：

• 系統更新：輕觸即可查看是否有系統更新。

• Android 版本：從清單中往下搜尋這個標題，下方即為版本號碼。

如果您使用的不是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手機或平板電

腦，而是其他執行 Android 4.4 的裝置，本手冊可能有部分細節的說

明與您的裝置不符。

如需完整的線上說明和支援服務 ( 包括 Nexus 裝置和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執行本手冊所述軟體的詳細資料，以及其他 
Android 裝置資訊的連結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http://play.google.com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
http://support.google.com/playedition
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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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

Google 即時資訊可以在適當的時機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資訊。

例如，在您展開一天生活之前提供本日天氣預報；出發工作前提供路

況資訊；甚至提供您最愛球隊的即時比數。

舉例來說，以下是一張會在您準備通勤回家時顯示的 Google 即時資

訊卡：

在您決定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後，就不需要再進行任何操作

了。您可視需求調整部分設定，但除此之外，Google 即時資訊並不需

要任何複雜的設定，您所需要的資訊隨時都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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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式

當您開始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將同時開啟位置回報和定位紀錄功

能：

• 「位置回報」功能可讓 Google 定期儲存和使用您裝置上與 
Google 帳戶關聯的最新位置資料，每個裝置的「位置回報」設定

是各自獨立的。

• 「定位紀錄」則可讓 Google 從您登入 Google 帳戶及啟用「位置

回報」功能的所有裝置，儲存您的位置資料紀錄。

Google 不會在未經您允許的情況下將這些資訊提供給其他使用者

或行銷人員。

您可以控制 Google 即時資訊使用您目前位置資訊的方式。如要查看

相關設定，請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定位 ]。如果您在特定裝置上

開啟定位服務，部分應用程式就可以使用定位服務為您提供相關資

訊，例如附近的餐廳或通勤路線的交通流量。

如果您先前已經啟用定位紀錄，Google 即時資訊會同時根據先前記

錄的位置資訊以及目前的位置資訊為您提供建議；關閉定位紀錄會

使系統暫停收集位置資訊，但不會刪除您的定位紀錄。

為了適時提供您正確資訊，Google 即時資訊會使用您在裝置和其他 
Google 產品中的內容相關資料，以及您允許 Google 即時資訊從第

三方產品存取的資料。

舉例來說，如果您的網頁紀錄中儲存了一些搜尋查詢內容，Google 
即時資訊就會根據賽事比數、航班狀態等資訊顯示卡片。如要管理

您的網頁紀錄，請造訪 google.com/history/。即使刪除或暫停使用

網頁紀錄，您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Google 即時資訊，但是特定類別的

資訊 ( 例如航班詳細資訊 ) 將不再顯示。

同樣地，Google 即時資訊也可使用儲存在第三方產品的資料，只要

您授予 Google 存取權即可。例如，裝置的同步日曆中可能含有來自

非 Google 日曆產品的項目。如果您的同步日曆有一個項目為牙醫預

http://google.com/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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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段，項目中包含牙醫的地址，則 Google 即時資訊可以確認路況

並提供建議的出發時間。

試試看

您可以在第一次設定手機或平板電腦時啟用 Google 即時資訊，也可

以隨時透過下列步驟開啟或關閉服務：

1. 輕觸主螢幕上的 Google 搜尋列。

2. 如果您尚未啟用 Google 即時資訊，請輕觸 [ 取得 Google 即時資

訊 ]。或者，如果您要存取下一個步驟的選單，請使用 Google 搜
尋任何字詞。

3. 開啟「選單」> [ 設定 ] ，從中開啟 ( 或關閉 ) 服務。

如要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請按照您的裝置適用的步驟進行：

• 任何 Nexus 裝置：從任何畫面的底部向上滑動。

• Nexus 5：除了從任何畫面的底部向上滑動，在主螢幕上滑動到最

左側也有同樣作用。

• 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輕觸並按住「主螢幕」按鈕。

如要查看更多卡片，請輕觸畫面底部的 [ 更多 ]。當您不再需要這些

卡片，只要將卡片滑開即可。

NEXUS 5 提示：使用 Nexus 5 時，從左向右滑動手指即可關

閉卡片，從右向左滑動手指則會返回主螢幕。

 
更新資訊會以 Google 即時資訊卡的形式顯示，當您不再需要某一張

卡片，只要將卡片滑開即可。

一切就是這麼簡單！Google 即時資訊會隨時為您提供服務，滿足您

一天生活所需。您可以視需要調整特定卡片的更新方式：

• 設定提醒：輕觸 「提醒」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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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您關心的球隊、股票、地點等：輕觸 「自訂」圖示。

• 回答特定卡片的問題：輕觸 「選單」圖示。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 Google 即時資訊說明。如需完整的可用卡片

清單，請造訪 google.com/now。

告訴 Google 您要做什麼

您可以對手機或平板電腦下達語音指令，藉此進行搜尋、規劃路線、

傳送郵件，以及執行其他一般作業。只要對著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

或任一主螢幕說「OK Google」，或是輕觸 「麥克風」圖示，即可

啟動「語音操作」或「語音搜尋」。

注意：對於  Nexus 5 以外的裝置，只有對著  Google 即時資訊畫面說出

「OK Google」才有作用，對主螢幕說話是無效的。這項功能目前僅提

供英文版。

重要事項：Google 每隔幾秒就會分析裝置的麥克風所收到的

聲音，以便在您說出「OK Google」啟動語音搜尋或語音操作

時立即偵測您的指令。分析完畢後，系統隨即會刪除聲音，不

會將其儲存在裝置上或傳送給 Google。

此外，您也可以說出或輸入「help」( 協助 )，查看可指示 Google 執行

的範例事項。

開啟或關閉啟動字詞偵測

藉由說出「OK Google」來啟動搜尋或執行動作的這項功能稱為「啟

動字詞偵測」。如要關閉或開啟這項功能，請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

或 Google 應用程式，依序輕觸「選單」圖示 > [ 設定 ] > [ 語音 ] > [ 啟
動字詞偵測 ]。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googlenow
http://google.com/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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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搜尋

系統目前只能以英文提供語音回答。

輕觸「麥克風」圖示或說出「OK Google」之後，Google 會聽取您的

語音指令，並執行您所說的搜尋查詢或操作。如果語音搜尋無法辨識

您的指令，則會列出一些建議指令，您只要輕觸所需指令即可。

如果以語音方式向 Google 提問，系統可能也會以語音回答問題。解

答範圍包括基本資訊、天氣概況、股價、航班狀態、體育賽事比數、貨

幣換算、數學計算等。使用「語音搜尋」時，語音答覆功能預設是開

啟的。

如需更多範例和詳細資訊，請參閱語音搜尋。

語音操作

語音操作僅支援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

您可以使用語音操作執行一般作業，例如傳送電子郵件或開啟應用

程式。

只需輕觸 「麥克風」圖示或說「OK Google」，即可下達您要執

行的語音操作指令。此外，您也可以說「help」(協助)，查看可指示 
Google 執行的範例事項。

範例如下：

• Set alarm for 8:30 a.m. ( 設定 8 點 30 分的鬧鐘 )
• Send email to Jay Chou.Subject: Coming tonight for 

basketball? Message: Hope to see you later. ( 將電子郵件傳送

給周杰倫。主旨：別忘了今晚一起打球。訊息：到時見啦。)
• Navigate to Taipei 101 ( 導航至台北 101)

如需您可使用的語音操作清單，請參閱語音操作指令。

http://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go/voicesearch
http://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go/voice_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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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與設定

無論有新的訊息、新的日曆活動、鬧鈴設定，或是進行中的活動發生

變化 ( 如影片下載進度 )，您都能透過通知功能立即掌握狀況。

收到通知時，圖示會出現在畫面頂端。未讀通知的圖示會出現在左側，

而 Wi-Fi 訊號、行動通訊業者訊號或電池用量等訊息的系統圖示則會

顯示在右側：

藍牙、Wi-Fi、行動網
路和電池狀態 

未讀通知

提示：螢幕頂端會以白色條狀顯示 Wi-Fi 和行動訊號強度。如

要查看所選 Wi-Fi 網路是否具備完整網路連線功能，請開啟

「快速設定」：在平板電腦上為從右上方往下滑動手指，在手

機上則是從上往下快速滑動兩指。

在「快速設定」中，如果 Wi-Fi 或行動訊號指標的線條是白色 
，表示正常網路連線的訊號強度，如果是  橘色，則表

示部分網路服務可能無法正常運作。舉例來說，有時剛開啟裝

置的時候，行動訊號條會暫時是橘色的，但是連線建立完成就

會變為白色。

此外，在「快速設定」中，Wi-Fi 或行動訊號指標的旁邊還會顯

示向上或向下的小箭頭。向上箭頭表示數據正在從裝置傳輸

至網際網路，向下箭頭則表示網際網路正在傳輸數據至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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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通知展開後會顯示更多資訊，例如電子郵件預覽或日曆活動。只

要最頂端的通知能夠展開，就會維持在展開狀態。如要展開通知，請

將手指放在通知上，然後慢慢往下滑動。

如要開啟相關應用程式，請輕觸左側的「通知」圖示。部分通知內也

提供圖示，只要輕觸這些圖示即可執行特定動作。例如，日曆通知可

讓您延後通知或傳送電子郵件給其他邀請對象。

當您看完一則通知，只要將該通知滑開即可。如要關閉所有通知，請

輕觸右上方的「關閉」圖示。

快速設定

您可使用快速設定輕鬆存取 Wi-Fi 設定、管理螢幕亮度、開啟 [ 設定 ] 
主選單及執行其他動作。如要開啟快速設定，請按照下列方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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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板電腦上：從任何畫面的右上角向下滑動手指。

• 在手機上：從畫面頂端以兩指向下滑動。

以下是 Nexus 4 和 Nexus 5 的快速設定畫面。

如果有訊號卻沒有網路連線，顯示 Wi-Fi 或行動訊號強度的長條會

變為橘色。

使用平板電腦時，您也可以在快速設定中設定自動旋轉功能，選擇是

否要鎖定螢幕的自動旋轉功能。

螢幕鎖定

如果設定了螢幕鎖定，當裝置進入休眠狀態，或是按下電源按鈕，螢

幕即會變暗並轉為鎖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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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鎖定設定調整解鎖難度：

1. 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安全性 ] > [ 螢幕鎖定 ] 。

2. 輕觸您要使用的鎖定類型。

螢幕鎖定操作

在鎖定畫面中：

• 如果您的平板電腦中設置了多位使用者，您可能要從畫面底部輕

觸自己的顯示圖片，才能查看個人鎖定畫面。

• 使用手機時，無論您選擇的螢幕鎖為何，都能輕鬆拍攝照片。從

畫面右側邊緣向左滑動，即可開啟相機功能。

• 如要從鎖定畫面開啟 Google 即時資訊，請從畫面底部向上滑動

手指，然後依照系統提示輸入 PIN、解鎖圖形或密碼。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自訂鎖定畫面。

人臉解鎖

人臉解鎖是其中一個螢幕鎖定選項。設定完成後，您只要看著裝置

上的鏡頭即可進行解鎖。雖然人臉解鎖的安全性不如圖形、PIN 和密

碼，但是使用起來很方便有趣。

提示：人臉解鎖功能設定完成後，您可前往 [設定 ] > [個人 ] > [安
全性 ] 然後透過其中的 [ 加強臉部辨識精準度 ] 和 [ 生動度檢

查 ] 的額外設定，讓人臉解鎖功能更加安全可靠。

Android Beam
只要將裝置靠在一起 ( 一般都是背靠背 )，即可將您畫面上的網頁、

影片或其他內容傳輸至其他裝置。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lock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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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請確認兩台裝置皆已解鎖，而且都支援「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功能，同時皆已開啟 NFC 和 Android Beam。如要檢查，請前

往 [ 設定 ] > [ 無線與網路 ] > [ 更多內容 ]。此外，請務必瞭解兩台裝

置背後的 NFC 區域位於何處 ( 通常位於中央 )。

1. 開啟您要分享的畫面，例如網頁、YouTube 影片或地圖中的地點

頁面。

2. 將裝置背面移向另一台裝置的背面。當兩台裝置建立連線時，您

會聽見音效，且螢幕上的圖片會變小，並顯示「輕觸即可傳輸」的

訊息。

3. 輕觸螢幕上任何位置。

另一台裝置會顯示傳輸過去的內容；如果另一台裝置尚未安裝必

要的應用程式，Google Play 會開啟相關應用程式的下載畫面，供

使用者下載該程式。

如要開啟 NFC，請前往 [ 設定 ] > [ 無線與網路 ] >  
[ 更多內容 ] > [NFC]。

如要開啟 Android Beam，請前往 [ 設定 ] > [ 無線與網

路 ] > [ 更多內容 ] > [Android Beam]。

感應付款

NFC 開啟時，只要將手機輕觸收銀機的讀取器，即可使用感應付款

功能支付購物款項。如要管理用於感應付款方式的應用程式，請按照

下列步驟進行：

1. 前往 [ 設定 } > [ 裝置 ] > [ 感應付款 ]。
2. 輕觸應用程式，將其設為預設的付款應用程式。

如果您的裝置沒有預設的應用程式 ( 例如 Google 電子錢包 )，您可

以瀏覽 Google Play，尋找其他的付款應用程式。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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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感應付款功能可管理 Google 電子錢包這類付款應

用程式。感應付款設定不適用於 Android Beam，且不涵蓋特

定應用程式，例如匯款應用程式。

列印

在搭載 Android 4.4 系統的裝置上，您可以使用與裝置位於同一  
Wi-Fi 網路的印表機來列印特定畫面內容 ( 例如 Chrome 顯示的 
網頁 )。

執行列印工作前，您必須先在裝置上安裝列印服務。如要查看目前可

用的服務，請前往 [ 設定 ] > [ 系統 ] > [ 列印 ]。

 
您可以在以上畫面切換各服務的開關狀態、查看有哪些可用的印表

機、新增印表機及調整服務設定。

如何列印文件 ( 例如 Chrome 顯示的網頁 )：

1. 依序輕觸「選單」圖示 > [ 列印 ]。
2. 在顯示的對話方塊中調整各項設定，例如印表機、列印份數、列印

方向等。

3. 輕觸 [ 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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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cast
Chromecast 是一款小型裝置，可以插入電視背面的連接埠，把手機

或平板電腦中的影片和音樂無線傳送到電視上。目前支援的應用程

式包括：

• YouTube
• Netflix
• Google Play 影視

• Google Play 音樂

• Hulu Plus 

請確認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與 Chromecast 使用同一 Wi-Fi 網路，

而且已選取 Chromecast 做為電視的來源輸入裝置。

如何將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內容顯示在電視上：

1. 使用上述任一應用程式開啟影片或音樂。

2. 輕觸 「投放」按鈕。

3. 照常播放內容，即可在電視上串流播放。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透過應用程式對電視投放內容。

儲存檔案 
Android 4.4 可讓您輕鬆在裝置中儲存及瀏覽相片、影片和其他檔案，

以及把這些內容附加到電子郵件、Hangouts 訊息等地方。您也可以

將儲存的圖片設為主螢幕桌布。

舉例來說，如要為撰寫中的電子郵件附加圖片，請依序選擇「選單」

圖示 > [ 附加圖片 ] 或 [ 附加影片 ]。

螢幕上隨即會顯示一組縮圖，而輕觸左上方的 「導覽匣」圖示即

可查看更多選項。系統會顯示類似下圖的畫面：

http://www.google.com/chromecast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cast/go/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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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這個畫面中查看下列資源：

• 最近使用過的項目：顯示最近拍攝或開啟的相片或影片。

• 雲端硬碟：顯示裝置所連結帳戶內的雲端硬碟文件，可供附加到

郵件中。

• 圖片：顯示裝置中所有的相片、影片或其他圖片。

• 下載項目：內含您從電子郵件或網路下載的大部分檔案 
(Google Play 的內容除外 )。

• 圖片庫：可供瀏覽帳戶中下載的所有圖片和影片。

您可以從 Gmail 或其他來源下載檔案，然後透過「下

載」應用程式查看、重新開啟或刪除以這種方式所下

載的項目 ( 不含來自 Google Play 的書籍、影片、雜誌

和其他媒體 )。

使用「下載」應用程式：

• 輕觸項目即可開啟。

• 輕觸先前下載之項目的標題，檢視這些項目。

• 選擇您要分享的項目，然後輕觸 「分享」圖示，並從清單中選
擇分享方式。

• 選擇您要刪除的項目，然後輕觸 「垃圾桶」圖示。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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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Play 會透過 Google 伺服器串流播放您所購買或租借的內

容，不會佔用任何永久儲存空間。您可以將下載的書籍、電影及其他

內容固定至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以供離線存取，不過 Google Play 
的內容不會顯示在「下載內容」中。

Android 裝置管理員

如果您不慎遺失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使用 Android 裝置管理員找出

裝置的大概位置、讓裝置發出鈴聲、鎖定裝置或清空裝置資料。

這些選項預設為開啟狀態。如要查看或變更設定，請開啟  
Google 設定應用程式，然後輕觸 Android 裝置管理員。

如果不慎遺失裝置，請參閱 Android 裝置管理員並依指示操作。

螢幕擷取畫面

如何為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拍攝螢幕擷取畫面：

1. 確認畫面上顯示的是您要擷取的圖片。

2. 同時按下電源按鈕和降低音量按鈕。

系統會將螢幕擷取畫面自動儲存至圖片庫中。

提示：如要透過 Gmail、Google+ 等服務輕鬆分享螢幕擷取畫

面，請向下滑動手指以開啟通知欄，然後輕觸預覽畫面下方的 
「分享」圖示。

http://support.google.com/accounts/go/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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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鍵盤

輸入及編輯文字

使用螢幕鍵盤輸入文字。Nexus 手機上的顯示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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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上的鍵盤也是以類似方式運作。如要關閉鍵盤，請輕觸下

方的 [ 返回 ] 按鈕。

有些應用程式會自動開啟鍵盤，其他應用程式則是在您輕觸要輸入

文字的位置後，才會開啟鍵盤。

基本編輯

• 移動插入點：輕觸您要輸入文字的位置。

游標會在新位置閃動，同時下方會顯示藍色標籤，拖曳該標籤即

可移動游標。

• 選取文字：在文字段落中輕觸並按住，或輕按兩下。

最靠近游標的單字將會以醒目的顏色標示，且選取範圍兩端都會

出現標籤。拖曳標籤即可變更選取範圍。

標籤在片刻後即會消失，如果要再次顯示標籤，只要再輕觸一下

文字即可。

• 刪除文字：輕觸  即可刪除選取的文字或游標前的字元。

• 輸入大寫字母：輕觸一下 Shift 鍵即可進行切換，輸入一個大寫字

母。

或者，在輸入時輕觸並按住  Shift 鍵。放開 Shift 鍵後，接下來

輸入的字母就會恢復為小寫。

• 開啟大寫鎖定模式：輕按兩下或輕觸並按住  Shift 鍵，即可將

其變更為 。再輕觸一次  Shift 鍵即可回復小寫狀態。

• 剪下、複製、貼上：選取您要處理的文字，然後輕觸 「剪下」圖

示或 「複製」圖示。如果剪貼簿中已有可貼上的內容，您也會

看到 「貼上」按鈕，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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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號

Android 4.4 大幅增加了各式各樣的表情符號供您隨時使用。在手機

上輕觸並按住返回鍵即可顯示表情符號。在平板電腦上直接輕觸右

下角的表情符號圖示即可。

系統會顯示類似下方的面板。如要切換類別，請向左右滑動或輕觸上

排的符號圖示。如要輸入表情符號，請予以輕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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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一個字詞建議功能

1. 輕觸您要輸入文字的位置。

2. 開始輸入文字。如果鍵盤上方的清單中顯示所需字詞，只要輕觸

該字詞即可輸入。

3. 繼續輕觸字詞。如果沒有您需要的字詞，請直接輸入。

Android 裝置會在您輸入的同時繼續提供建議字詞。

如要變更鍵盤和輸入法，請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語言與輸入設定 ]。

如要開啟或關閉下一個字詞建議功能，請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語言與輸入設定 ] > [ 鍵盤與輸入

法 ] > [Android 鍵盤 ]。輕觸「設定」圖示，然後勾選或

取消勾選 [ 下一個字詞建議 ] 旁邊的核取方塊。

滑行輸入

在英文介面執行滑行輸入的效果最佳。其他語言的輸入品質可能各有

差異，且部分語言無法使用這項功能輸入。

如何使用滑行輸入功能輸入字詞：

1. 輕觸您要輸入文字的位置，鍵盤會隨即開啟。

2. 根據您要輸入的字詞，慢慢將手指滑動至對應的字母上。

3. 當所需字詞出現在浮動預覽畫面上或建議文字列中間，請放開手

指。如要選取建議文字列中的其他字詞，請輕觸該字詞。

使用滑行輸入功能時，如果選項中未顯示所需的字詞，您可選擇手動

輸入該字詞。使用滑行輸入字詞後，如果您想要進行變更，只要輕觸

該字詞，系統即會顯示其他建議字詞供您選擇。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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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您有想要強調的字母，例如當鍵盤顯示與所需字詞

相近的字詞時，您可以將手指稍微停留在該字母上，再移至下

一個字母。

滑行輸入功能不需使用空白鍵

使用「滑行輸入」功能時，您完全不必用到空白鍵，只要持續將手指

滑動至想要輸入的字母上，接著放開手指即可開始輸入下一個字詞。

如要變更滑行輸入設定，請前往 [ 設定 } > [ 語言與輸

入設定 ] > [ 鍵盤與輸入法 ] > [Android 鍵盤 ]，然後輕

觸 [ 設定 ]，接著在 [ 滑行輸入 ] 下方找出要變更的設

定。

鍵盤字典

如要管理鍵盤字典，請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語言與輸入設定 ]。

個人字典

您可以將自訂字詞加入個人字典，讓裝置記錄下來。如要新增字詞或

詞組 ( 包含選擇性快速鍵 )，請輕觸所用鍵盤下方的「設定」圖示，再

依序輕觸 [ 個人字典 ] 和要修改的字典語言，然後輕觸「新增」圖示。

外掛字典

1. 在 [Google 鍵盤 ]  或您使用的鍵盤旁邊，輕觸「設定」圖示。

2. 輕觸 [ 外掛字典 ]。
系統會顯示您可下載至裝置的其他語言字典。

3. 輕觸所需的字典，再輕觸 [ 安裝 ]。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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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語音輸入文字

大部分的情況下，只要是可以使用螢幕鍵盤輸入文字的地方，您都可

以透過語音來輸入文字。

1. 輕觸文字欄位，或是您已在文字欄位所輸入文字中的某個位置。

2. 輕觸螢幕鍵盤上的  麥克風鍵。

3. 畫面顯示麥克風圖片時，即可說出要輸入的文字。

如果要輸入標點符號，請說出「comma」( 逗號 )、「period」( 句號 )、
「question mark」( 問號 )、「exclamation mark」或「exclamation 
point」( 驚嘆號 ) 等 ( 目前只能透過英文說出標點符號 )。

當您暫停說話時，語音辨識服務就會擷取您所說的內容，然後輸入到

文字欄位中並加上底線。您可以輕觸刪除鍵來清除這些加上底線的

文字。如果您開始透過鍵盤或語音輸入其他文字，底線就會消失。

為了提升語音輸入處理作業的品質，Google 會不時錄下幾秒鐘的周

圍背景雜音，並儲存在暫存記憶體中。這些錄音只會暫時儲存在裝置

上，並不會傳送給 Google。

如要變更語音設定，請前往 [ 設定 ] > [ 個人 ] > [ 語言

與輸入設定 ]。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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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用應用程式

所有應用程式

在任一主螢幕上輕觸「我的最愛」匣中的「所有應用程

式」圖示，即可查看您所有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所有應用程式，包括從 Google Play 
下載的內容。應用程式圖示可以移到任何一個主螢幕

上。

您可在「所有應用程式」中進行下列操作：

• 切換螢幕：向左或向右滑動。

• 開啟應用程式：輕觸其圖示。

• 將應用程式圖示放置在主螢幕：輕觸並按住應用程式圖示，將手

指滑動到要放置圖示的位置，最後放開手指即可將圖示放置在定

位。

• 瀏覽小工具：輕觸「所有應用程式」任一畫面頂端的 [小工具 ] 標籤。

• 取得更多應用程式：在應用程式圖示清單中輕觸「Play 商店」圖示，

或輕觸右上角的「購買」圖示。

如要將應用程式圖示從主螢幕中移除 ( 而非從裝置中永久移除 )，請

輕觸並按住該圖示，然後往螢幕頂端滑動手指，將應用程式放到 
「移除」圖示上。

所有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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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在「所有應用程式」畫面中查看特定應用程式的資訊，請輕觸並

按住該圖示，然後往螢幕頂端滑動手指，將應用程式放到 「應用

程式資訊」圖示上。

提示：部分應用程式可能對您或您的裝置有害。不過，您並不

需要為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置購買防毒軟體，

因為 Google 可以驗證應用程式，避免您安裝有害的應用程

式。

如要控制應用程式驗證功能，請前往 [Google 設定 ] > [ 驗證

應用程式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防範有害的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集合了所有您喜愛的電影、電視節目、書

籍、音樂、雜誌、應用程式等等，讓您可以透過任何裝

置使用。如要開啟 Google Play 商店應用程式，請輕觸

「Play 商店」圖示。

如果您之前曾在 Google Play 購物，只要確實已登入之前購物時所

使用的帳戶，系統即會將購買內容自動下載到 Android 裝置上供您

使用。查看方法如下：

1. 開啟 Play 商店應用程式。

2. 輕觸左上角的 「導覽匣」圖示。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目前登入的帳戶或切換至其他帳戶，也可以查看

您所購買的應用程式或願望清單等等。

如要調整偏好設定，請清除搜尋紀錄，然後開啟使用者控制項，依序

輕觸「選單」圖示和 [ 設定 ]。例如，如要依心智成熟度過濾 Android 
應用程式，或在完成任何購買動作前要求使用者輸入 PIN，請輕觸  
[ 內容篩選 ] 或 [ 密碼 ]。

Play 商店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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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找出您的內容，請在 「所有應用程式」畫面開啟任一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支援

如需更多關於 Google Play 的詳細資訊 ( 包括電話和電子郵件支援

選項 )，請造訪 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電話

使用 Nexus 裝置或內建 Google Play 的手機時，您可

以透過電話應用程式、聯絡人應用程式，或是其他顯示

聯絡人資訊的應用程式或小工具來撥打電話。另外，在

任何應用程式中看到電話號碼時，通常也都可以輕觸

該號碼直接撥出電話。

如何撥電話給聯絡人：

1. 輕觸主螢幕或「所有應用程式」畫面上的「電話」圖示。

2. 如要選擇撥打電話的對象，請捲動畫面或使用搜尋功能。

若是小鍵盤擋住畫面，請輕觸「返回」按鈕予以縮小。

3. 如要撥打電話，請輕觸聯絡人的姓名。

如要查看近期通話，請輕觸畫面底部的  通話紀錄圖示。如要使

用小鍵盤，請輕觸  小鍵盤圖示。

電話

http://support.google.com/google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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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僅限 Nexus 4 和 Nexus 5) Google 來電顯示可識別撥

入和撥出的號碼，即使來電者並非聯絡人應用程式儲存的聯絡

人，也能夠加以識別。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使用您的手機。

Gmail

Gmail 應用程式可讓您透過任何行動裝置讀取及撰寫

電子郵件。如要開啟 Gmail，請輕觸主螢幕或「所有應

用程式」畫面中的「Gmail」圖示。

Gmail 所提供的並不只是電子郵件服務而已，您還可以透過 Gmail 
帳戶登入所有 Google 應用程式和服務，其中包括：

• Google 即時資訊：適時為您提供正確資訊

• 日曆

• 使用者：掌握聯絡人的最新動態

• Google 雲端硬碟：處理文件

閱讀郵件時：

• 您可對郵件進行封存、刪除、加標籤等動作，只要根據您的需要輕

觸畫面頂端的各個圖示和選單即可。

• 左右滑動即可閱讀前一個或下一個會話群組。

整理會話群組：在收件匣中，輕觸並按住會話群組即可選取，然後使

用畫面頂端的各個圖示和選單來管理已選取的郵件。

如要變更設定、新增帳戶或取得說明，請輕觸「選單」圖示或按鈕。

不論在 Gmail 的任何畫面中，您只要輕觸畫面頂端的 「Gmail」
圖示即可返回收件匣。

Gmail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g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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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件匣中輕觸同一圖示，則可開啟導覽匣，顯示可用的帳戶、標籤

等等。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Gmail 說明。

提示：如果您使用的是 Microsoft Exchange，則必須設定  
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 位於 「所有應用程式」)。

相機

相機應用程式可用於拍攝一般相片、全景相片和影片，

以及令人身歷其境的 360 度Photo Sphere 全景相片，

就連您頭上和腳下的景物也盡收其中。

如何開啟相機：

• 在鎖定畫面上從右向左滑動手指。

• 輕觸主螢幕上的「相機」圖示。

首次開啟相機時，系統會詢問您是否要記錄拍攝地點。例如，您可以

在 Google 地圖上標出特定相片的拍攝地點。

快門和其他控制項會浮動顯示在畫面底部的加框圖片上方。

相機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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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上出現相機圖示即表示已進入「相機」模式。如要在這個模式中

拍攝相片，請按照下列步驟進行：

1. 對準您的拍攝主體，然後注意對焦環：

如要對焦至影像的其他部分，請輕觸該位置。

2. 對焦環中的括號變色時，請輕觸快門。

3. 如要查看剛才拍攝的圖片，請在螢幕上由右向左滑動手指。

繼續滑動即可查看圖片庫中的其他圖片。

如要變更為其他模式，請輕觸「模式」圖示：

影片

輕觸紅色快門按鈕即可錄影，再次輕觸即可停止錄影。

全景

拍攝全景相片的方法是輕觸藍色快門按鈕，緩緩平移裝

置。再次輕觸按鈕即可停止拍攝。

Photo Sphere 全景相片 
拍攝 360 度或廣角相片的方法是水平移動或傾斜翻轉裝

置，直到畫面中心的圓圈移到白點上，將該部分的影像記

錄下來為止。請持續往白點移動，完成後輕觸快門按鈕即

可結束拍攝。

如要變更相機設定 ( 例如閃光燈、曝光等 )，請輕觸快門右邊的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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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 5 提示：Nexus 5 的 HDR+ 模式會自動進行快速連拍，

然後將一系列的相片結合成單一相片，讓影像呈現最佳效果。

日間拍攝的相片色彩更豐富，陰影更突出；夜間拍攝的相片則

較為清晰，雜訊較少。

如要開啟 HDR+ 模式，請輕觸快門右邊的圓圈，然後輕觸 
[HDR+]。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相機和圖片庫說明。

圖片庫

在圖片庫應用程式中，您可以輕鬆瀏覽相機所拍攝的

相片和影片。此外，這裡也會顯示您的螢幕擷取畫面、

與 Google+ 或 Picasa 相簿同步處理的影像，以及其

他裝置自動備份的內容。

如何開啟圖片庫：

• 在相機應用程式中：從右向左滑動手指。

• 在主螢幕中：輕觸「圖片庫」圖示。

如要前往圖片庫應用程式最上層，請輕觸左上角的圖示，從開啟的下

拉式選單中查看可用的類別。

圖片庫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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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依照類別瀏覽圖片，執行裁剪、編輯及標記的操作，也可以建

立投影播放、將圖片或影片設為可離線使用，或是與好友分享。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相機和圖片庫說明。

相片

您可以將任何 Google 帳戶與手機或平板電腦連結，

然後透過相片應用程式即時存取該帳戶中的所有相片

和影片。如要開啟相片應用程式，請輕觸「相片」圖示。

拍攝相片或影片後，相片應用程式會為您自動備份，方便您整理及與

好友分享。您也可以瀏覽、搜尋、裁剪、編輯及標記相片，還能建立相

簿和影片。

相片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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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瀏覽您的相片和影片，請輕觸螢幕頂端的「相片」圖示。

在相片導覽匣中，您可以進行下列操作：

• 切換相片和 Google+ 應用程式。

• 整理及編輯您的相片和影片。

• 建立及瀏覽相簿。

• 探索特效製造機的妙用，包含製作動畫、全景相片以及自動拼貼

多張相片。

• 瀏覽您的相片。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相片說明。

聯絡人

聯絡人應用程式可讓您快速取得所需的聯絡人資訊。

如要開啟聯絡人應用程式，請輕觸主螢幕或「所有應

用程式」畫面中的「聯絡人」圖示。

聯絡人

http://support.google.com/plus/go/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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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初次開啟裝置並登入 Google 帳戶時，系統會將帳戶現有的所有

聯絡人與您的聯絡人應用程式進行同步處理。在此之後，您所有的聯

絡人資訊都會自動在您的各種裝置或網路瀏覽器上自動保持同步。

如果您使用 Exchange，也可以將這些聯絡資訊與聯絡人應用程式

進行同步處理。

聯絡人應用程式中的資訊可供 Gmail、Google Talk 及其他應用程式

使用。當您新增其他來源的聯絡人時，系統也會自動將這些資訊與您

有需求的任何程式同步處理。

開啟聯絡人應用程式後，您可以進行下列操作：

• 查看所有聯絡人、最愛的聯絡人或群組：只要從畫面頂端選擇即可。

• 閱讀詳細資料：輕觸姓名或名稱可查看聯絡人或群組的詳細資料。

• 查看最近活動：查看聯絡人時，向右滑動即可查看其最新動態。

• 編輯詳細資料：查看聯絡人時，只要輕觸畫面頂端的圖示或 「選

單」圖示，即可編輯或分享聯絡人詳細資料以及刪除聯絡人等。您

也可以輕觸聯絡人姓名旁邊的星號，將聯絡人加到「我的最愛」

清單。

• 變更設定：查看主清單畫面時，輕觸「選單」圖示可匯入或匯出聯

絡人、選擇 [ 群組 ] 和 [ 全部 ] 標籤的顯示選項，以及新增或編輯

帳戶。

在聯絡人應用程式的所有畫面中，只要輕觸畫面頂端的 「聯絡

人」圖示即可隨時返回主清單。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說明。

Hangouts 和簡訊

您可以使用 Hangouts 應用程式收發即時訊息及進行

視訊通話，也可以收發簡訊。如要開啟 Hangouts 應
用程式，請輕觸主螢幕或「所有應用程式」畫面中的

「Hangouts」圖示。Hangout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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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發起 Hangouts 或撰寫簡訊，請輕觸 Hangouts 主畫面頂端的 
「新增」圖示，然後輸入姓名、電子郵件地址或手機號碼。系統會

將您所輸入的姓名和號碼與您的聯絡人比對，顯示相符的聯絡人。

根據您要發起的 Hangouts 類型執行適當步驟：

• 簡訊：輕觸電話號碼。

• 文字即時通訊：輕觸姓名。

• 視訊通話：輕觸姓名，再輕觸畫面頂端的「影片」圖示。

如要切換成其他類型的訊息，或是將簡訊傳送至其他電話號碼，請輕

觸畫面頂端的下拉式選單。

如要調整通知偏好設定和其他設定，請依序輕觸「選單」> [ 設定 ]。

如需瞭解詳情，請參閱 Hangouts 說明。

日曆

日曆應用程式可用於查看及編輯行程表。如要開啟日

曆應用程式，請輕觸主螢幕或「所有應用程式」畫面中

的「日曆」圖示。

您可以在第一次設定 Android 裝置時，同時設定使用 Google 帳戶 
( 例如 Gmail)。這樣一來，當您第一次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開啟日曆，

系統就會顯示該 Google 帳戶在網路上所有現有的日曆活動。

當您編輯活動時，系統會自動將這些變更與您有需求的任何程式同

步處理。

如要變更日曆檢視模式，請在畫面頂端選擇 [ 天 ]、[ 週 ]、[ 月 ] 或  
[ 待辦事項 ]。

日曆

https://support.google.com/hang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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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檢視模式中，您都可以進行下列操作：

• 查看或編輯活動詳細資料：輕觸活動即可查看詳細資料。

• 管理活動和日曆：輕觸畫面頂端的圖示或選單，即可搜尋或建立

活動、返回今天或調整設定。

您可透過下列兩種方法，傳送電子郵件給所有受邀參加活動的人：

• 您可以隨時在日曆應用程式中開啟活動，然後輕觸 [ 傳送電子郵

件給邀請對象 ]。
• 收到會議即將開始的活動通知後，向下滑動通知欄，視需要以手

指展開活動通知，然後輕觸 [ 傳送電子郵件給邀請對象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日曆說明。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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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定

大部分應用程式都有獨立的設定，通常只要在 Nexus 裝置上依序輕

觸「選單」圖示和 [ 設定 ]  即可存取，部分內建 Google Play 的裝

置則是使用選單按鈕來存取設定。

如要調整常用的系統設定 ( 例如 Wi-Fi 或亮度 )，最便捷的做法是使

用快速設定。以下是 Nexus 手機提供的快速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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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開啟快速設定，請按照下列方式操作：

• 在平板電腦上：從任何畫面的右上角向下滑動手指。

• 在手機上：從畫面頂端以兩指向下滑動。

如要從快速設定開啟「設定」應用程式，請輕觸「設定」圖示。

「設定」應用程式可控制網路、硬體、定位服務、安全

性、語言及帳戶等 Android 核心設定。

此外，您也可以從 「所有應用程式」開啟「設定」應用程式。如要
取得更多設定畫面的相關資訊，請從畫面選單中選擇 [ 說明 ]。

以下是您可以變更的主要幾種系統設定，按一下連結即可查看相關說

明文章。

• 無線與網路：Wi-Fi、藍牙、資料用量、Android Beam 和相關設定。

• 裝置：音效、電池、休眠和其他顯示設定。

• 個人：定位服務、語言、備份 / 重設選項。

• [個人 ] > [ 安全性 ]：密碼和憑證、應用程式驗證、螢幕鎖定及加密。

• 帳戶：同步處理和其他帳戶設定。

• 系統：日期、時間、協助工具和裝置資訊。

您也可以透過 Google 設定應用程式存取某些實用設定。

Google 設定可讓您在同一處調整常用 Google 應用程

式和服務的偏好設定，例如 Google+、定位服務、搜尋

以及 Android 裝置管理員。

如要開啟 Google 設定，請在 「所有應用程式」中輕觸其圖示。

設定

設定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network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device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personal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securitysettings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account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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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在這裡進行下列操作：

• 控制 Google 以外的應用程式如何根據您的興趣顯示 Google  
廣告。

• 查看可存取您 Google 帳戶資訊的全部應用程式，以及個別應用

程式擁有的存取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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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協助工具

如要使用協助工具選項，請開啟 [ 設定 ] > [ 系統 ] > [ 協助工具 ]。

如要查看設定這類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Nexus 協助工具。我們

為有視力障礙的使用者提供的選項包含：

• TalkBack 是一款由 Google 提供的內建螢幕閱讀器，可使用語

音回應功能描述事件 ( 例如通知 ) 和動作結果 ( 例如開啟應用程

式 )。
• 輕觸探索是一項與 TalkBack 搭配使用的系統功能，使用者只要

輕觸裝置螢幕，裝置就會朗讀指下輕觸的內容，讓視障者便於操

作。

• 協助工具設定可讓使用者修改裝置的顯示和音效選項，例如增加

字型大小、變更朗讀語速等設定。

如果您的視力不佳但不打算使用輕觸探索功能，請前往  
support.google.com/android 查看為視力不佳的使用者特別編排的

說明內容。只要開啟 Chrome，依序輕觸「選單」圖示 > [ 設定 ] >  
[ 協助工具 ]，然後拖曳滑桿調整字型大小，即可放大文字，讓您閱讀

及瀏覽內容更方便。

您也可嘗試使用放大手勢來縮放內容，以及暫時放大手指觸控的內

容。如要使用放大手勢，請前往 [ 設定 ] > [ 協助工具 ] > [ 放大手勢 ]。

http://support.google.com/nexus/?p=7_accessibility
http://http://support.google.com/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