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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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 指 南 
 

股票搜尋： 1.按 ；2.輸入股號；3.按  
 
股票買賣： 1.搜尋股票；2.按“買”或“沽”3.輸

入買賣細節及密碼；4.確定 
 
資訊瀏覽： 1.按 ；2.按資訊菜單；3.按 退出 
 
閱讀訊息： 1.按 ；2.按 ；3.按個別訊息條

目；3.閱讀後按 退出 
 
低電處理： 低電警示發出後儘快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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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一般資料 
 

§ 產品功能 
 
本機採用了數碼電子及無線數據網絡技術，把以下功能
結合在一起： 
 
 實時股票、新聞、財經等廣播數據的接收 
 雙向移動訊息、網上查閱及無線交易 
 FM 數碼立體聲收音機 
 齊備、方便、記憶龐大的 PDA 功能 

 
實時數據是透過一個無線廣播網作傳送，再配合本機內
置的接收器解碼和儲存。其他訊息、查閱和交易功能則
透過另外一個無線雙向網“mango”，再配合本機內置
的雙向數據機達成。由於數據機具雙向功能，您除了可
以利用它來接收訊息外，還可以把資料向外傳送。因
此，藉着兩個無線網絡的支持，您除了可以隨時隨地獲
得實時股票報價外，還可以無拘無束地進行股票交易、
收發電郵、上網等。 
 
§ 產品配件 
 
產品包裝內包括以下配件： 
 
 主機連內藏鋼筆......................... 一部 
 真皮機套............................... 一個 
 後備鋼筆............................... 一支 
 機座................................... 兩個 
 充電器................................. 一個 
 立體聲耳機............................. 一對 
 用戶指南............................... 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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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資料 
 
請注意以下事項： 
 
 避免將本機暴露於極端環境，例如極端溫度、潮濕、
碰撞等 
 隨了原裝鋼筆外，避免使用其他尖物接觸屏幕 
 只可使用原裝充電器 
 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把機殼拆開 
 在不能受干擾的地方如醫院及飛機上應關機 

 
§ 維修保養 

 

遇到故障時您可以把壞機送交至本公司指定之維修中
心。為避免不必要地勞駕閣下，送交前請注意以下幾點： 
 

 遇到不能開機的情況，檢查是否由低電引致(第 2
章“充電須知”) 
 遇到充電失靈時，檢查充電器兩端有否接妥，及會
否誤將充電頭插到耳機孔 
 低電關機後很久仍沒充電，須先充夠電，然後開機
(第 2章“充電和省電”)  
 遇到“當”機時，請先嘗試重置復原(第 2章“系統
重置”) 
 遇到傳送或接收不良時，檢查您身處的地方訊號是
否特別弱(第 4章“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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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一般使用 
 

§ 初次使用 
 
本機於開通時您應該已經與本公司服務員確定了所有
功能和收費類別。確定手續辦好後服務員便與開機控制
中心連線，然後進行開通。這時本機應已經能夠正常運
作。不過，剛開通時機內的剩餘電量並不足夠，所以回
家後請立即連接充電器把電充滿。使用前亦應該先把本
指南細心閱讀一遍。 
 
由於股票數據使用了廣播形式發送，剛開通的機可能要
稍等數小時至下節股市開市後才能把所有股票名稱、數
據等完整接收。在所有數據，特別是股票名稱齊備前，
本機在運作上會稍為有別於正常情形(如搜尋不到股
票)。可是，這樣的情況只會在剛開通時出現一段短暫
時間。 
 
§ 充電和省電 
 
當電量不足時，本機會發出低電警示。這時應儘快充
電。如果您不立即充電，系統到了電量太低時會自動關
機。雖然機內資料於低電關機後會被保留幾天，但為了
保障資料完整，最好還是儘快充電。充電時無須刻意先
開機或先關機，但遇到低電自動關機的情況，您應該先
充滿電然後再重開(重開時按住開關鍵兩秒)。 
 
請按以下程序充電： 
 
1. 將充電器插到交流電源插座； 
2. 將充電器的插頭(末端黃色)插進本機充電孔； 
3. 插妥後應聽到一短促確認聲響，否則應檢查充電

器、插頭等有否插錯位置； 
4. 充滿電後，將充電器的連接線插頭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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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充電池一樣，充電次數太頻繁會降低電池壽命。
不過，您亦不必等到電量很低時才充電。其中一種有效
的方法是定時充電，如隔天或隔兩天充一次，而且每次
把電池充滿。 
 
如果您要暫停使用本機一段較長時間(例如超過一星
期)，請先充滿電然後關機(第 4 章“系統功能”)。這
樣機內資料可以保存達數月之久。 
 
充電時間視乎機內剩餘電量而定，但由低電到充滿應在
兩小時內可以完成。 
 
本機亦提供了幾種省電模式給您選擇。“省電模式”是
指系統定時地交替開關雙向數據機以達到省電目的。省
電模式不會影響實時股票財經數據的接收。它只會影響
經雙向網接收的一些如電郵等訊息。由於省電時雙向數
據機每 20 分鐘開啟一次，所以訊息最長會延遲 20 分鐘
才收到。省電時傳送訊號強弱會顯示“OFF”(第 4 章
“訊息及系統功能”)。 
 
當您在省電模式下作網上查閱、股票買賣、或傳送電
郵，按“傳送”時系統便會自動重開雙向數據機，並保
持開啟狀態五分鐘。因此，省電模式亦不會影響這種涉
及傳送的應用。 
 

使用習慣 建議省電模式 可用天數

完全不許訊息延遲 全日開啟 2 － 3 

在辦公時間內不許訊息延遲 9AM-6PM 開啟 3 － 4 

容許訊息延遲 全日省電 4 － 5 

 

 本機出廠時預設之省電模式為“9AM-6PM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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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和背光 

 

本機使用的屏幕屬於“手寫輸入型”，可以配合附送之
鋼筆在屏上寫字或作按鍵用途。屏下亦設有一排七個
“輕觸功能鍵”作為快速功能選取。 
 
如果您沒有按動本機一段時間，系統會自動把屏幕關
閉。關閉後在屏上任何地方點一點或按開關鍵一下便會
自動重開。重開時間長短可以在“系統功能”裡設定
(第 4章)。 
 
在黑暗的環境裡，您可以按住開關鍵兩秒鐘把背光啟
動。如果要把背光關閉，再按開關鍵一下便可。 

 
§ 按鍵和插孔 

 

本機有“硬”鍵五個、輕觸功能鍵七個和插孔三個，功
能如下表所述。 
 

按鍵/插孔 功能說明 

 開關鍵 開機、開關屏、開關背光(長按兩秒) 

 
監察表鍵 打開、關閉監察表 

 
搜尋鍵 打開、關閉股票搜尋鍵盤 

上鍵 將顯示內容向上捲動 

 
下鍵 將顯示內容向下捲動 

 
投注功能鍵 此功能尚未開通 

 
資訊瀏覽鍵 實時資訊瀏覽、上網、股票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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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及系統 

功能鍵 

閱讀各種訊息包括傳呼、電郵和系統

提示；傳送電郵、手機短訊和傳真；

使用收音機、計算器、行事曆、字典、

電子遊戲和系統功能 

 
股票搜尋鍵 功能和“硬”搜尋鍵一樣 

 
退出鍵 跳回上層資訊目錄或離開應用 

 
上鍵 功能和“硬”上鍵一樣 

 
下鍵 功能和“硬”下鍵一樣 

重置孔 系統重置 

耳機孔(充電孔之上) 連接耳機插頭 

充電孔(耳機孔之下) 連接充電器插頭 
 

 注意：充電插頭很容易被誤插到上面的耳機孔。 
 這種情況雖然不會產生危險，但卻充不到電。 
 
§ 鍵盤和輸入 
 
有些應用需要您輸入文字或數字資料。本機提供了幾種
鍵盤，下表說明了其中最常用的鍵盤和它們的使用方
法。 
 
 英文鍵盤 
 中文手寫輸入鍵盤 (內置蒙恬手寫辨識系統) 
 標點號鍵盤 
 特殊用途鍵盤 (如股票搜尋、密碼輸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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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種類 使用說明 

 

英文鍵盤 

 取消輸入並退出鍵盤 

  (也可按 退出) 

 確定輸入並退出鍵盤 

 轉到中文手寫鍵盤 

 轉到英文鍵盤 

 鎖定在英文大寫 

  把游標向左移 

  把游標向右移 

 把游標向上移 

 把游標向下移 

 臨時轉換英文大/小寫 

 打開標點號鍵盤 

 刪除左邊字元 

  隔行 

 

標點號鍵盤 

按了任何一個標點號後自動

回到文字鍵盤。也可按 或

退回。 



MANGO STOCK II 用戶指南  9 

 

中文手寫輸入鍵盤 

 

手寫輸入設定 

中文手寫輸入鍵盤的中央部

份為手寫板。開始前可以先按

設定手寫速度和範圍(看下

圖)。如果要調校認字速度，

只要在下拉選擇單 上

按一下，系統便會把選擇下拉

出來讓您點選。選好按 確

定。要調校認字範圍(中、英、

混合)，按下拉選擇單

然後選取。 

 

手寫輸入情形 

左圖展示了一個手寫輸入情

形。當您寫完一個字後，系統

會自動選擇最匹配的字，然後

將其他相近字列在手寫板左

旁。您可以點選相近字去將正

選字代替。 
 

注意：本認字系統繁、簡體

都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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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提示 
 
當您收到訊息時，系統會即時打開訊息顯示窗，並且根
據您的警示方式設定(第 4 章“系統功能”)發出震動
或鈴聲提示。您可以在顯示屏任何地方或任何“硬”鍵
上按一下把震動或鈴聲停止。至於訊息顯示窗，您可以
按 或 退出。退出後您仍可以在訊息中心翻查訊息內
容，唯容量有限，訊息中心只能夠保存最近期的記錄，
太久以前的訊息可能已被刪除(第 4章“訊息中心”)。 
 

提示例子 提示種類 

 

訊息顯示窗 

 電郵、短訊等 

 股票高低價位 

 賽馬結果等提示 

 足球入球等提示 

 新聞訊息的接收 

 行事曆提示如約會等 

 系統提示如低電、鬧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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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量計費 
 
“計費”是指因接收股票或透過雙向網傳送/接收某種
訊息所涉及的收費。一般來說，您的基本月費已經包括
了一定的股票瀏覽和雙向網使用量，超過了基本用量時
才會計算附加費。您任何時候的累積用量都可以在“系
統功能”裡的“用量統計”內查看(第 4章)。但正式的
收費詳情應以服務合約為準。 
 

資訊種類 一般計費方式 

 股票：股票報價 按交易所提供的收費方式，於

開台時選定 

 網絡：雙向資訊如網上查

閱、電郵內容下載和傳送

等 

以每次查閱計，費用在基本月

費裡扣除，超額後按每次計算

附加費 

 廣播資訊如新聞、交通、

天氣、電郵提示等 

 股票買賣 

免費 

 
§ 最佳接收秘訣 
 
本機在直立位置時傳送及接收狀態都會較佳。如果您位
於一些訊號比較弱的地方，不妨將機直拿或者把它放在
機座上。平時不使用時亦應儘量把機放回機座。 
 
您可以在訊息及系統功能裡檢查訊號強弱(第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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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重置 
 
如果您偶然遇上“當”機的情況，可以試試將系統重
置。方法是把一小針穿過機旁重置孔然後戳一下。戳之
前請先檢查是否真的“當”機了(例如是不是低電引至
自動關機)，因為重置後機內資料會被清洗掉。重置後
資訊菜單如下圖所示，您必須先重新下載，然後讓資料
內容逐漸地從廣播網裡接收回來。 
 

重置後的菜單 使用說明 

 

重置後菜單和資料都會被清

洗掉。此時您必須先下載菜

單。其他資料會逐漸地被接收

回來。 

 
 注意：如非必要請勿隨便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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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資訊瀏覽功能 
 

在屏上按輕觸功能鍵 可以到達資訊主目錄如下圖。這
章的前幾節會集中介紹廣播資訊。雙向資訊則會在後節
“網上查閱功能”裡討論。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財經資訊目錄 

 

體育資訊目錄 

資訊目錄分兩大類：財經資訊

和 體 育 資 訊 ， 分 別 按

或 選

取。主目錄裡面含不同的項目

如 等，在項目上按一下便

可以進入。進入後您會看到該

項目的內容或它的子目錄。子

目錄是用來將項目分類，其用

法與主目錄一樣。如果您在子

目錄裡而想回到上層目錄，可

按 退回上層。如果要回到主

目錄的話，按 數次或直接按

或 。
 

注意：資訊目錄的內容由資

訊組決定，左圖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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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瀏覽 
 
股票報價畫面有兩個方法進入： 
 
 在財經資訊目錄上按 ； 

 在任何地方按 或輕觸功能鍵 然後輸入股號。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股票報價主畫面 

顯示報價資料、實時圖表走勢

和指數資料。如果您的股票台

費計劃屬於“每次計算”，實

時 圖 表 會 變 為 更 新 按 鍵

，這時您要按此鍵畫

面才會更新。在其他計劃裡，

按實時圖表可以將圖放大(按

退出)。此外，在升跌欄

上按一下系統會將升

跌轉成百分比顯示。 

 

股票次畫面 

顯示報價資料、實時圖表走勢

和技術數據如每手數量、52 週

高低、市盈率等。如股票屬於

認股證，技術數據會換成另外

一套(如換股率、溢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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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第三頁畫面 

顯示報價資料、實時圖表走勢

和買賣排隊情況。只有第一個

價的買賣列才被廣播出來，其

他四個價的買賣列可以按

從雙向網下載。 
 

注意：更新這四個買賣列涉

及額外網絡用量，會從基本月

費所包含的網絡使用部份裡

扣除。 

 

股價下載 

股價下載 

如果您身處廣播數據接收不

良的地方，可以嘗試利用“股

價下載”從雙向網下載。 
 

注意：下載涉及的額外網絡

用量，會從基本月費所包含的

網絡使用部份裡扣除。 

 

恒指和期貨畫面 

 

按 或輕觸功能鍵 然

後按“HSI”。再按 向下查

閱國企指數和它的期貨。其他

指數須按財經資訊目錄裡的

進入(恒指與國企指數也

可以從這裡進入)。 
 

注意：按“走勢小圖”可以

將它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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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買賣功能 
 
此功能必須與個別盤商登記後才生效。買賣前，您必須
先與盤商註冊，選擇戶口，然後登入。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盤商/戶口設定 

盤商註冊/設定 
 

如果您還未設定任何盤商，請

先按以下步驟註冊： 
 

1. 在報價畫面按下拉列點選

“盤商設定”; 

2. 按 下載盤商列; 

3. 點選個別盤商，在“盤商

設定”裡按“與盤商註

冊”然後輸入盤商密碼; 

4. 如果盤商支持“多戶口”

服務，登入盤商後您還須

選擇預設戶口。 

5. 在“盤商設定”裡按“登

入”，然後輸入盤商密

碼。 
 

登入後您所做的交易便與該

盤商的戶口進行，直到您登出

為止。註冊後您可以更改盤商

密碼，方法是下拉

然後點選“更改盤商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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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股票買賣 

股票買賣步驟 
 

股票買賣可以在該股報價畫

面上按“買”或“沽”進入

買賣畫面。 
 

 買進(可按  

 轉為沽出) 

 選擇買賣形式 

 逐部或全數買賣 

 減一價位 

 加一價位 

 輸入價位 

 選擇買賣數量 

 輸入買賣數量 

 選擇戶口(如果盤商 

 提供多戶口服務) 
 

1. 輸入價錢、數量、戶口 

 等細節 

2. 按  

3. 核對細節 

4. 按 確認或 取消 

5. 確認後輸入戶口密碼 
 

注意：交易確定後訂單摘要

會被顯示在報價畫面，直到訂

單完全成交或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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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密碼 

輸入盤商給您的密碼然後按

確認。如有須要按 向

後刪除字元。 

注意：如果盤商提供多戶口

服務，買賣時您必須輸入戶口

密碼而不是登入盤商的密碼。 

 
其他功能 

 
 

 
登出後的報價畫面 

 

其他功能－更改盤商密碼 

更改盤商密碼的方法是在

“盤商設定”裡點選“更改

盤商密碼”，然後順序輸入

舊、新密碼。 
 

轉換預設戶口 

如果盤商支持“多戶口”服

務，您可以選擇預設戶口。 
 

登入/登出 

每次登出後您必須重新登入

(但無須重新註冊)。登出後交

易和倉存記錄等功能都不可

以使用。您也可以在報價畫面

按左上角的小圖示 或 作

快速登入/登出。 
 

 表示已登入或未註冊 

 表示已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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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倉存記錄 

在股票報價畫面頂部按股名

下拉然後點選“交易及存倉

記錄”。此處有三項功能： 
 

訂單：記錄了當日的交易活

動。在訂單列上按個別記錄可

以進入交易細節(看下頁)。列

上有星號‘*’的訂單是唯

讀、不可以作任何修改的。您

也可以選擇顯示所有或未完

成的訂單。 
 

倉存：記錄了您在盤商的戶口

裡的股票存貨。在存貨列上按

個別記錄可以啟動交易功能

(如賣出某存貨)。 
 

戶口：記錄了您在盤商的戶口

裡的結餘。 
 

注意：按任何一處的

都可以同時更新三處記錄(不

必分別按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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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細節 

交易細節 

正在交易中(即未完成)的訂

單摘要會被顯示在報價畫

面，如左圖(原來的指數、技

術數據等資料被往下移)。您

可以按摘要裡的個別項目進

入它的細節畫面(也可以從

“交易及倉存記錄”裡進

入)。 
 

細節畫面下面提供三種更改

訂單的方式： 
 

 取消所有未完成數量 

 減少未完成部份 

 修改未完成部份 
 

注意：如果訂單不容許取

消、減少或修改，相應按鍵會

按不到。 

 

訂單更改－取消 

取消所有未完成數量 

決定後按“確定取消”，然後

輸入戶口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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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更改－減少 

 

訂單更改－修改 

減少未完成部份 

1. 更改數量； 

2. 按“確定減少”； 

3. 輸入戶口密碼。 
 

修改未完成部份 

1. 更改價錢和數量； 

2. 按“確定修改”； 

3. 輸入戶口密碼。 
 

注意：並非所有盤商都提供

上述更改方式，詳情請向有關

盤商查詢。如果訂單不容許任

何更改，它在交易及倉存記錄

裡會帶有一‘*’號。 

 

 
 注意：剛開台時未收齊股票時進行買賣時會有一定

困難。這時不但沒股價參考，而且可能連股號也搜尋不
到。您可以用下拉功能列裡的“股票買賣”或者先下載
股價然後再作買賣。用“股票買賣”來作買賣是無須有
股價資料的。但亦因為如此，買賣時必須加倍小心，千
萬勿按錯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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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瀏覽 
 
除了股票、指數外，本機還提供了很多其他資訊。由於
您實際上接收到的資訊種類由服務合約決定，這裡只能
舉例說明。 
 

資訊瀏覽－財經資訊 使用說明 

 

 

 

財經資訊瀏覽步驟 

按菜單上項目直至到達內

容。以左圖為例，您可以在財

經主目錄裡按“新聞”進入

新聞子目錄，然後再按“本地

新聞”。一般來說，每資訊項

目不只一條，每條資訊亦不只

一頁；您可以按 往下看。 

 

注意 1：有些資訊內容提供

左右捲動，此時屏幕上端會自

動出現 鍵。 
 

注意 2：有些資訊內容帶有

須要上網查閱的項目，使用時

系統會請您作傳送確定。傳送

涉及到的額外網絡用量，會從

基本月費所包含的網絡使用

部份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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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瀏覽－賽馬資訊 使用說明 

 

體育資訊主目錄 

 

賽馬資訊目錄 

 

賽事目錄 

賽馬資訊瀏覽步驟 

在體育資訊主目錄裡按“賽

馬資訊”進入賽馬資訊目

錄，然後再按“各場賽事”。

在賽事目錄裡按個別場次進

入排位、賠率等內容，包括：
 

 排位 

 派彩 

 WP 賠率 

 隔夜 WP 賠率 

 Q/QP 賠率 

 單 T賠率 

 孖寶賠率 

 各場投注額 

 同場對壘記錄 

 檔位統計 

 落飛分析 

 即時走位 

 貼士 
 

…等等 
 

注意：賽馬資訊可能帶額外

收費，詳情以服務合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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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資訊－排位、賠率 使用說明 

 

賽馬排位畫面 

 

選擇其他賠率 

 
Q/QP 賠率 

每場賽事都有不同種類的資

料如排位、賠率、派彩等。按

便可以從下拉列中點

選其他資料。左圖表示了從

“排位”轉到“Q/QP 賠率”

的情形。圖中亦表示了因為畫

面右邊含有資料，所以屏幕上

端的 鍵便自動顯示了出

來以供左右捲動。此外，按屏

幕左上端的 可以看到賽

事的一般資料。 
 

排位畫面上有很多資料被收

藏在各連結內；例如您按

便可以進入它的詳細

資料畫面，裡面包括血統資

料、往績和晨操記錄。 
 

Q/QP 賠率畫面上也有很多連

結；例如您按 便可以進入 3

號馬搭其他馬匹的連贏/位置

連贏賠率。 

 

 

 



MANGO STOCK II 用戶指南  25 

賽馬資訊－其他資訊 使用說明 

 

落飛 

 

走位 

 
即日排行 

落飛 

此功能顯示了即場賽事各馬

匹的落飛情況。 
 

走位 

顯示了前幾名馬匹在賽事中

的走位。 
 

騎練排行 

顯示了當日賽事中各騎師的

的相對排名和統計資料。即日

排行資料於跑完每一場立即

更新。菜單中還有各練馬師的

排名。按個別騎師或練馬師可

以進入他的分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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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瀏覽－足球資訊 使用說明 

 

體育資訊主目錄 

 

足球資訊目錄 

 

足球賽事目錄 

足球資訊瀏覽步驟 

在體育資訊主目錄裡按“足

球資訊”進入足球資訊目

錄，然後再按“賽事”。在賽

事目錄裡您可以按屏幕上端

的 鍵顯示各賽事的其他

如組別等資料。再按個別球賽

便進入賠率內容，包括： 
 

 主客和 

 波膽 

 半全場 

 總入球 

 入球單雙 

 首名入球 

 讓球 

 入球大細 

 比數 
 

…等等 
 

注意：足球資訊可能帶額外

收費，詳情以服務合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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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資訊－足球賠率 使用說明 

 

足球賠率畫面 

 

選擇其他賠率 

 

每場賽事都有不同種類的賠

率。按 便可以從下拉列

中點選其他賠率。左圖表示了

從“主客和”賠率轉到“波

膽”賠率的情形。圖中亦表示

了“波膽”賠率因為右邊含

有資料，所以屏幕上端的

鍵便自動顯示了出來以

供左右捲動。此外，按屏幕左

上端的 可以看到球賽的

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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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資訊－比數、賽果 使用說明 

 

比數、賽果記錄了每場賽事的

入球情況和時間進程。按個別

賽事可以進入它的比數詳情

如入球球員名字和入球時間

等。 

 

 

六合彩資訊 使用說明 

 

 

六合彩資訊在體育資訊主目

錄裡按“六合彩”進入。進入

後菜單如左圖。下圖顯示了某

一期的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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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表 
 
您可以將時常參考的資訊加進監察表裡。除了體育資訊
外大部份財經資訊都可以加進監察表。 
 

監察表 使用說明 

 

 

 

打開監察表 
 

按 或在資訊內容頂部下

拉再點選“打開監察表”，然

後點選個別項目。看完按 退

出。 

 

加進監察表 

在資訊內容頂部下拉，再點選

“加進監察表”。如加進的是

股票記錄，系統會自動按股號

順序在監察表裡排好。監察表

最多可儲存 20 條記錄。 

 

從監察表移除 

先從監察表進入訊息，然後在

資訊內容頂部下拉，再點選

“從監察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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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響報設定 
 
本機提供了兩種資訊響報設定：“財經資訊警示”和
“體育資訊響報”。財經資訊警示又分為“股價高低警
示”和“新聞接收警示”兩種。 
 

財經資訊響報設定 使用說明 

 

 

 

股價高低警示設定 

打開監察表，然後按 進入該

股的警示設定畫面(設定前按

鍵為淺灰色；設定後為黑

色)。按 輸入高位和低位

(或只輸入其中一個)，然後將

警示開關打開，再按 確定。 

 

新聞接收警示設定 

打開監察表，然後按 進入該

訊息的警示設定畫面(圖中以

“車速”為例)。您可以輸入

最多4條匹配字串(每條最多3

個漢字或 6 個英文字母)，然

後將警示開關打開，再按 確

定。系統於接收到該訊息後便

根據您輸入的字串而決定發

出警示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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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資訊響報設定 使用說明 

 

 

 
響報設定 

賽馬響報設定 

進入體育資訊主目錄，再進入

賽馬資訊目錄，然後進入響報

設定畫面。在響報設定畫面裡

按 或 去選擇個別響報

項目(其中 代表響報被啟

動)。 

 

足球入球響報設定 

用法與賽馬資訊裡的響報設

定一樣，唯每日更新賽事後要

重新設定各場響報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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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查閱功能 
 
所有廣播接收提供不到的資訊都可以由雙向網下載。下
載涉及到的額外網絡用量，會從基本月費所包含的網絡
使用部份裡扣除。由於網上可以下載的資訊種類無窮無
盡，下圖只能舉例說明一般用法。 
 

網上查閱功能 使用說明 

 

 

 

網上查閱功能可以在財經資

訊或體育資訊主目錄上按

“網上資源”進入。左圖以

“搜尋捷徑”為例說明上網

功能的一般用法。在搜尋捷徑

裡您要先開設“捷徑夾”然

後在捷徑夾裡打進網址或將

其他用戶的推薦網址儲存起

來。除少數網站外互聯網上任

何網站都可以探訪，但由於屏

幕所限，只有某些網站才顯示

到較佳效果。這些網站都收藏

在“用戶推介”裡與您共

享。您開台的時候本機也預載

了一些網站。如果您不熟悉互

聯網的運作，大可只用預載網

站或用戶推介。 
 
 注意：“捷徑”是指一些預先記錄好的網站。在捷

徑上一按便可以到達或甚至直接使用網站上的搜尋功
能而無須輸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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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回到上一網頁 

[下] 回到下一網頁 

[首] 回到網站首頁 

  編輯捷徑或書籤 

  刪除捷徑或書籤 

進入了“搜尋捷徑”後您會

看到一些預載的網站。您可以

按“新增捷徑夾”去增加一

捷徑夾，或者按現有的捷徑夾

使用預載的網站。例如選“財

經資訊”。從左圖看到捷徑夾

裡面可以讓您輸入捷徑(即網

站)的 URL 網址或按“用戶推

介”下載現有網址(下載後須

按 儲存)。輸入或選好捷徑

後便可以按 旁的捷徑連

結。當您查閱時遇到一個以後

會常常被參考的網頁，可以選

擇“加進書籤”(如圖中的

“IBM”)。以後查閱只要按

旁的書籤連結便可。如果網頁

太大，系統會將它分成數子頁

而每次只傳送一子頁。看完一

子頁要看下去的話便按[更

多]。此外，您還可以按 編

輯捷徑或書籤(包括其名字和

開始子頁碼)或按 把它刪

除。如果網頁含有很多沒用的

資料，您可以用“[跳頁]”避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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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查閱功能使用貼士： 
 
 有些網站反應比較慢，當系統停留在“傳送中...”
時請您耐心等候。如果等了很久還未到，您可以按
取消。就算您不取消，系統亦會在一段時間後自動
取消。 
 有些網頁前面含有很多不相關的資料如廣告等。這
情況除了一直按[更多]外您還可以用[跳頁]或乾脆
編輯了捷徑或書籤裡的頁碼。編輯過的捷徑或書籤
一進入便從指定的頁碼開始。 
 一般來說，按一次[更多]、捷徑或書籤等系統便在
網絡使用量裡加一次。到基本月費裡的網絡使用量
扣完以後系統會作出提示。提示發出後您可以繼續
使用，但帳單上會按超額使用量作調整。 
 請儘量習慣使用書籤和跳頁功能來避免不必要的網
絡使用量。 
 如果您熟悉互聯網技術、又想自己輸入捷徑 URL，
請按以下規則： 
 
一般網址：‘~’+ URL (不用打‘http://’) 
以香港雅虎為例：~hk.yahoo.com 
 
CGI 網址：‘~’+ URL，另外以‘$’代表輸入 
以雅虎字典裡的文字輸入搜尋欄為例：
~hk.dictionary.yahoo.com/dict?s=$ 
 
並非所有 URL 都可以轉為捷徑。一般來說，如果網
站用了 Java、Flash、或 XML 等方式建造網頁便轉
不到；而使用 HTTP‘GET’的搜尋器一般都可以。 
如果您要將一些網頁上的搜尋欄轉為捷徑，您必須
打開網頁的原始 HTML 檔才可以找到有關服務程式
的 URL 和所要求的輸入參數(如上例的字典輸入
欄，程式 URL 是 hk.dictionary.yahoo.com/dict，
輸入參數為 s，兩者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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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訊息及系統功能 
 
在屏上按輕觸功能鍵 可以進入訊息及系統功能目
錄，如下圖。目錄下面有七個按鍵如“電台”、“計算”
等。在這些按鍵上按一下便可以進入該項功能的主畫
面。各項功能的說明會在以後詳述。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訊息及系統功能 

 鬧鐘設定 

 雙向網訊號強弱 

 廣播網訊號強弱 

 剩餘電量(電量降

到“B”字位置時便可以充

電，不必等到顯示“EMPTY”)

 
 注意 1：雙向網和廣播訊號強弱級別分 1－4格，其

中 4 格為最強，1 格為僅可以。表上有時會顯示
“OFF”，但並不表示訊號很弱，而是指系統因省電原
因間歇性地把數據機或廣播接收器關了。當雙向網訊號
為“OFF”時，機上的網絡連接指示燈亦停止閃動。 
 
 注意 2：如果您發覺雙向網訊號很弱的話－如只有 1

格 或甚至出現“LOW”(此時訊號指示燈應轉紅
色)，傳送時把機直拿或放回機座都會有改善。 
 
 注意 3：訊號強弱也可以在“系統功能”裡的“通

訊參數”查看。兩處讀數是一致的，唯“通訊參數”裡
的訊號強弱以數值顯示。 

MANGO STOCK II 用戶指南  36 

§ 收音機 
 
收音機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電台”進入。進入後按
“ON”鍵開啟。系統已預設所有香港的電台，轉台時在
記憶鍵 P0-P6 上按一下或從頂部下拉列中點選。您亦可
以輸入頻道、手動搜台、或從下拉列中選擇國內電台。
手動轉好台後可以從下拉列中選擇“[新增電台]”去
將電台記錄到空置的 P7-P9 記憶鍵。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收音機 

 

下拉菜單 

  開關 

  降低音量 

  增加音量 

  向後搜台 

  向前搜台(如接 

  收不清，可試試 

  向前或向後搜) 

P0-P9  電台記憶鍵 

  (P0-P6 已預設) 

 下拉選台單 

[輸入頻道] 輸入頻道選台 

[國內電台] 選聽國內電台 

[新增電台] 將輸入頻道記 

  錄到 P7-P9 

[刪除電台] 刪除新增電台 

  離開但繼續收聽 
 

 注意：為避免您忘記關機，收音機在連續開啟超過
六小時後會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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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器 

 

計算器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計算”進入。計算器提
供了“一般計算”和“科學計算”兩個模式，其使用與
一般計算器無異。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一般計算”模式 

 

“科學計算”模式 

 將計算結果儲存 

 提出儲存 

 將計算結果加進儲存 

 刪除儲存 

 取消計算 

 離開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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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曆 

 

行事曆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日曆”進入。您可以在
行事曆裡設定不同的提示，包括一次性的“約會提示”
和重復性的“定期提示”。此外，行事曆也提供了筆記
本和農曆對照功能。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日曆模式 

 

約會瀏覽列 

 

日曆模式 

 當日日期(10 月 18 日) 

 含約會設定的日期 

 

在 10 月 19 日輸入一個約會 

1. 按 到約會瀏覽列； 

2. 按 新增約會； 

3. 輸入約會細節，包括 

 提示時、分、上下午、 

 響鬧開關和提示內容。 

 輸入提示內容時，按 

 [編輯]打開鍵盤； 

4. 按 儲存約會； 

5. 儲存後自動退回約會 

 瀏覽列； 

6. 按 退回日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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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約會細節 

 

約會瀏覽列 

 
編輯約會 

編輯舊約會 

1. 在日曆模式選擇日期； 

2. 在約會瀏覽列上按有關 

 約會； 

3. 按 打開編輯模式； 

4. 更改約會細節； 

5. 按 儲存。 
 

刪除舊約會 

1. 在日曆模式選擇日期； 

2. 在約會瀏覽列上按有關 

 約會； 

3. 按 刪除記錄。 
 

注意：如果記憶體不足夠，

您儲存一個新記錄時系統會

自動刪除最舊的一些記錄。因

此，您不必因為記憶容量的問

題而刪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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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月份搜尋 

其他功能：月份搜尋 

1. 在下拉功能列內點選 

 “月份搜尋”； 

2. 選好月份後按 ； 

3. 如要回到本月，在下拉 

 功能列內點選“回到本 

 月”。 

 
定期提示 

其他功能：定期提示 

1. 在下拉功能列內選 

 “定時提示”； 

2. 按 新增定時提示； 

3. 選擇提示頻率：每日、 

 每週或每月； 

4. 輸入提示細節； 

5. 按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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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選了“每週”或

“每月”定期提示，別忘記選

擇每週或每月的哪一天。 

 

其他功能：提示鈴聲 

1. 在下拉功能列內選 

 “提示鈴聲”； 

2. 選擇提示鈴聲； 

3. 按 確定。 

 

其他功能：筆記本 

1. 在下拉功能列內選 

 “筆記本”； 

2. 按 新增筆記檔； 

3. 輸入筆記； 

4. 按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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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農曆對照 

1. 在下拉功能列內選 

 “農曆對照”； 

2. 向下閱讀本月內所有農曆 

 日期； 

3. 按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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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漢字典 

 

英漢字典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字典”進入。您可以
在字典裡輸入英文字去搜尋中文解釋，或者輸入中文字
去搜尋匹配的英文字和它們的解釋。此外，字典也列出
了一些常用字的同義和反義字。本字典採用了“金山詞
霸”的四萬字版本。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英漢字典”首頁 

 

英漢查閱－輸入英文字 

  輸入英文或中 

  文字搜尋其解釋 

 字典的使用說明 

  離開字典 

 

英漢查閱 

1. 按 輸入英文字 

2. 按  

 (如果解釋多於一頁， 

 按 顯示下頁) 

 

同/反義字 

同/反義字列帶有 、 標

誌。在個別字上按一下可以跳

至該字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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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漢查閱－結果 

 

漢英查閱－輸入中文字 

 
漢英查閱－選擇匹配字 

漢英查閱 

1. 輸入中文字 

2. 按  

3. 在匹配字上按一下 

 (如果匹配字多於一頁， 

 按 顯示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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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中心 

 

訊息中心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訊息”進入。訊息中
心的功能包括(1)接收及記錄所有訊息，包括傳呼、電
郵和系統提示；(2)發送電郵、手機短訊和傳真；(3)
地址簿。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訊息中心”首頁 

 

收件功能－訊息分類和設定 

閱讀訊息和提示 

1. 在訊息中心主頁選 

 “收件”； 

2. 按 鍵或把右邊捲動軸 

 拖到想看的訊息條目上；

3. 按訊息條目進入內容； 

4. 太長的電郵可以按[更多]

 來下載； 

5. 看完按 離開。 
 

訊息分類和鈴聲設定 

系統將所有收件分為三類： 

傳呼、提示、電郵。您可以在

“收件”功能下拉列把其中

一類篩選出來。功能列裡亦可

以設定電郵的提示鈴聲和有

效響鬧時間(如 9AM-10PM)。此

外，收件列如以“電郵”或

“所有”篩選，可以再選擇以

郵址或主旨顯示。 

MANGO STOCK II 用戶指南  46 

 

訊息起草－按新增” 

 
選擇訊息類別 

 

訊息編輯 

訊息起草和發送 

1. 在訊息中心的“發出” 

 裡按 ; 

2. 選擇訊息類別； 

3. 按  

 (如果收件人資料已記錄 

 在址簿裡，可以直接在鍵 

 盤上選取) 

4. 編輯完按 或 

 。 
 

注意： 

1. 未閱讀和未傳送訊息在 

 訊息列上會帶“*”號。 

 閱讀或傳送後“*”號會 

 自動取消； 

2. 手機短訊帶額外收費。 

 詳情請向服務部查詢。 

3. 您可以刪除訊息收件和 

 發件記錄，但不必因記憶 

 容量這樣做，因為系統會 

 在記憶不足的時候自動刪 

 除最舊的記錄。 

4. 您不可以主動刪除提示， 

 但如果發出提示的應用， 

 如行事曆裡的相關記錄被 

 刪除，訊息中心裡的記錄 

 也會自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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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回覆/轉送 

 

選擇回覆或轉送 

訊息回覆和轉送 

1. 在訊息中心“收件”處 

 進入要回覆/轉送的訊 

 息； 

2. 按 ； 

3. 選擇回覆或轉送； 

4. 編輯訊息； 

5. 編輯完按 或 

 。 
 

寄件人郵址設定 

在訊息中心的“發出”目錄

上按下拉功能列 ，然

後點選“寄件人郵址設定”

去設定您的寄件人郵址和名

稱。沒有設定之前系統會使用

預設值。 

 

地址列 

地址簿功能 

1. 在訊息中心的地址簿裡 

 按個別地址編輯 

 以名字尋搜 

 新增記錄 

2. 按了 後輸入名字 

 讓系統搜尋記錄； 

3. 按了 後輸入細節 

 然後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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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地址 

編輯地址簿裡的“電話”時

系統容許一些分隔符：例如電

話 號 碼 “1234-5678” 裡 的

“-”。此外，空間和括號鍵

也是容許的，例如： 

“(852) 1234-5678” 

 
注意：電郵傳送和按“[更多]”下載內容所涉及的額

外網絡用量，會從基本月費所包含的網絡使用部份裡扣
除。 
 

§ 其他應用 

 

其他應用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應用”進入。“應
用”裡面包括了十個電子遊戲和應用程式，由於它們容
易使用，這裡只作簡單說明。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蘋果棋 

與系統對奕，您用黑棋先下。

右下角顯示黑、白棋在棋盤佔

有數目。下完按 或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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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骰仔遊戲 

按 搖骰；按 改變骰子數

目。用完按 離開。 

 

 

救火英雄 

按 開始遊戲。開始後按

或 控制救火

員。玩完按 離開。 

 

 

砌磚遊戲 

按 開始遊戲。玩時按

、 控制磚塊；按 扭轉磚

塊；按 加速磚塊落下。玩完

按 離開。 

MANGO STOCK II 用戶指南  50 

 

四子連環 

按 選擇與系統或其他對手

對奕。選擇後按 下棋。您用

白棋先下。下完按 離開。 

 

 

珠璣妙算 

在 A、B、C、D、E、F 六個字

母中猜四個。輸入完按 ；更

改按 。猜對了字母及位置會

得 ；只猜對了字母會得 。

玩完按 或 離開。 

 

 

地雷陣 

按 將格打開；按 然後

將格識別為地雷。玩完按 或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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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爪魚 

按 開始遊戲。開始後

按 或 控制潛水

員。玩完按 離開。 

 

 

星球大戰 

按 開始遊戲。開始後

按 、 控制太空船；按 發

炮。玩完按 離開。 

 

 

計時器 

按 開始計時。開始前可以

按 調較向上、向下計時和

停止時間。計時中按 暫停

或按 重置。用完按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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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功能 

 

系統功能在訊息及系統目錄內按“系統”進入。 
 

畫面顯示 使用說明 

 

系統功能 

“系統”裡面包括了八個功

能。有些設定須要按確定；有

些使用完按 離開。 

 

 

日期時間 

年、月、日、時、分、秒按

或 選取。日期格式按 

選取。上、下午按

選取。下面的兩個下

拉 列 和

是用來選取世界

時間及夏令、冬令調整。如果

當地沒有夏、冬令調整，調整

值應設為“+0 小時”設定後

按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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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鬧設定 

設定每日鬧鐘時、分、上、下

午、和鈴聲。您還可以在下面

選擇個別星期天響鬧與否(預

設是星期日不響鬧)。設定後

按 確定。所設鬧鐘值會在訊

息及系統目錄中顯示。 

 

 

系統警示 

設定系統警示方式：包括響

聲、震動、同時響震、靜音等。

如選擇了響聲警示，您還可以

選擇鈴聲。“屏幕聲響”是指

按屏時會否帶響聲提示；“未

讀提示”是指當有未閱讀的

訊息時系統會不會定時發出

提示。設定後按 確定。 

 

屏幕設定 

用此功能設定自動關屏時間

和光暗對比。設定後按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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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位校正 

當您發現觸屏對位不準確

時，可以用此功能來調校。調

校時您必須對準四個對位交

叉點然後各點一下。設定後按

確定。 

 

 

用量統計 

查看現時及上月份的股票和

雙向網使用量(第 2 章“用量

計費”)：“可用”是基本月

費裡包含的用量；“已用”是

實際用量。除非超額很大，否

則“狀態”應為“正常”。如

果“暫停”了，請與服務部聯

絡重開。看完按 離開。 

 

通訊參數 

在此查看終端機的識別號

碼、訊號強弱(50 為最強)、頻

道 編 號 、 通 訊 狀 態 等 。

“LIVE”是指雙向網處開通

狀態。至於漫遊設定，請向服

務部查詢有關詳情。設定後按

確定或按 離開。 
 

 注意：誤設漫遊地區會 

 導致雙向網運作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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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源 

查看剩餘電量和各應用的剩

餘記憶容量。用完按 離開。

 

 

系統語言 

設定系統語言，用完按 離

開。 

 

 

電源管理 

設定省電模式和關機(第 2 章

“充電和省電”)。設定後按

確定或按 離開。 
 

 注意 1：關機後須按住 

 開關鍵兩秒重開。 

 注意 2：關機後所有廣播數

據都接收不到。如非必要，請

勿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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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產品規格 
 

項  目 規  格 

顯示屏  160 x 132 點 x 4 灰度 

 手寫型輕觸面，綠色背光 

輸入  內置蒙恬手寫辨識系統 

 英文及標點號鍵盤 

字形  中文繁、簡、粗、幼、大、小字體 

 英文粗、幼、大、小字體 

按鍵和插孔  “硬”鍵 5 個，輕觸功能鍵 7 個，

耳機孔、充電孔、重置孔各 1個 

記憶體  8Mbyte 快閃記憶 + 8Mbyte RAM 

電池  1100 mAh 內置式鋰離子充電池 

內置無線電  數據廣播接收器 

 金網雙向無線數據機 

 FM 立體聲數碼收音機 

重量  134 g 

操作溫度範圍  -10 至 50℃ 

尺寸   93L x 63W x 22D (mm) 

各應用記憶容量  訊息儲存：電郵收件 100 個；傳呼和

提示 100 個； 

 地址簿：250 記錄 

 行事曆：250 記錄 

 字典：4萬條 (金山詞霸) 

 監察表：20 條 

 
 



 
常 見 問 題 

 
問： 為什麼有時按了開關鍵卻開不到機？ 
答： 開機時須要把開關鍵按住兩秒。另外，系統會因

為低電而自動關機，這時請先充滿電再開機。 
 
問： 為什麼有時充了電很快便用完？ 
答： 請您充電時留意有沒有充滿。一般來說，充滿電

後電量可維持 2-5 天，視乎省電設定。 
 
問： 如果要暫停使用，怎樣才可以保存資料？ 
答： 應該先充滿電然後關機。這樣資料可以保存數月。 
 
問： 服務費是怎樣計算的？ 
答： 詳情應向本公司服務員查詢。但一般來說，瀏覽

股票報價和使用雙向查閱涉及到的用量會從基本
月費所包含的網絡使用部份裡扣除，基本月費扣
盡後的使用量會帶額外收費。至於股票交易和其
他廣播資訊，如新聞、天氣等則不收費。 

 
問： 資訊需要主動下載才看到嗎？ 
答： 一般來說，不用。因為很多種類的資訊，特別是

實時數據如股票報價等都是以廣播形式自動發送
到您的機裡面，給您隨時使用。也有部份資訊需
要下載，例如較長的電郵等。 

 
問： 遇到接收不良時應該怎樣做？ 
答： 雖然本公司的網絡覆蓋十分全面，但有些位置仍

然是無線電訊號無法到達的。在這些地方，您不
妨將機直拿或者把它放回機座上，這樣對接收、
傳送都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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