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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裝內容物

MOVETIME 
MT43AX

充電線 卡針

快速入門指南 產品安全資訊 



3

了解您的手錶

喇叭

電源鍵

SOS 鍵

麥克風

SIM 卡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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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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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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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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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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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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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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 PIN 碼

4 - 8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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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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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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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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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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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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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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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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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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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觸 TCL Connect 應用程式首頁上的新

增手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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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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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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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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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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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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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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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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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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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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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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QR 碼新增聯絡人

1. 輕觸首頁畫面上
的更多。

2. 輕觸手錶聯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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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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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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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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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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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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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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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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通話
選擇通話 即可顯示聯絡人清單。
輸入所需的號碼，然後按下綠色
按鈕即可開始撥號。 

聯絡人
輕觸聯絡人再選擇 ，以開始
撥打電話。
輕觸  即可結束通話。
聯絡人可透過配對的應用程式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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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步器 
顯示您的每日步數表現，以及走
過的距離與燃燒的哪路里。

心率 
開始測量您的心率。短時間測量
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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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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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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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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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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提醒
您的手錶可以定期提醒您起身活
動。您可以設定在傳送提醒前的
時間長度。

鬧鐘 
在此新增鬧鐘。 

設定 
存取手錶的設定選單，以便進一
步設定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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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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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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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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帶
取下錶帶

繫上新錶帶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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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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水。但請勿將
手錶完全浸泡於水中，例如淋浴、游泳、
潛水或水肺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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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手錶支援哪種 SIM 卡？

MOVETIME Family Watch MT43AX 支 援 
3G、4G Nano-SIM 卡。

2. 應用程式支援哪種作業系統？

應用程式相容於 Android 6.0 或更新版本，
或 iOS 10.0 或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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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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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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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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置準確性

您的手錶提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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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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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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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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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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B1R62LCAVB

更多資訊
如須更多資訊，請參閱 TCL Connect 應用
程式中的說明區段或造訪 www.tcl.com
請注意，當您在建立帳戶時，將會顯示「使
用條款」與「隱私權與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