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ye Mobile for iPhone 1.1 操作說明

1. 概述
Dr.eye Mobile for iPhone 1.1 是一款為 iPhone 和 iPod Touch 量身定做的翻譯學習軟體，是您隨身攜帶的英語學習好助手。
Dr.eye Mobile for iPhone1.1 包括英漢漢英辭典和線上辭典查詢、生字筆記、資料同步等功能，並且提供英文單字的真人發音。

注意：此操作說明中，為使文字簡潔，很多地方使用 Dr.eye 作為 Dr.eye Mobile for iPhone 1.1的簡稱。


2. 英漢漢英辭典
在 Dr.eye 首頁中按 英漢漢英辭典，進入英漢漢英辭典查詢頁面。預設英漢漢英辭典查詢頁面顯示英漢辭典單字清單，按清單中任一單字可以查看其解釋。
小秘訣：按 切換 按鈕，可以切換至漢英辭典單字清單。

2.1 查詢單字
按查詢輸入框，開啟輸入鍵盤；
	輸入需要查詢的單字（英文或中文），按Search / 搜尋 按鈕；
小秘訣：
按查詢輸入框後的 file_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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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空輸入框內容；
按輸入鍵盤中的 file_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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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切換輸入語言。
進入單字解釋頁面，按字義、變化、片語、同義、反義，可分別查看此單字的相關內容；
注意：輸入的英文單字不存在，按 Search / 搜尋 按鈕，將顯示拼寫相似的候選單字清單，按候選單字中某一單字可以查看其解釋。
在解釋頁面中按不同按鈕，可以進行如下更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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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或縮小解釋內容字體；
file_6.png

file_7.wmf

	：播放當前英文單字真人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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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當前辭典中的前一個單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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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當前辭典中的後一個單字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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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加入生字筆記 選項，選取 加入生字筆記，將當前單字加入生字筆記。

	在解釋頁面中按 英漢漢英辭典 按鈕，返回英漢漢英辭典首頁；
	按 完成 按鈕，關閉輸入鍵盤，完成單字查詢。


2.2 萬用字元查詢
在查閱英文單字時，如果您忘了某個單字的完整拼寫，只記得其中幾個字母，可以使用萬用字元 ? 和 * 幫助您查詢所需單字。 
?：使用這個符號代替您不知道的一個字母。
*：使用這個符號代替您不知道的若干個連續的字母。 
舉例說明：
	假設您想查詢 gold 這個單字，但有點混淆，忘了是 gild、geld 還是 gold。這時，請鍵入 g?ld。 
	按Search / 搜尋 按鈕後將出現候選單字清單，該清單中將包含所有以 g 開頭、以 ld 結尾，且只有四個字母組成的單字。 
	在候選單字清單中按您要查詢的單字gold，即可查看該單字的解釋。 


2.3 歷史查詢記錄
在英漢漢英辭典首頁，按 歷史查詢 按鈕，可以查看最近查詢的單字清單。在該清單中按某一單字，可以查看該單字的解釋內容。您也可以按 編輯 按鈕，切換至歷史查詢編輯模式，刪除部分不需要的歷史查詢記錄。
	按單字前的 file_1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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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該圖示將變為 file_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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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單字後出現 刪除 按鈕，按 刪除 按鈕即可將該單字從歷史查詢清單中刪除；
	按 全部刪除，可以清空歷史查詢記錄；
	按 完成，返回 歷史查詢 檢視頁面。

注意：歷史查詢清單只顯示最近查詢過的200個單字。

3. 線上辭典
在連線狀態下，可以在 Dr.eye 首頁中按 線上辭典，進入線上辭典頁面，查詢更多字義。
	按查詢輸入框，開啟輸入鍵盤；
	輸入需要查詢的單字（英文或中文）；

小秘訣：按輸入鍵盤中的 file_1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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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切換輸入語言。
按 完成 按鈕，關閉輸入鍵盤，然後按 file_2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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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單字解釋；
小秘訣：輸入完成後您可以按鍵盤中的 前往 / Go 按鈕直接進行查詢。
	進入單字解釋頁面，按字義、變化、片語、辨析、衍生，可分別查看此單字的相關內容；
	在解釋頁面中，您可以按 英漢辭典 / 漢英辭典 / 國語詞典 或 大眾字典，分別查看當前單字在 Dr.eye 權威字（英漢辭典 / 漢英辭典 / 國語詞典）和大眾字典中的解釋。
	在解釋頁面中按 Dr.eye譯典通 按鈕，返回 Dr.eye 首頁。


4. 生字筆記
生字筆記可以協助用戶進行單字背誦和記憶。在英漢漢英辭典查詢時，將不認識和需要反覆記憶的單字加入生字筆記，具體操作參看 查詢單字。
在Dr.eye 首頁中按 生字筆記 按鈕，進入生字筆記頁面，檢視需要背誦和記憶的單字清單。
在該清單中按某一單字，可以查看該單字的解釋內容。您也可以按 編輯 按鈕，切換至生字筆記編輯模式，刪除已背誦完成的單字。
	按單字前的 file_2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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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該圖示將變為 file_2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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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單字後出現 刪除 按鈕，按刪除按鈕即可將該單字從生字筆記中刪除；
	按 完成，返回 生字筆記 檢視頁面。

注意：生字筆記最多可以儲存200個單字。

5. 辭典設定
在Dr.eye 首頁中按 辭典設定 按鈕，進入辭典設定頁面。
按 開啟Dr.eye 後立即進入辭典查詢 後的 file_2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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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變為 file_2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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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那麼以後啟動 Dr.eye 後將不出現 Dr.eye 首頁，立即進入英漢漢英辭典查詢頁面。

6. Dr.eye 會員空間
在Dr.eye 主界面中按 Dr.eye 會員空間 按鈕，進入Dr.eye 會員空間頁面。在Dr.eye 會員空間可進行會員帳號綁定以及生字筆記和歷史查詢資料的同步。

6.1 會員帳號綁定
1. 按 會員帳號綁定 按鈕，進入會員帳號綁定頁面。
2. 輸入會員帳號和密碼，然後按 綁定 按鈕。
注意：此處會員帳號是指您在Dr.eye 網站上註冊的會員帳號。如果您尚未註冊成爲Dr.eye 會員，可登入 www.dreye.com/tw 進行註冊。

6.2 資料同步
生字筆記和歷史查詢資料同步操作步驟相似，這裡以生字筆記資料同步爲例。
注意：進行資料同步前必須先完成會員帳號綁定。

按 生字筆記資料同步 按鈕，進入生字筆記同步頁面。
	按 本機資料 或 網路資料 按鈕，可以分別檢視本機或網路中生字筆記內容。
	按 資料同步（本機連到網路） 或 資料同步（網路到本機） 按鈕，完成本機和網路兩端生字筆記資料同步。
注意：
進行本機連到網路資料同步，需首先按 本機資料 按鈕，將當前頁面內容切換至本機資料。進行本機到網路資料同步後，本機資料將同步至網路；
進行網路到本機資料同步，需首先按 網路資料 按鈕，將當前頁面內容切換至網路資料。進行網路到本機資料同步後，網路資料將同步至本機。

7. 退出
按手機的 Home 鍵，退出Dr.eye。

8. 客戶服務
公司名稱︰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 66 號
產品網站︰http://www.dreye.com/tw
客服專線︰+886 (02) 2880-9177
傳    真︰+886 (02) 2880-9184
E-mail︰service@dreye.com
服務時間：非國定假日之 9:00am - 9: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