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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TIME FAMILY WATCH

了解您的手錶 
喇叭

電源鍵

SOS 鍵

麥克風

SIM 卡插槽

將您手錶充電
首次使用前，請將您的手錶充滿電。

請如圖所示將充電線靠近手錶。然後將 USB 充電線插入用於一般電源插座的轉接頭，或 
USB 充電器 (5V / 1A)。 

1 2

注意：如果充電埠腐蝕或髒汙，則會嚴重影響充電。請定期清潔，確保充電埠乾淨無虞。

插入 SIM 卡
為了設定與使用您的手錶，須使用 nano-SIM ( 未隨附 )。

1. 使用內附的卡針打開 SIM 卡托盤。

2. 將 SIM 卡插入 SIM 卡插槽。

切角必須位於右下角 ( 請參閱插圖 )。

3. 如圖所示闔上 SIM 卡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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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的手錶開機
長按電源鍵 3 秒以將您的手錶開機。

00:03

語言
系統將在您的手錶首次開機時要求您選擇系統語言。選擇您要的語言，然後前往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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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PIN 碼
如果您的 SIM 卡以 PIN 碼鎖定，系統將要求您輸入 PIN 碼。按下綠色確認按鈕，以確認您
輸入的項目。 

輸入 PIN 碼

4 - 8 位數

QR 碼
您的手錶現在將在顯示幕上顯示 QR 碼。您需要使用此 QR 碼，才能連線到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如果未顯示 QR 碼，請開啟計步器應用程式。QR 碼將再次顯示。

以下數頁將說明此步驟。

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上下載並安裝應用程式
若要下載應用程式，您可以：

• 在 Google Play 商店 (Android 6.0 及以上版本 ) 或 App Store (iOS 10.0 及以上版本 ) 
中搜尋「TCL Connect」。

• 掃描以下掃描 QR 碼。

• 例如，應用程式可用於查看地圖上的手錶位置，或設定緊急聯絡人。

• 當您是應用程式 ( 不是手錶 ) 的主要使用者時，請將應用程式載入您自己的智慧型手
機。如果家屬 ( 如兒子、女兒 ) 是應用程式的主要使用者，則該名家屬應下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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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帳戶
1. 輕觸建立帳戶，以建立您的 TCL Connect 帳戶。

2. 為您的帳戶輸入名稱、電子郵件地址，並設定密碼。(1) 確認您的輸入項目。驗證碼將傳送
至指定的電子郵件地址。例如，如果您不是應用程式的主要使用者，而是家屬 ( 如兒子、
女兒 )，則應在此輸入家屬的電子郵件地址。 

3. 請輸入傳送至您的電子郵件地址。此電子郵件地址將用於協助您在忘記密碼時重設密碼。

4. 輕觸完成。

登入您的帳戶
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與密碼，以便登入。

配對
在將您的手錶與手機配對前，請確定 SIM 卡已正確插入手錶，並能夠連線到網際網路。連
線到網際網路後，網路連線圖示將會在手錶首頁的左上方出現。

4G 網路

3G 網路

數據漫遊網路

無數據連線；可進行通話

無網路，無法進行通話

(1) 閱讀「使用條款」與「隱私權與安全性」，然後勾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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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觸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首頁上的新增手錶 。

2. 手錶與手機的配對方式共有兩種：

• 掃描 QR 碼，以便配對您的手錶

QR 碼將在您輸入 PIN 碼後出現 ( 請參閱第 7 頁 )。

如果未顯示 QR 碼，請開啟計步器應用程式。QR 碼將再次顯示。 



6

• 輸入 IMEI 號碼，以便配對您的手錶

IMEI 號碼印刷於裝置包裝的標籤上。

向右滑動至可以看到更多選項為止，請前往更多 > 設定 > 關於手錶，以取得 IMEI 號碼。
輸入您手錶的 IMEI 號碼，然後輕觸完成，以將您的手錶與手機配對。 

3. 請依照最初指示，輸入應用程式使用者的使用者資料，例如其手機號碼或身分。請在每一
步後按下下一步。 

然後輸入手錶使用者的詳細資訊，例如其姓名、生日及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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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已成功與手機配對後，將會進入應用程式主要畫面。手錶位置將在地圖上此處顯示。

新增聯絡人 
您可以手動新增聯絡人，或透過管理員的應用程式掃描 QR 碼。

1. 輕觸首頁畫面上的更多。 2. 輕觸手錶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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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觸此頁面右上方的 +。 4. 輕觸新增手機聯絡人。 

5. 輸入名稱 / 關係及手機號碼。您也可以上傳相片 ( 選用 )。 

6. 輕觸完成。 

聯絡人將在手錶的聯絡人清單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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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觸首頁畫面上的更多。 2. 輕觸手錶聯絡人。

透過 QR 碼新增聯絡人

3. 選擇分享 QR 碼。 

4. 現在將會顯示 QR 碼。如果要邀請的聯絡人就在附近，他們可以使用 TCL Connect 應用
程式掃描 QR 碼。若要邀請的聯絡人不在附近，請輕觸  傳送 QR 碼。

5. 在新聯絡人的手機上下載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上下載並
安裝應用程式」章節。 

6. 輸入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並登入，輕觸開始頁面上的新增手錶 +。 

7. 新聯絡人現在可以輸入其聯絡人詳細資訊 ( 電話號碼、身分 )。 

聯絡人之後可以在手錶的聯絡人清單中顯示。例如，新聯絡人現在可以在地圖顯示中檢視手
錶使用者的位置及心率。這適用於透過掃描 QR 碼所新增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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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緊急聯絡人
1. 輕觸首頁畫面上的更多。

2. 前往手錶聯絡人 > 緊急聯絡人。清單中的前 3 位聯絡人為標準緊急聯絡人。您可以勾選
聯絡人方塊，進行變更。 

3. 輕觸緊急聯絡號碼，以設定緊急聯絡號碼。

4. 輕觸儲存。

SOS 功能 
按住 SOS 鍵 3 秒，即可進行 SOS 通話。

傳送 SOS 時，每位家庭成員都會收到應用程式通知與簡訊，通知他們已發出 SOS 警報。這
些訊息將包含手錶位置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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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手錶

畫面
按下電源鍵，即可喚醒首頁畫面。

週一，03/12/2020

選擇並離開應用程式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檢視手錶上的各種應用程式。點選一個應用程式，以選擇該應用
程式。若要離開，請向右滑動。 

天氣顯示與通知 
若要取得天氣檢視，請在首頁畫面上向下滑動。天氣即在此檢視中顯示。您也可以選擇調整
畫面亮度與音量，並啟用飛航模式或關閉裝置。

從首頁畫面向上滑動，即可前往通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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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從首頁畫面向上滑動，即可檢視通知。向下滑動即可返回。

向左滑動並輕觸 ， 即可在檢視後關閉通知。
向上滑到底並輕觸刪除 ，即可刪除所有通知。

聊天訊息 服藥提醒

鬧鐘 久坐提醒

全新的運動「稱讚」功能 群組邀請

活動提醒 未接來電

語音提醒 行動綁定

聊天訊息：收到聊天訊息時，通知將會出現。

鬧鐘：鬧鐘響起時將會出現通知。

全新的運動「稱讚」功能：好友「稱讚」您的運動步數時，通知將會出現。

活動提醒：通知將會出現，提醒您即將發生的活動。

語音提醒：通知將會出現，以播放錄音的方式提醒您。

服藥提醒：通知將會出現，提醒您服藥。

久坐提醒：通知將會出現，提醒您運動。

群組邀請：收到群組聊天邀請時，通知將會出現。

未接來電：未接來電時，通知將會出現。輕觸通知即可回撥。

行動綁定：您的手錶已成功與智慧型手機配對時，通知將會出現。

請注意，僅有該日的通知會在清單中出現，所有通知會在每日午夜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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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
您會在畫面上看到今日的天氣與溫度、輕觸即可查看明天的資訊，然後再次輕觸即可返回今
日的天氣。

 飛航模式

1.  輕觸即可開啟飛航模式。

2.  再次輕觸即可關閉飛航模式。

注意：啟用飛航模式時，不可進行電話或 SOS 通話。
也不會傳輸位置資料。

 亮度

1. 輕觸  即可查看亮度控制。

2. 向左 / 向右滑動，即可調整亮度。

 音量
1. 輕觸  即可查看一系列的音量控制項。
2. 向左 / 向右滑動，即可調整音量。將滑桿向左滑

到底時，手錶將會靜音且僅會震動。 

鈴聲與通知。

鬧鐘音量。

通話中音量與通話警示音量。

 關機
輕觸即可關閉手錶電源。

週六 09/12

4º
陰天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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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以下各章說明您手錶的應用程式。

請注意，您的裝置可讓您隱藏與顯示應用程式，因此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調整主選單。

若要隱藏或顯示應用程式，請從主畫面向左滑動，直到看到設定。輕觸設定即可開啟，然後
選擇應用程式。

裝置將會顯示應用程式清單，旁邊會出現滑桿。滑桿在右側位置時，對應的應用程式便會啟
用並顯示。如果滑桿在左側位置，應用程式便會停用，也不會顯示。

請注意，您的智慧型手機上的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不會顯示停用應用程式的資料。只要
聊天應用程式停用，就無法交換聊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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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以下各章說明您手錶的應用程式。

請注意，您的裝置可讓您隱藏與顯示應用程式，因此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調整主選單。

若要隱藏或顯示應用程式，請從主畫面向左滑動，直到看到設定。輕觸設定即可開啟，然後
選擇應用程式。

裝置將會顯示應用程式清單，旁邊會出現滑桿。滑桿在右側位置時，對應的應用程式便會啟
用並顯示。如果滑桿在左側位置，應用程式便會停用，也不會顯示。

請注意，您的智慧型手機上的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不會顯示停用應用程式的資料。只要
聊天應用程式停用，就無法交換聊天訊息。

 通話

撥打電話
1. 從首頁畫面向右滑動，然後輕觸撥號。

2. 白名單關閉：點選號碼，然後輕觸  進行撥號。 

白名單開啟：輕觸聯絡人清單上的聯絡人，以撥打電話。 

通話紀錄
向右滑動即可進入通話紀錄。輕觸一個名稱即可回撥。 

 聯絡人

從首頁畫面向左 / 向右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聯絡人 > 手錶 即可檢視儲存在您手
錶中的聯絡人清單。您可以輕觸白名單開關來開啟 / 關閉。白名單功能開啟時，手錶將阻止
不熟悉的號碼撥入。預設為關閉。 

新增好友
輕觸聯絡人 > 手錶 > + 好友。讓兩只手錶靠近、搖一搖，然後輕觸確定。

刪除好友

在聯絡人清單中，在好友名稱上向左滑動。輕觸在畫面上出現的刪除圖示 。輕觸  
確認刪除，或輕觸   取消刪除。

通話
1.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然後輕觸聯絡人。 

2. 輕觸聯絡人再選擇 ，以撥打電話。
輕觸  即可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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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

傳送訊息

語音訊息

輕觸聊天，即可選擇聯絡人或群組。按住  即可錄音，或放開即可傳送訊息。

表情符號

輕觸聊天，即可選擇聯絡人或群組。輕觸  即可選擇並傳送表情符號。 

注意：如果無法傳送訊息，  將會在訊息旁出現。輕觸圖示，即可重新傳送訊息。

聆聽語音訊息
如果有沒通過的語音訊息，聯絡人圖示上將會出現紅點與沒聽過的語音訊息數 ( 最多 99)。

1. 輕觸該聯絡人。

2. 輕觸沒聽過的語音訊息，即可聆聽。

群組聊天

建立群組

在建立群組前新增好友清單。 

1. 從首頁畫面向右滑動兩下，然後輕觸聊天 > + 建立群組。 

2. 選擇群組圖片並邀請好友。 

3. 輕觸  建立群組，或輕觸   取消建立。

管理群組聊天

1. 從首頁畫面向右滑動兩下，然後輕觸聊天。 

2. 向左滑動，然後輕觸  即可編輯群組：
• 輕觸頂部的 ，即可邀請好友加入。

• 輕觸  即可從群組移除成員。(1)

• 輕觸靜音，即可讓群組通知變為靜音。

3. 輕觸儲存。

刪除群組

1. 從首頁畫面向右滑動兩下，然後輕觸聊天。 

(1) 移除群組好友不等同於刪除手錶好友。您仍可在聯絡人清單中看到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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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左滑動，然後輕觸  即可離開群組。
若您遭到建立者從群組移除，群組圖示將變為灰色。輕觸該圖示時，將會出現快顯提示，提
醒您已遭到移除。

家人聊天

家人聊天是由管理員在行動應用程式上建立。手錶使用者可以向左滑動，來檢視聊天成員並
讓家人聊天靜音。

 運動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運動，即可檢視包括步數、距離及消耗的卡
路里等運動統計數據。如果已在手錶內插入 SIM 卡，則可檢視您和好友之間的每日步數排名。
您可以輕觸  來「稱讚」好友的步數。如果有一位好友「稱讚」您的步數，您將會收到通知。
您也可向上滑動到此誒面最後，然後輕觸誰稱讚我，來檢視已「稱讚」您的好友。

 睡眠監測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睡眠監測即可檢視您的睡眠狀態，包括監測
時間、總睡眠時數，以及深度睡眠時數或淺眠時數。

監測時間：在此時段進入睡眠模式，您可以在應用程式上設定，預設值為晚上 21:00 到早上 
9:00。

深度：深度睡眠的長短。

淺眠：淺眠的長短。

歷史紀錄：橫條圖將顯示當週的睡眠時間，深度睡眠會以深色在橫條圖的下半部顯示，而淺
眠時間則會在橫條圖的上半部以灰色顯示。向右滑動即可檢視近 3 個月的資料。

 心率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心率即可測量數秒內的心率。請注意，您的
手錶必須正確觸及手腕，以確保數據準確。進行心率測量時，請勿移動身體。

如果連續五次的測量都不在標準範圍內，則會出現快顯方塊提示您。 

1、本產品並非醫療設備，有其局限性而導致在某些情形下的心率讀值不準確。這些情形包
括但不限於使用者的個人身體特質、活動類型、活動強度等因素。此心率資料僅供參考，不
得用於醫療用途，也不得用於診斷、處理、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

2、使用時請確認手錶緊貼於手腕不鬆動，但應避免佩戴太緊以免影響血液迴圈。

3、請將手錶於手腕外側，遠離腕骨的皮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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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此功能時請避免將手錶配戴於紋身或者疤痕上。

5、使用此功能時請確認綠光 (LED) 可以正常點亮。

6、使用此功能時請確認心率感測器的鏡片沒有破損或刮花。

 提醒
在此清單中查看今日的待辦事項。由監護人使用其智慧型手機建立的清單。

 鬧鐘 
設定新鬧鐘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鬧鐘 即可選擇此應用程式。

1. 輕觸 。
2. 輕觸時間，向上 / 向下滑動即可設定時間。

3. 輕觸儲存。

4. 輕觸重複、選擇絕不或週一至週日一天或更多，然後輕觸儲存。

5. 輕觸完成。

停用鬧鐘

停用：

啟用：

輕觸開關即可開啟 / 關閉鬧鐘。

刪除鬧鐘

在鬧鐘上向左滑動，輕觸  即可刪除。

 久坐提醒
1. 從首頁畫面向左滑動，即可選擇應用程式。輕觸久坐提醒，即可檢視此功能的設定。輕觸

更多 > 久坐提醒。

2. 啟用或停用久未活動的提醒。輕觸開關即可啟用或停用功能。預設設定為開啟。

3. 選擇時間範圍：選擇手錶要提醒起身活動的時間長度。您可以選擇：30 分鐘、1 小時、
90 分鐘或 2 小時。

注意：啟用睡眠監測功能時或在午餐時間 (13:00 到 15:00)，您將不會收到提醒。即使未開啟
睡眠監測功能，久坐提醒也不會在  21:00 與 9:00 之間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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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偵測
手錶透過整合式移動感應器偵測到跌倒時，便會在 60 秒內將警示傳送預先定義的聯絡人。
同時也會發出兩聲短響鈴與長震動，直到使用者取消為止。如果是假警報，使用者可以在 
60 秒內按下取消鍵，取消傳送此警示。成功傳送此警示後，手錶將回復到之前顯示的任何
畫面。

1、本產品並非專業醫療設備，有其局限性而導致在某些情形下的檢測警報不準確。這些情
形包括但不限於使用者的個人身體特質、活動類型、活動強度等因素。因此不應將此產品視
作專業的測量設備或者用於醫療用途，也不得用於診斷、處理、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

2、本手錶無法檢測所有不同類型的跌倒情況，不保證跌倒警報 100% 的準確性。

3、您的活動越活躍，越有可能由於更大的衝擊力導致誤觸發跌倒警報。

4、如果您摔倒而無法移動，可以通過本手錶手動啟動緊急呼叫並發送求救消息。

5、如果檢測到跌倒時您所處的位置位於導航衛星信號覆蓋較差的區域，手錶發送報警資訊
時將採用其他定位方式上報地理位置，此時的地理位置資訊可能存在較大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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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訊息

閱讀訊息

向上 / 向下滑動，然後輕觸您要閱讀的訊息。

刪除訊息

在您要刪除的訊息上向左滑動。輕觸在畫面上出現的刪除圖示 。輕觸  確認刪除，
或輕觸   取消刪除。

 應用程式
您可以在主選單啟用或停用某些應用程式的顯示。若要這樣做，請點選對應的滑桿。

 錶面 
有多個不同的錶面可供選擇。

1. 輕觸 。

2. 向左 / 向右滑動即可檢視不同的錶面。

3. 按一下一個錶面即可確認並返回設定頁面。

自動顯示
啟用此功能時，手錶便會自動在舉起並轉動手腕時自動啟用顯示。

您可以選擇在設定的睡眠時間自動停用此功能。

 漫遊連線

輕觸即可開啟 / 關閉漫遊數據連線。預設為開啟。

 顯示 

調整畫面亮度：

1. 輕觸設定 > 顯示 > 亮度。

2. 滑動滑桿，即可調整亮度。

設定螢幕顯示時間的長度：

1. 輕觸設定 > 顯示 > 畫面逾時。

2. 選擇時間：10 秒、30 秒或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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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效 

變更鈴聲：

1. 輕觸設定 > 聲音。

2. 輕觸通話鈴聲，即可變更通話鈴聲。

輕觸通知鈴聲，即可變更通知鈴聲。 

輕觸鬧鐘鈴聲，即可變更鬧鐘鈴聲。 

開啟震動：

輕觸更多 > 設定 > 音效，即可開啟震動的開關。您的手錶將會在通話、訊息、鬧鐘、提醒、
電力不足、開機、關機及通知時震動。預設為關閉。

調整音量：

1. 輕觸更多 > 設定 > 音效。

2. 向左 / 向右滑動，即可調整音量。將滑桿向左滑到底時，手錶將會靜音且僅會震動。 

鈴聲與通知。

鬧鐘音量。

通話中音量與通話警示音量。

 語言

您可以向上 / 向下滑動，然後選擇慣用語言，以設定手錶的語言。

 更新 

更新手錶的作業系統：

1. 輕觸更多 > 設定 > 更新。

2. 若有更新可用， 輕觸更新即可下載。輕觸確定即可確定是否使用數據網路下載更新。

3. 檔案已成功下載後，裝置將自動重新啟動，以完成更新。

如果手錶更新失敗，請檢查：

• 手錶是否連線到網路。

• 手錶電池電量是否超過 30%。

• 手錶是否有足夠的儲存空間。

注意：請勿在更新過程中關閉手錶電源，否則可能會損壞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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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手錶

您可以在此處檢視裝置資訊，包括韌體版本、硬體綁版、IMEI 及電信業者。

 關機

輕觸即可關閉手錶電源。

 重新啟動 

重新啟動您的手錶：

1. 輕觸設定 > 重新啟動。

2. 輕觸確定即可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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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Connect 應用程式

管理您的裝置
檢視關於所有連線裝置的資訊，包括手錶與追蹤器名稱及其電池電量。

個人基本資訊

檢視並變更個人基本資訊

1. 輕觸 ALL IN ONE 頁面左上方的 。

2. 選擇您的帳戶。

3. 編輯您的相片、名稱、性別、生日、區域及密碼。

4. 輕觸登出即可離開您的帳戶。

清除快取

顯示快取檔案大小，輕觸即可清除快取。

新增新手錶
您可使用自己的帳戶新增並管理多只手錶與追蹤器。

1. 輕觸 ALL IN ONE 頁面上的 。

2. 啟動以新增新的裝置。( 如需將手錶配對手機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本使用者手冊上的「配對」 第 4 頁。)

家庭成員管理
家庭成員可以使用管理員應用程式手動新增，或掃描 QR 碼新增。

手動新增家庭成員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在頂端向左 / 向右滑動，以選擇家庭手錶。

3. 輕觸手錶聯絡人。

4. 輕觸此頁面右上方的 。

5. 輕觸新增手機聯絡人。

6. 輸入名稱 / 關係及手機號碼。您也可以上傳相片 ( 選用 )。

7. 輕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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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QR 碼新增家庭成員。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在頂端向左 / 向右滑動，以選擇家庭手錶。

3. 輕觸分享 QR 碼。

4. QR 碼將在畫面上出現。如果受邀的家庭成員就在身旁，他們可以使用 TCL Connect 應
用程式直接掃描。若要受邀的家庭成員不在附近，請輕觸  傳送 QR 碼給他們。

首頁 

 返回 ALL IN ONE 頁面

未讀訊息

年長者的運動與睡眠監測

年長者的心率歷史紀錄

 手機的位置

 按住並移動手指即可放大 / 縮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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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長者的位置

在衛星檢視與街道檢視之間切換。

輕觸即可重新整理手機的位置

即時追蹤模式

歷史紀錄

輕觸即可切換單一或多個裝置的檢視 

輕觸即可重新整理手錶的位置

在第三方應用程式中導航

即時追蹤模式

請從 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le App Store 下載最新的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

啟用即時追蹤時，裝置便會持續監測與紀錄其位置。

啟用 / 停用即時追蹤模式

輕觸即時追蹤按鈕、選擇一段時間範圍，然後確認。將啟用即時追蹤，並開始倒數計時此段
時間範圍。

此段時間範圍結束後，將自動停用即時追蹤。

再次輕觸即時追蹤按鈕，也可手動停用此功能。

請注意，即時追蹤功能可能會消耗額外的電池電力。請在啟用前您的電池已充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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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

傳送語音訊息、表情符號、相片或文字

1. 輕觸聊天圖示。

2. 選擇是否要傳送訊息到年長者的手錶或家人聊天。

• 輕觸並按住畫面底部，以傳送語音訊息。語音訊息最長可達 60 秒。 

• 輕觸畫面右下方的 ，即可檢視表情符號，然後輕觸要傳送的表情符號。

• 輕觸畫面右下方的 ，即可檢視更多表情符號。您可以輕觸相機立即拍照，或從圖庫
選擇要傳送的一張相片。

• 輕觸畫面左下方的鍵盤圖示，即可輸入文字。

刪除訊息

1. 長按您要刪除的訊息。

2. 若要刪除選擇的訊息，請輕觸快顯選單中的刪除。若要刪除聊天中的所有訊息，請輕觸設
定 > 全部 > 。

備註：

• 沒聽過的訊息會以紅點錶是。

• 輕觸訊息即可聆聽。

建立聊天群組

1. 輕觸聊天圖示。

2. 輕觸畫面右上方的圖示。

3. 輕觸建立群組聊天。

4. 選擇群組聊天成員，然後輕觸完成。

5. 輸入名稱，然後輕觸完成。

通話
您可以在此處尋找裝置的所有成員。如果您未接到一通視訊通話，通話圖示上將會出現紅點。

語音通話

1. 輕觸通話圖示 。

2. 選擇好友，然後輕觸 。

3. 輕觸確定。

4. 輕觸  即可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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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分享 QR 碼
輕觸畫面即可與您的家人分享 QR 碼。他們之後可以掃描 QR 碼，來下載 TCL Connect 應
用程式。他們使用應用程式再次掃描 QR 碼時，就會將他們新增至管理員的聯絡人清單。 

安全區
您可以為年長者經常造訪的地點設定名為「安全區」的區域 ( 如您的住宅、老年活動中心等 )。
設定為成，每次年長者進出安全區時，您都會收到來自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 的通知。

設定地理柵欄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安全區。

4. 輕觸新增安全區 > 地理柵欄。

5. 輸入安全區的名稱，然後輸入地址。

6. 設定範圍。

7. 輕觸完成。

8. 輕觸開關即可啟用 / 停用地理柵欄。

手錶聯絡人
依聯絡人分組：家人、手機聯絡人及手錶好友。 

• 家人：第一個是智慧型手機管理員、第二個是目前的手錶聯絡人，其他則是與此手
錶配對的聯絡人。

• 手機聯絡人：用手機新增的聯絡人。 

• 手錶好友：用手錶新增的聯絡人。

您僅可在白名單開啟時，撥號給白名單中的聯絡人。

手動新增好友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在頂端向左 / 向右滑動，以選擇家庭手錶。

3. 輕觸手錶聯絡人。

4. 輕觸此頁面右上方的 。

5. 輸入名稱 / 關係及手機號碼。您也可以上傳相片 ( 選用 )。

6. 輕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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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QR 碼新增家庭成員。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在頂端向左 / 向右滑動，以選擇家庭手錶。

3. 輕觸分享 QR 碼。

4. QR 碼將在畫面上出現。如果受邀的家庭成員就在身旁，他們可以使用 TCL Connect 應
用程式直接掃描。若要受邀的家庭成員不在附近，請輕觸  傳送 QR 碼給他們。

編輯好友的詳細資訊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輕觸手錶聯絡人。

3. 選擇一位好友，然後輕觸右上方的編輯。

4. 編輯名稱、手機號碼及相片。輕觸刪除即可移除此聯絡人。

5. 輕觸儲存。

設定緊急聯絡人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在頂端向左 / 向右滑動，以選擇家庭手錶。

3. 輕觸手錶聯絡人 > 緊急聯絡人。清單中的前 3 位聯絡人為預設緊急聯絡人。您可以勾選
聯絡人上的方塊，變更聯絡人。 

4. 輕觸緊急聯絡號碼，以設定 SOS 號碼。

5. 輕觸儲存。

SOS

如果您的年長者撥打 SOS 電話，SOS 訊息將傳送給緊急聯絡人。此訊息包含一個連結。輕
觸該連結即可直接前往 SOS 畫面。您的年長者位置將會在地圖上顯示。

提醒
共有三種提醒，包括服藥提醒、語音提醒及活動提醒。

設定服藥提醒：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提醒。輕觸帶有綠點的日期，即可檢視提醒。

4. 輕觸新增 > 服藥提醒，即可建立新提醒。

5. 輕觸標題即可重新命名。

6. 設定要服藥的提醒時間。一天最多可以設定 5 次。

7. 設定服藥提醒應重複出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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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輕觸儲存。

9. 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設定語音提醒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提醒。輕觸帶有綠點的日期，即可檢視提醒。

4. 輕觸新增 > 語音提醒，即可建立新提醒。

5. 按住  即可錄製用於提醒的語音訊息。

6. 設定提醒時間。

7. 設定語音提醒應重複出現的時間。

8. 輕觸儲存。

9. 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設定活動提醒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提醒。輕觸帶有綠點的日期，即可檢視提醒。

4. 輕觸新增 > 活動提醒，即可建立新提醒。

5. 設定標題。

6. 設定活動的開始與結束時間。

7. 設定待辦清單應重複出現的時間。

8. 輕觸儲存。

9. 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時鐘

設定鬧鐘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時鐘。

4. 輕觸新增。

5. 設定鬧鐘時間。

6. 設定應重複播放鬧鐘的天數。

7. 輕觸儲存。

8. 輕觸開關即可開啟 / 關閉鬧鐘。

9. 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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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運動資訊：

您可以檢視手錶使用者在步行與慢跑時所走的步數、燃燒的卡路里及距離。運動統計數據可

以用天、週及月格式顯示。輕觸  以分享運動分數。輕觸  即可稱讚。

設定運動目標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運動資訊，即可檢視今日的運動成績，輕觸  /  即可檢視其他日子的成績。

4. 輕觸 。輸入年長者的身高與體重，然後設定步數目標。
5. 輕觸完成。

睡眠監測資訊：

設定睡眠監測模式：

1. 開啟睡眠監測模式。預設設定為關閉。

2. 設定睡眠監測模式的時間間隔。

3. 輕觸儲存。

檢視睡眠監測資料：

您可以在此處檢視以天 (D)、週 (W)、月 (M) 及年 (Y) 形式顯示的睡眠資料。資料包括您的
就寢時間、深度睡眠與淺眠長度，以及總睡眠長度。

定時開機 / 關機
您可以設定手錶定時自動開機 / 關機。 

手錶使用者可以在快顯選單選擇是否要持續開啟手錶，或關閉手錶電源。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定時開機 / 關機。

4. 設定開機時間與關機時間。

5. 選擇定時開機 / 關機時間的每週日期。

6. 輕觸儲存。

7. 輕觸開關即可啟用 / 停用定時開機 / 關機。

時區
在時區選單中，您可以設定時區、啟用 / 停用自動日期與時間，並設定 12 小時制 /24 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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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家人手錶所設定的語言將依照管理員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的語言預設。預設為英文。

韌體更新
您可以依照以下步驟更新手錶韌體或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版本：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輕觸韌體更新。

4. 輕觸下載。

注意：使用行動數據下載更新可能會產生大量數據費用。您的手錶將會在更新後自動重新啟
動。

取消配對手錶
請依照以下步驟取消配對手錶：

1. 輕觸應用程式主畫面上的設定。

2. 選擇一只家人手錶。

3. 向下捲動，然後輕觸取消配對。

4. 再次輕觸快顯對話方塊中的取消配對。

位置模式
自動模式：裝置會自動設定追蹤期間與位置技術。裝置移動速度越快，就會越常傳輸位置；
在戶外區域，裝置會使用 GPS，而在室內區域，裝置則會使用行動網路判斷其位置。

低功耗模式：僅在按一下位置圖示時傳輸位置。

常見問題
如果您對於手錶使用方式有疑問，輕觸即可閱讀常見問題。查看常見問題可能是解決問題的
最快方式。 

使用手冊
本手冊詳述如何使用手錶與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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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使用
在您使用裝置之前，我們建議您先仔細閱讀本章。製造商不承擔任何由於不當使用或違反此
處說明所導致的損壞責任。

交通安全
有鑑於研究顯示，在行車時使用裝置會帶來真正的風險，因此駕駛應在車輛行車時禁止使用
裝置。

開啟時，MOVETIME Family Watch 便會發出干擾車輛電子系統 ( 如 ABS 防鎖死煞車或氣囊 ) 
的電磁波。確保無問題發生：

 - 請勿將 MOVETIME Family Watch 放在儀表板上，或在氣囊觸發區域內。
 - 洽詢您的汽車經銷商或車商，以確保儀表板具備適當的射頻能源防護。

使用條件
建議您不時關閉 MOVETIME Family Watch，以維持最佳的效能。

登機前，請先關閉 MOVETIME Family Watch。

在醫療機構中請關閉 MOVETIME Family Watch（指定區域除外）。與目前經常使用的許多
其他類型的裝置一樣，行動裝置可能會干擾其他電氣或電子裝置，或干擾使用射頻的裝置。 

當您接近瓦斯或易燃液體時，請先關閉 MOVETIME Family Watch。請嚴格遵守燃油存放區、
加油站、化工廠或任何潛在爆炸性環境中張貼的所有標誌和說明。

開啟 MOVETIME Family Watch 時，應與任何醫療裝置（例如，起搏器、助聽器或胰島素泵
等）保持至少 15 公分的距離。 

請 注 意，MOVETIME Family Watch 是 一 體 成 型 裝 置， 無 法 拆 下 電 池。 請 勿 嘗 試 拆 解 
MOVETIME Family Watch。如果您拆解裝置，則保固將不適用。拆解裝置也可能會損壞電
池並導致漏液，造成過敏反應。

請務必小心操作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並將其放在乾淨、無灰塵的地方。

請勿讓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暴露在惡劣的天氣或環境條件下（潮濕、濕氣、雨淋、
液體滲透、灰塵、海水等）。製造商建議的工作溫度範圍是 -10° C 至 +45° C。 

溫度超過 55° C 時，裝置顯示的易讀性可能會損及，儘管這是暫時現象，並不嚴重。 

請勿自行開啟、拆卸或嘗試修理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請勿掉落、丟擲或彎曲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如果玻璃螢幕受損、裂開或破裂，請勿使用 MOVETIME Family Watch，以免受傷。 

請勿在您的裝置上繪圖。

請僅使用 TCL Communication Ltd. 及其附屬公司所推薦，且與您的裝置型號相容的配件。 

請注意任何警告。



33

請勿嘗試拆開或拆解 MOVETIME Family Watch。在不適當操作下，裝置與電池可能受損，
且對人體與環境造成危險。

請勿使用腐蝕性清潔產品清潔 MOVETIME Family Watch。

請勿將 MOVETIME Family Watch 放入洗碗機、洗衣機或乾衣機中。

請勿將 MOVETIME Family Watch 放在加熱裝置上方或裡面，例如微波盧、火爐或暖氣機。

請勿讓 MOVETIME Family Watch 承受極端溫度。建議的溫度範圍是 -10° C 至 55° C。

請勿讓 MOVETIME Family Watch 靠近火源。

請勿將 MOVETIME Family Watch 投入火中。如此可能導致裝置爆炸。

避免 USB 接頭椪到水，以免鏽蝕。

請勿重壓、掉落或刺穿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請使用合適的塑膠錶帶，請勿使用金屬錶帶。

本產品不是醫療裝置。本產品的設計與製造並非供診斷、治療或預防疾病之用。因此，本產
品的準確性無法與醫療或科學測量儀器相比。本產品僅會追蹤使用者活動並提供最佳的參考
資訊。 

醫療裝置

請洽詢醫師與裝置製造商，以判斷您的手錶是否干擾您的醫療裝置運作。

警告！窒息危險 - 小型零件。不適用於 3 歲以下幼兒。

雷管與爆破區

當身處於爆破區或張貼關閉「雙向無線電」或「電子裝置」公告的區域時，請將裝置關機，
以免干擾爆破作業。

IP ( 防塵防水 ) 等級

您的裝置已在受控制環境下測試，並經過認證可在特定情況下防塵防水 ( 符合如國際標準 
IEC 60529 - 機殼防護等級 [IP Code] 所述的 IP67 分類；測試條件：15 - 35 ° C、86 - 106 
kPa、1 公尺、30 分鐘 )。儘管屬於此分類，但您的裝置並非無法因滲水而損壞。

例如，您可能會在運動時、在雨中，以及在用清水洗手時穿戴與使用手錶 ( 流汗可以 )。但
不建議將裝置浸泡在水中，且裝置僅能防範潑濺的水。因此，不建議在游泳或淋浴時穿戴裝置。

使用裝置時，請注意： 

如果裝置碰到清水，請用乾淨的軟布徹底擦乾。若裝置椪到清水以外的任何液體，例如海水、
液態化學品、醋、酒精及液態清潔劑，請立即用清水沖洗裝置，然後用乾淨的軟布徹底擦乾。
若未依照指示用清水沖洗裝置並擦乾，則可能會導致操作或外觀問題。

充電前請擦乾裝置。 

請勿浸泡裝置。

請勿讓裝置碰到高壓水柱或高速沖水，例如水龍頭、海浪或瀑布下的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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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三溫暖或蒸汽浴室中穿戴您的裝置。

即便您的裝置防塵防水，您也應避免讓裝置暴露在多塵、多泥沙環境下，或極高溫或極低溫
的潮濕環境下。

您的保固未涵蓋因濫用或不當使用裝置的損壞或瑕疵 ( 包括在超過相關 IP 等級限制的環境
下使用 )。

兩位數 IP 等級中的第一位數包括抵擋固體 ( 如灰塵 ) 的防護等級。第二位數指出裝置的防水
方式，如下錶所述：

抵擋如灰塵等固體

0： 無特殊防護
1： 抵擋直徑 50 mm 以上的固體
2： 抵擋直徑 12mm 以上的固體
3： 抵擋直徑 2.5mm 以上的固體
4： 抵擋直徑 1mm 以上的固體
5： 抵擋灰塵；有限滲入 ( 無害聚積 )
6： 完全抵擋灰塵

防水

0： 無特殊防護
1： 抵擋滴水
2： 當裝置最大傾斜 15 度時抵擋滴水
3： 抵擋噴水
4： 抵擋潑水
5： 抵擋來自各方向的低壓水柱
6： 抵擋暫時沖水
7： 抵擋浸泡於最深水下 1 公尺 30 分鐘的影響

過敏原：

TCL Communication Ltd. 避免對我們的所有產品使用已知過敏原。在製造裝置或裝置元件
的過程中，微量過敏原可能會不時聚積，因而導致某些人感到不適。此方法為許多類型產品
所常用。我們建議您注意任何會與您的皮膚長時間接觸的產品，並在皮膚感到刺痛時取下。

位置服務

為了在 TCL 產品上提供位置服務，TCL 及我們的合作夥伴與被授權人可能會收集、使用及
分享位置資料，包括您裝置的即時地理位置。位置服務可能會在可用時使用 GPS、藍牙及您
的 IP 地址，結合基地台位置及其他技術，來判斷您裝置的約略位置。除非您同意，否則此
位置資料是以匿名形式收集，不會透露您的身分識別，並供 TCL 及我們的合作夥伴與被授
權人用於提供並改善位置產品與服務。例如，您的裝置可能會在您選擇加入位置服務時，與
應用程式提供者分享其地理位置。



35

資料隱私權

請注意，使用 MOVETIME Family Watch 後，您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與主要裝置 ( 智慧型手機 ) 
分享。您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不要與任何未經授權的裝置或連線到您裝置的第三方
裝置分享資料。請務必在回收、送回或贈送產品前移除或清除所有個人資訊。請仔細選擇您
的應用程式與更新，並僅安裝來自信任來源的應用程式。 

請注意，任何與 TCL Communication Ltd. 分享的資料皆根據適用之資料保護法儲存。TCL 
Communication Ltd. 會為這些用途執行並維持合適之技術與組織措施，以保護所有個人資
料，例如防範未經授權或不合法處理與意外遺失或銷毀或損毀此類個人資料，其中這些措施
應對以下相關項目提供合適之安全性等級 

- 可用的技術可能性、 

- 執行措施的成本、 

- 處理個人資料的相關風險，以及 

- 處理之個人資料的敏感度。

您可以登入自己的使用者帳戶、造訪您的使用者個人基本資訊，或直接透過 privacy.
europe@tcl.com 聯絡我們，隨時存取、檢視及編輯您的個人資訊。如果您需要我們編輯或
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我們可能會在根據您的請求行動前，請您提供身分證明。

電池：

依照空氣法規，您產品的電池並未充滿電。請先充電。

請注意，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是一體成型裝置，無法拆下電池。請遵循以下預防
措施： 

 - 請勿拆開背蓋。
 - 請勿嘗試退出、更換及拆開電池。
 - 請勿刺穿裝置背蓋。
 - 請勿燃燒您的裝置，或棄置於您的家庭垃圾中，或存放於 60 ℃ 以上的環境下。
 - 電池僅可由成人與至少 8 歲以上的兒童充電。
 - 定期檢查變壓器或電池充電器的電線、插頭、外殼及其他零件是否受損。在修復損壞前不
可使用。

 - 玩具僅可連線到帶有符號  的 Class II 設備

一體成型的裝置與電池必須根據當地適用之環境法規棄置。

您裝置、電池和配件上的此符號表示，必須在這些產品的使用壽命結束後將其攜帶
到收集點：
 - 市政府的廢物處理中心，且專為這些裝置提供的特定垃圾箱。

 - 銷售點的收集箱。 

它們將被回收，以避免將物質排放到環境中，以及重複使用它們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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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國家：

這些收集點可免費使用。

所有帶有此標誌的產品均必須帶到這些收集點。

在非歐盟司法管轄區：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轄區，或您所在的地區有合適的回收和收集設施，則不得將帶有此符號
的裝置丟入普通垃圾箱；相對地，必須將其攜帶到收集點以利回收。

注意：換錯電池類型的爆炸風險。根據指示棄置廢電池。

充電器

為了防止任何技術問題，TCL 建議透過 USB 接頭以 5V, 1A 充電。

NCC 警語：
「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

a、使用 30 分鐘請休息 10 分鐘。

b、未滿 2 歲幼兒不看螢幕， 2 歲以上每天看螢幕不要超過 1 小時

「使用過度恐傷害視力」

電波功率密度 MPE 標準值： ____ mW/cm²，送測產品實測值：____ mW/cm²，建議使用時
設備天線至少距離人體 ____ 公分。

    為維護隱私權，請妥適使用。

    內建固定式電池：「消費者不可自行拆卸內建電池，如要拆卸需請專業人士 / 維修廠商拆卸」

一般資訊
• 總代理 / 進口商 : 海悅電訊有限公司

• 進口商地址 :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 148 號 11 樓之 1

• 進口商電話 ; (02) 2767 0775

• 消費者服務專線 : 0800 727 666

• 製造商 : TCL Communication Ltd.

• 製造商地址 :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園東大街 22 號 22E 樓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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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熱線電話號碼：0086-755-36611722

• 製造商傳真：0086-75536612000-81722

• 網址：www.tcl.com

在我們的網站上，您將會找到我們的 FAQ ( 常見問題 ) 區段。您也可透過電子郵件聯絡我們，
詢問任何您可能遇到的問題。

本無線電設備使用以下頻段和最大射頻功率運作：

UMTS B1 (2100)：21.5 dBm 

UMTS B8 (900)：22 dBm

LTE FDD 頻段 1 (2100)：22.5 dBm

LTE FDD 頻段 3/8 (1800/900)：23 dBm 

LTE TDD 頻段 7 (2600)：22 dBm

Bluetooth 2.4GHz 頻段：-5.48 dBm

TCL Communication Ltd. 特此聲明 TCL MT43AX 型無線電設備符合 2014/53/EU 指令。

可 在 以 下 網 址 獲 得 歐 盟 符 合 性 聲 明 的 全 文：https://www.tcl.com/global/en/service-
support-mobile/eu-doc.html

可在以下網址獲得配件和元件（包括允許無線電設備能依預期運作的軟體）說明的歐盟符合
性聲明的全文：https://www.tcl.com/global/en/service-support-mobile/eu-doc.html

授權
Bluetooth® 文 字 標 記 和 標 誌 為 Bluetooth SIG, Inc. 擁 有， 並 且 
TCL Communication Ltd. 及其關係企業是經過授權才使用此類標記。其他商標及品名
屬於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TCL MT43AX 藍牙聲明 ID D051590

我們特此指出，侵害智慧財產權的最終使用者保證僅限於歐盟 / 歐洲經濟區 / 瑞士。

如果產品是在歐盟 / 歐洲經濟區 / 瑞士境外的最終客戶或最終使用者出口、採購或使用，則
關於侵害製造商及其供應商智慧財產權的任何責任、保證或賠償均失效（包括任何與侵害智
慧財產權相關的賠償）。

免責聲明 
TCL Communication Ltd. 對於起因於或與使用或無法使用軟體或任何第三方應用程式、其
內容或功能相關的任何類型損害概不負責，刀闊但不限於因或相關錯誤、遺漏、中斷、瑕疵
或延遲操作或傳輸、電腦病毒、無法連線、網路費用、應用程式內購買，以及所有其他直接、
間接、特殊、附隨性、懲戒性或衍生性損害，即便已告知 TCL Communication Ltd. 此類損
害的可能性。某些司法管轄區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隨性或衍生性損害，因此上述排除條款或限
制可能不適用於您。儘管有前述規定，TCL Communication Ltd. 對於您的所有損失、損害
及請求權 ( 包括但不限於根據合約、侵權或其他責任、起因於您在本裝置上使用軟體或第三
方應用程式，或本授權條款的任何其他條款 ) 的全部責任不應超過您支付給  TCL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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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或本裝置隨附之任何第三方應用程式的金額。前述限制、排除條款及免責聲明應
適用於適用之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度，即使任何救濟未能滿足其基本目的。

使用者手冊說明與 MOVETIME Family Watch 的運作之間可能存在若干差異，此取決於裝置
的軟體版本或特定系統業者的服務。

回收 

請勿將產品或其他電子配件 ( 如電池 ) 連同您的家庭廢棄物棄置。警告：切勿將電池個別或
在行動裝置內棄置於火中，以免爆炸。這些物品應根據當地或地區主管機關執行國家收集與
回收機制棄置。或者您可將用不到的 TCL 產品與電氣配件送回當地任何 TCL 核准的服務中
心。包裝與產品指南僅應根據國家收集與回收要求棄置。如需詳細資訊，請聯絡當地主管機關。

保固
我們旨在「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為了更能保護消費者權利，請在發生爭議時詳閱以下各點：

如原始發票上所示，自購買之日起二十四 (24) 個月的保固期內，保證您的 MOVETIME 
Family Watch 在正常使用條件下可能出現的任何瑕疵或故障。( 保固期可能因您所在的國家
/ 地區而異。)

在保固期間內，由授權技術人員視為正常使用下的損壞與瑕疵享有本公司提供的免費維修服
務，且本公司得在以下情況下收費或拒絕維修。

意外或濫用導致的損壞。

進行或允許未經授權人員進行測試、維修或拆解裝置。

使用或連接非官方配件而導致的損壞。

軟體

以實體媒體內嵌的軟體。

並未擔保軟體將可符合您的要求，或與第三方提供的任何硬體或軟體應用程式搭配使用、軟
體產品的操作將不會中斷或無錯誤，或修正軟體產品中的所有瑕疵。

未以實體媒體內嵌的軟體。 

未以實體內嵌的軟體 ( 如從網際網路下載的軟體 ) 依「現狀」提供，且無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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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手錶支援哪種 SIM 卡？

MOVETIME Family Watch MT43AX 支援 3G：UMTS B1/B8，4G：LTE B1/B3/B7/B8 Nano-
SIM 卡。

2. 應用程式支援哪種作業系統？

請在 Google Play 商店 (Android 6.0 及以上版本 ) 或 App Store (iOS 10.0 及以上版本 ) 中
搜尋「TCL Connect」。

3. 如果您無法配對您的手錶：

i) 請確認 SIM 卡正確插入。

• 如果正確插入 SIM 卡，請查看 4G 或 3G 是否在手錶畫面左上方顯示。

• 如果沒有，請長按電源鍵 3 秒以重新啟動手錶。

ii) 如果顯示 4G 或 3G，請確定無過期的網路費須要支付。

4. 如果您無法取得手錶的位置：

i) 請查看 4G 或 3G 是否在手錶畫面左上方顯示。 

ii) 如果沒有，請長按電源鍵 3 秒以重新啟動手錶。

iii) 如果顯示 4G 或 3G，請確定無過期的網路費須要支付。

5. 如果您無法在註冊時取得驗證碼：

請查看您的垃圾郵件。如果仍未取得，請嘗試再次取得驗證碼。

6. 我們和將家庭成員新增到聯絡人清單？

您共有兩種方式可以新增其他家庭成員：

i) 選擇家人手錶，然後輕觸設定 > 分享 QR 碼。QR 碼將在畫面上出現。如果受邀的家
庭成員就在身旁，他們可以使用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直接掃描。若要受邀的家庭成
員不在附近，您可以傳送 QR 碼給他們。 

ii) 選擇家人手錶，然後輕觸設定 > 手錶聯絡人 >  > 手動新增。輸入受邀家庭成員的名稱、
相片及手機號碼 - 您也可以上傳其相片。輕觸儲存 以完成。

7. 如何新增與刪除安全區？

i) 選擇家人手錶，然後輕觸設定 > 安全區。

ii) 輕觸此頁面右上方的 、輸入名稱、選擇地圖上的位置並設定範圍，然後輕觸儲存。

iii) 您可以在清單中的安全區上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8. 如何新增與刪除鬧鐘與提醒？

i) 選擇家人手錶，然後輕觸設定 > 鬧鐘 > ，設定鬧鐘時間與鬧鐘重複的日期。輕觸儲存。

ii) 您可以在清單中的鬧鐘上向左滑動，即可刪除。

也可用相同的方式新增或刪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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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水注意事項

本產品具備 IP67 等級，意指可以完全防塵並抵擋來自各方向的低壓水柱。但請勿將手錶浸
泡於水中，例如淋浴、游泳、潛水或水肺潛水。

10. 位置準確性

您的手錶提供 7 種不同的定位模式：GPS、AGPS 或 Glonass、G Sensor、WLAN 及基地台。
位置準確性將隨各種定位方式改變。有時在高樓與其他城市障礙物下，有時可能會出現較大
的偏差。

11. 裝置服務

手錶使用行動數據傳送訊息與位置資訊給家庭成員。須由您向網路營運商支付產生的數據費
用。

12. SOS

所有家庭成員與年長者應熟悉 SOS 操作。建議先練習使用此操作。 

13. 儲存與使用我的位置資料

就所有與您相關的資料而言，我們僅會使用您提交給我們的詢問。未經授權，我們不會將您
的資料用於任何商業應用程式或開發。

想要獲取更多關於 MOVETIME Family Watch MT43AX 的資訊，請至官網下載完整用戶手
冊。此外，您還可查詢到常見問題的解答。更多精彩，敬請登錄 TCL 官網：www.tc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