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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tex S5 智慧手錶說明書 

使用注意事項： 

⚫ 產品在使用前請先充電超過 2 小時。 

⚫ 產品於水中禁止按按鍵、滑螢幕等操作。 

⚫ 本產品為 IP68 等級防水，但不適用於潛水、泡熱水、泡湯

等場合。超過 3 米以上的潛水或在水下進行按鍵操作可能

道致產品進水，屬於破壞性使用。人為損壞將不享產品保

固及免費維修。 

⚫ Vortex S5 可配對機型為 Android 系統 4.4.4（含）以上

版本的 Android 手機，或 iOS 7.0（含）以上版本的 iPhone

手機。 

⚫ 本公司保留不作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對本說明書做內容修改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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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物 

⚫ Vortex S5 智能手錶本體及錶帶 

⚫ Vortex S5 智能手錶 USB 界面充電線 

⚫ 快速入門卡（內含本說明書及 App 之下載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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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快速使用 

Vortex S5 的錶帶是可拆卸的，請依箭頭方向推動彈性鎖

來取下或裝上錶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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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以下步驟，可以快速設定 Vortex S5 與手機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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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功能 

Vortex S5 智慧手錶有以下主要功能。請按照前述方式將

手錶與手機藍牙配對成功，以使用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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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話

A. 撥號 

選擇“電話->撥號盤”，點擊數字鍵盤輸入號碼後，再點

擊左下角通話圖示，即可撥號。 

B. 電話簿 

可同步手機端電話聯絡人到 Vortex S5。 

C. 通話記錄 

可同步手機端通話記錄，並可對任一聯絡人進行撥號動作。 

D. 訊息 

與 Android 手機藍牙配對成功後可同步手機訊息。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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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僅支援簡訊通知，不顯示簡訊內容。 

E. 接聽或拒絕來電 

直接從 Vortex S5 接聽或拒聽來電。上下滑動螢幕，可以

調節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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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

A. 心率 

點選心率功能，點擊紅色愛心圖標開始測量，從上往下滑打

開選項界面，查看歷史記錄及用戶幫助，可設置心率測試模

式：單次或連續。請注意心率功能僅適用運動管理之參考。

心率測試時，請將手錶舒服佩戴在手腕上，並確認手錶不會

輕易晃動。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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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步 

手錶開機後會自動計步（手錶和手機藍牙配對成功後)，打

開手機端 App，手錶端計步數據會自動同步，或點擊同步

數據即可手動同步至手機端。手錶端數據會在凌晨 12 點歸

零，向上滑動打開設定界面，可設置狀態關閉、開啟、目標、

性別、身高、體重以及查看歷史記錄 

重置計步數據之操作步驟：手錶端“設定”→“恢復原廠設

定”→“重置”→手錶關機自動重啟。 

C. 睡眠監測 

手錶默認睡眠監測時間為 22:00 至 8:00，向上滑動打開選

單介面，可設置狀態關閉或開啟，及查看歷史記錄。 

手機 APP 端點擊同步數據可同步手錶端睡眠數據 。 

D. 久坐提醒 

設定一個久坐時間(300 分鐘以內，以 30 分鐘為間隔，0 分

鐘為關閉提醒)。設置成功後，當久坐時間到達，手錶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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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提示視窗。 

E. 喝水提醒 

開啟此功能後手錶默認每天從 9:00 到 21:00，每間隔一個

小時提醒一次(–號代表關閉提醒，○表示打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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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遠程

A. 遙控相機 

手機端打開相機，手錶端點擊遙控相機即可成功遙控手機拍

照，拍攝完會的照片會保存在手機端。 

B. 藍牙音樂 

手錶端可以控制手機播放音樂，音樂即在手機上播出。 

C. 防丟 

手錶與手機藍牙配對成功後，可透過分動穿戴來啟動找尋裝

置，手錶端點擊防丟，手機端會振動響鈴，手機端點擊查找

設備，手錶端會響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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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具

A. 鬧鈴 

可以設置單個或多個鬧鐘，自定義鬧鈴時間，響鈴次數、鈴

聲及提醒類型 

B. 計算機 

點擊輸入數字後進行加減乘除運算 

C. 日曆 

查看當天日期，點擊紅色貫型按鈕，可查看當月月曆，上下

滑動螢幕可切換月份 

D. 秒錶 

點擊左下角按鈕開始計時，在該界面點擊右下角按鈕可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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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點擊左下角按鈕可暫停計時，上下澤動螢幕可查看歷

史數據，再點擊右下角按鈕數據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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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知

手機端通知欄收到的新消息將會於手錶端顯示通知。 

6. 藍牙

初次使用時，請照以下兩步驟連接 Vortex S5 與手機。

步驟一：手錶搜尋手機藍牙 

在 Vortex S5 上點擊“藍牙”功能，然後點擊“搜尋藍牙

裝置”，選擇要配對的手機藍牙名稱，點擊配對，手機端/

手錶端均點擊同意後即可配對。 

步驟二：安裝 App 

手機透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分動穿戴” 

APP（iPhone, Android）, 點選登入註冊後至 APP 內新增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5%88%86%E5%8B%95%E7%A9%BF%E6%88%B4/id1020887419?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ct.fundowear.btnotification&hl=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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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後即配對完成 (詳細操作請參閱 APP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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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定

A. 藍牙設定 

在手錶與手機藍牙未連接成功的情況下，手錶端設置中可打

開/關閉藍牙 

在手錶與手機藍牙連接成功的情況下，手錶端設置中不能成

功操作關閉藍牙，需在手錶端藍牙功能內點擊連接設備並斷

開連結，或直接在手機端斷開連結 

B. 時鐘 

設置時鐘類型，設置後會成功在街機界面顯示 

關閉時間自動同步，可手重設置時間及時間格式 

開啟時間自動同步，與手機藍牙配對成功後，手錶端會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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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時間 

C. 聲音 

設置提醒類型：響鈴、震動、響鈴及震動、響鈴後震動、靜

音 

選擇鈴聲 

選擇通知提示音 

D. 音量 

設置多媒體、鈴聲、通知提示音音量 

E. 顯示 

調節螢幕高度、選擇休眠時間 

F. 多語言環境 

關閉自動同步，可選擇設置中、英文語言 

開啟自動同步，手錶端同步與配對手機端語言 

G. 動作 

來電翻轉靜音：開啟時，有來電翻轉手錶可自動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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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鐘翻轉靜音：開啟時，鬧鐘時間到手錶翻轉可自動靜音 

手勢喚醒系統：開啟時，抬起手錶 90 度朝向自己正前方即

可喚醒 

晃動接聽電話：開啟時，在來電界面晃動手錶兩三下可接聽

來電 

H. 恢復原廠設定 

手錶點擊恢復出廠設定後手錶自動重啟後會清除所有設定

及數據，並恢復到初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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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動穿戴 APP 

至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下載分動穿戴 App 並開啟，依

下列步驟執行啟動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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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常見問題與回答 

1. 手錶無法開機

⚫ 按開機鍵時間過短，請按主開關鍵超過 3 秒的時間 

⚫ 電池電量過低，請連接充電器充電。(用 5V2A 電流更易

充電，電腦充電可能需要 30 分鐘以上 ) 

2. 手錶會自行關機

⚫ 電池電量過低手錶會自動關機，請連接充電器進行充電 

3. 手錶使用時間很短

⚫ 電池電量未充飽，請確保充電時間足夠(充滿最短 2 小時) 

4. 手錶無法正常充電

⚫ 請檢查電池是否可用，電池會依使用時間增加逐漸降低

性能 

⚫ 充電器是否正工作正常，可以更換新充電器嘗試 

⚫ 充電連線是否有連接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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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到來電時沒有顯示來電姓名

⚫ 藍牙連接時，未選擇上傳通訊錄；或是未勾選同步通訊錄 

⚫ 斷開再連接時，未同步通訊錄，請再次配對藍牙動新連

接 

6. 通話聲音品質不太好

⚫ 智能手錶與手機距離太遠，BT 信號太差(藍牙需在直線距

離 10 米之內) 

⚫ 手機所在處信號不好，請更換至收訊良好處播打電話 

7. 分動穿戴數據無法同步

⚫ 未執行註冊並登錄，請執行註冊登錄並點選資訊同步 

⚫ 藍牙未雙向連接 

⚫ 訊號不好，請斷開藍牙重新連接後上傳數據

Natalie
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