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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P525 使用者指南 — 繁體中文
本使用者指南中的部份內容可能會因您的手機軟體版本
或系統服務供應商的服務內容變更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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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效率使用準則
請閱讀下列簡要原則。 若
未遵守這些原則可能會違
反法令或造成危險。

曝露於無線電頻率能量
無線電波輻射和電磁波能
量吸收比值 (SAR) 資訊
LG-P525 手機的設計符合
有關無線電波輻射的安全
要求。 這些要求根據科學
原則而制定，並具有一定
的安全範圍，可確保不同
年齡和健康狀況之使用者
的安全。
• 無線電波輻射標準所
採用的計算單位稱為
「電磁波能量吸收比
值」(Specific Absorption
Rate，SAR)。 測量 SAR
所採用的是標準方式，
即測量手機在所有可用
波段中以最高認可發射
功率操作時的 SAR。
• 也許不同型號 LG 手機
的 SAR 等級會有所差
異，但所有手機的設計

均符合無線電波輻射的
相關標準。
• 根據國際非電離輻射防
護委員會 (ICNIRP) 的建
議，在 10 公克人體組
織上計算出的平均 SAR
限制為 2 瓦特/公斤。
• LG-P525 經政府認可的
實驗室測試後，SAR 標
準值 2.0 W/Kg(10g)，送
測產品實測值為 0.948
W/Kg(10g)。 為減少電磁
波影響，請妥適使用手
機。 本機限在不干擾合
法電臺與不受被干擾保
障條件下於室內使用。
•經
 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
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
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
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
能。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
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
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
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
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
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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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
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
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
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
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設備之干擾。

產品保養與維護
警告：請僅使用經
過認可可與此特定手機
型號搭配使用的電池、
充電器及配件。 使用任
何其他類型的電池將會
導致相關的手機保固權
益喪失，並有可能損壞
手機。
•請
 勿自行拆卸本裝置。 在
需要進行維修時，請由合
格的維修技術人員維修。
•手
 機應遠離電視、收音機
或個人電腦等電子設備。
• 手機應遠離熱源，如散
熱器或電鍋附近。
• 切勿讓手機掉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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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讓手機承受機械震
動或撞擊。
• 特殊法規限制的所有區
域中，請關閉手機。 例
如，請勿在醫院中使用
手機，否則可能會影響
敏感的醫療設備。
• 請勿以潮濕的雙手操作
正在充電中的手機。 這
可能引起觸電並造成手
機嚴重的損壞。
• 請勿在易燃物附近為手
機充電，因為手機會變
熱，從而釀成火災。
• 請使用乾布來清潔手機
外殼 (請勿使用如苯、
稀釋劑或酒精等溶劑)。
• 請勿將手機放在柔軟的
家飾品上充電。
• 請在通風良好的地方為
手機充電。
• 請勿將本裝置置於濃煙
或塵埃中。
• 請勿將手機和信用卡或
磁條車票放在一起，以
免損壞磁條內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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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效率使用準則
• 請勿用銳利物品觸碰螢
幕，以免損壞手機。
• 請勿將手機置於液體或
潮濕環境中。
• 請小心使用如耳機等配
備。 除非必要請勿碰觸
天線。

高效率手機操作
電子裝置
• 未經許可，請勿在醫療
設備旁邊使用行動電
話。 請勿將手機置於胸
前口袋中，以免影響心
律調整器。
• 行動電話可能會對某些
助聽器造成干擾。
• 少量干擾也可能會對電
視、收音機、電腦等造
成影響。

行車安全
請查閱您行車區域當地對
於使用行動電話的法令與
規定。

• 開車時切勿使用手持行
動電話。
• 請務必專心開車。
• 如有可能，請使用免持
裝置。
• 如行車狀況允許，請在
路邊停車，然後再撥打
或接聽電話。
• 無線電波可能會影響車
上的電子系統，如汽車
音響、安全設備。
• 您的汽車配備安全氣囊
時，請勿在其附近安裝
或放置手持無線設備。
不當操作將會導致嚴重
傷害。
• 如果您在出門的時候聽
音樂，請務必將音量調
整到適當程度；這將使
您注意周遭的環境。 當
您要過馬路時，請務必
注意。

避免損害聽力
如您暴露在巨大聲響下或
長時間暴露在聲響下，您
的聽力可能會受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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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建議您不要在耳
朵附近開啟或關閉手機。
我們亦建議您將音樂及電
話音量設定為適當程度。
注意 : 我們建議在聆聽
MP3 音樂時，請注意耳
機音量不宜過大，以免
傷害聽力。

爆破區域
請勿於正在進行爆破作業
的區域使用手機。 請參
閱禁止告示，並遵守條例
規章。

具有潛在爆炸危險的
環境
• 請勿在加油站使用手
機。
• 請勿在汽油或化學品附
近使用手機。
• 請勿使用放置有行動電
話與配件的汽車運送或
在其內存放可燃性的氣
體、液體或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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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上
無線裝置會對飛機造成干
擾。
• 搭機前請務必關閉您的
行動電話。
• 未經空服人員許可，
在地面停駐時也請勿
使用。

兒童安全
請將手機置於幼兒不易接
觸的安全地方。 手機有許
多細小零件，若經拆解誤
食，可能會造成哽塞窒息
意外。

緊急電話
緊急電話不一定適用於所
有行動網路。 因此，請勿
過於依賴手機來撥打緊急
電話。 詳情請諮詢當地的
服務供應商。

電池資訊與保養
• 電池充電前，無須完全
放電。 與其他電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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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效率使用準則
不同的是，本電池的性
能不會受到記憶效應的
影響。
• 僅限使用 LG 電池和充
電器。 LG 充電器的設
計可最大化電池的使用
壽命。
• 請勿自行拆開電池或造
成電池短路。
• 請保持電池金屬接觸點
的清潔。
• 如果電池效能明顯降
低，請更換電池。 此
電池可重複充電數百
次，直到需要更換電池
為止。
• 如果長時間未使用電
池，請重新充電以取得
最大可用性。
• 請勿將電池充電器置於
日光下曝曬，也不要
用於高濕度環境 (如浴
室)。
• 請勿將電池置於太熱或
太冷的地方，否則可能
會降低電池效能。
• 如果更換的電池類型不

正確，可能會有爆炸的
危險。
• 請根據製造廠商的指示
丟棄用過的電池。 請您
盡可能做好回收。 切勿
當作家庭廢棄物丟棄。
• 如果您需要更換電池，
請將電池送到距離最近
的授權 LG Electronics 服
務中心或經銷商處尋求
協助。
• 手機充完電後務必將充
電器自插座移除，以節
省充電器不必要的電力
損耗。
• 實際電池壽命將依網路
設定、產品設定、使用
設定、電池及環境狀況
而不同。

外部記憶卡
注意：記憶卡內如有儲存
的檔案內容, 若將記憶卡
進行格式化，則該儲存的
檔案內容將被刪除而無法
恢復。請在格式化記憶卡
前，事先備份記憶卡內儲
存的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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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IM 卡
當您申請網路服務，您會
收到插入式 SIM 卡，內含
您的 PIN 碼、任何可選用
的服務及許多其他項目的
訂閱詳細資料。
注意 !
插入式 SIM 卡及其接點
很容易因刮劃或彎曲而受
損，因此在操作、插入或
取出 SIM 卡時請小心。 請
將所有 SIM 卡置於兒童無
法拿取的地方。

2 取出電池。

3 插入 SIM 卡。

圖例
取出電池前，請務必關閉
手機並拔除充電器。
1 打開背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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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SIM 卡與手機電池
4 插入電池。

5 蓋上背蓋。

6 為電池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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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雙 SIM 卡
警告：將 SIM 卡插
入卡槽前請先確認 SIM
卡邊緣線條整齊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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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插入兩個 SIM 卡時，
您會在螢幕左上方看到兩
個網路訊號圖示。
若要選擇或切換 SIM 卡，
請按[功能表] 然後依序選
擇 [雙 SIM 卡設定] 及 [SIM
卡切換]。
提示！ 當您切換時就會
看見以背景顏色反白顯
示的網路訊號。 這可方
便您識別所選 SIM 卡的
訊號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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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手機
聽筒
通話鍵
用於撥打電話與接聽來電。

返回/清除鍵
返回上一個螢幕。
結束鍵

音量鍵
•螢
 幕處於待機螢
幕時：鈴聲和觸
控音音量。
• 通話時：聽筒音
量。
• 調低音量按鍵：
按住以啟動/取
消靜音設定。

立體聲耳機接頭

鎖定鍵：鎖定螢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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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提示
• 若要選擇項目，請觸控
圖示中央。
• 請勿按得太用力。 只要
輕輕但明確的觸控，就
足以讓觸控螢幕感應。
• 請使用指尖觸控所要的
選項。 請小心不要觸控
到其他按鍵。
• 只要 LG-P525 不在使用
中，螢幕就會返回鎖定
畫面。

控制觸控螢幕

捲動
從一端拖到另一端以便捲
動。 在通話記錄清單等畫
面上，您還可以向上或向
下捲動。

LG-P525 觸控螢幕上的控
制項會視您正在執行的工
作而動態變更。
開啟應用程式
要開啟任何應用程式，只
要觸控其圖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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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待機螢幕
您可以在所有待機螢幕類型立即拖曳和按一下您所需要
的功能。
啟動
Widget 待機螢幕 - 當您觸控螢幕
左下方的
時，便會顯示手機
Widget 面板。 當您拖曳 Widget 進行
註冊時，Widget 會在放下的點建立
Widget。

啟動
快速撥號待機螢幕 - 當您觸控
時，便會顯示快速撥號清單。 您可
以在此待機螢幕中直接撥號、發送訊
息或是編輯通訊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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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功能表螢幕
您可以在整個功能表螢幕
中，從一端拖曳到另一端
以立即捲動至您需要的功
能。 若要在功能表螢幕之
間切換，只需在顯示畫面
上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快
速擦過。
1 通話螢幕 - 在此功能表
中發送訊息或撥打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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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
 媒體螢幕 - 使用
Google 功能表或發送電
子郵件。

3 應
 用程式螢幕 - 在此功
能表中使用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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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
撥打電話
1 觸
 控
開啟按鍵。
2 使用按鍵輸入數字。
3 觸控
開始通話。
提示！ 若要輸入 + 號
以撥打國際電話， 0 +
請按住。
按鎖定鍵可鎖定觸控螢
幕，以免誤觸按鍵而撥出
電話。

從通訊錄撥打電話
1 從
 待機螢幕觸控
以
開啟 通訊錄。
2 觸碰螢幕頂端的 [搜尋]
欄位方塊，然後使用按
鍵輸入您要通話的通訊
錄的前幾個字母。

3 從篩選的清單中觸控要

通話的通訊錄旁的 [通
話] 圖示。 如果該連絡
人不只一組電話號碼，
則會使用預設號碼撥打
電話。
4 或是您可以觸控通訊錄
名稱，如果該通訊錄有
一組以上的號碼，請選
擇要使用的號碼。 您也
可以觸控
以撥打電
話至預設號碼。

接聽與拒接來電
當手機鈴響時，觸控智慧
型按鍵以接聽來電。
若要將鈴聲調為靜音，請
長按解除鎖定。 這樣會解
鎖已鎖定的手機，然後觸
碰靜音。 如果您在開會時
忘了將使用設定更改為靜
音，則可使用上述方法。
觸控 拒接以拒接來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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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通用通話設定
1 觸
 控設定功能表中的通
話設定。
2 來電拒接 - 將開關滑向
左可開啟此功能。 您可
以觸控 [拒接清單] 來選
擇所有通話、通訊錄或
群組，或所有無註冊號
碼，所有無來電號碼。
•發
 送本機號碼 - 選擇是
否在撥出電話時顯示您
的號碼。
• 自動重撥 - 將開關滑向
左可開啟或滑向右可關
閉此功能。
• 接聽模式
按發送鍵：可讓您只
在按下
按鍵時接聽
來電。
按任意鍵：可讓您按下
任何按鍵 (除了
按鍵
外) 以接聽來電。

G-P525_TWN Taiwan_1.0_1213.indd15 15

•分
 鐘提示 - 將開關滑向
左開啟提示，通話期間
每一分鐘都會聽見提
示音。
• 藍牙接聽模式 - 選擇 [至
免持裝置] 可使用藍牙
耳機接聽來電，或選擇
[至手機]，按下手機按
鍵即可接聽來電 或至應
答裝置。
• 儲存新號碼 - 選擇 [開
啟] 或 [關閉] 以儲存新
號碼。

通訊錄
搜尋通訊錄
1 觸
 控通訊錄。
2 觸控搜尋。
3 您會看到通訊錄清單。
在 [名稱] 欄位中鍵入通
訊錄名稱的第一個字母
後，功能表就會移動至
清單中該字母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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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通訊錄
1 觸
 控通訊錄，然後觸控
新增。
2 選擇是否要將通訊錄儲
存至內部記憶體或 SIM
卡。
3 輸入名字和姓氏。
4 每個通訊錄最多可輸入
五組不同的號碼。
5 新增電子郵件位址。 每
個通訊錄最多可輸入兩
個不同的電子郵件地
址。
6 將通訊錄指定至一個或
多個群組。
7 觸控儲存以儲存通訊
錄。

更改通訊錄設定
您可以調整通訊錄設定，
以便通訊錄能符合您個人
的喜好設定。
觸控選項按鍵
，然後觸
控設定。

•顯
 示名稱 - 選擇要先
顯示通訊錄的名字或
姓氏。
• 複製 - 將通訊錄從 SIM
卡複製至手機，反之亦
然。 您可以一次複製一
位通訊錄，或是一次複
製全部的通訊錄。
• 移動 - 此選項的運作方
式與 [複製] 相同，但
通訊錄只會儲存在新位
置。 因此，一旦將通訊
錄從 SIM 卡移動至內部
記憶體，就會從 SIM 卡
記憶體刪除該通訊錄。
• 透過藍牙發送所有通訊
錄 - 透過藍牙發送通訊
錄中的所有通訊錄至其
他手機。
• 備份通訊錄 / 還原通訊
錄 - 儲存或還原通訊錄
數據至其他儲存裝置。
• 刪除所有通訊錄 - 刪除
所有的通訊錄通訊錄。
如果確定要刪除所有的
通訊錄，請觸控 [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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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輸入文字

LG-P525 將文字訊息和多
媒體訊息結合成一個直覺
式且容易使用的功能表。

您可以觸碰
及輸入法
來選擇輸入法。
觸控
以開啟 T9 模
式。 只有當您選擇按鍵作
為輸入法時，才會顯示此
圖示。
觸控
即可在數字、符
號和文字輸入之間變更。
使用 Shift 按鍵即可在大寫
或小寫輸入之間變更。

發送訊息
1 觸
 控功能表中的訊息。
然後觸控編輯訊息，開
始撰寫新訊息。
2 觸控插入以新增圖片、
影片、聲音、範本等。
3 觸控螢幕頂端的收件
者，以輸入收件者。 然
後輸入號碼，或觸控
選擇通訊錄。 您甚至可
以新增多名通訊錄。
4 就緒後觸控發送圖示。
警告：若將圖片、
影片或聲音新增到文字
訊息，則會將其自動轉
換成多媒體訊息，並據
此向您酌收費用。

G-P525_TWN Taiwan_1.0_1213.indd17 17

手寫辨識
在 [手寫] 模式中，您只要
在螢幕上書寫，LG-P525
就會將您的手寫文字轉換
成您的訊息。

設定電子郵件
在 [多媒體] 螢幕中觸控電
子郵件。
若尚未設定電子郵件帳
號，請啟動電子郵件帳號
設定精靈並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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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設定來檢查並
編輯設定。 您也可以檢查
建立帳號時自動填入的其
他設定。

更改您的文字訊息設定
觸控訊息並觸控設定。 選
擇文字訊息。
文字訊息中心 - 輸入訊息
中心的詳細資訊。
傳送報告 - 將開關滑向左
邊，以接收訊息已傳送的
確認訊息。
有效期 - 選擇訊息儲存在
訊息中心的期限。
訊息類型 - 將文字轉換為
文字、聲音、傳真、X.400
或電子郵件。
字元編碼 - 選擇字元的編
碼方式。 這項設定會影響
您的訊息大小，以及數據
費用。
長文字訊息發送方式 - 選
擇以多重文字訊息或 多媒
體訊息發送長訊息。

變更您的多媒體訊息
設定
觸控訊息，然後觸控設定
及多媒體訊息。
擷取模式 - 選擇本地網路
或漫遊地網路。 若您接
著選擇 手動，將只會收
到多媒體訊息的通知，然
後您可以決定是否要完整
下載。
傳送報告 - 選擇請求或允
許傳送報告。
讀取回覆 - 選擇要求或允
許回覆。
優先順序 - 選擇多媒體訊
息的優先順序等級。
有效期 - 選擇訊息儲存在
訊息中心的時間長度。
投影片播放時間 - 選擇投
影片出現在螢幕上的時間
長度。
不受支援的附件 - 選擇是
否要限制不支援的附件。
傳送時間 - 選擇發送訊息
前等候的時間長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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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訊息中心 - 從清單
中選擇多媒體訊息中心，
或是新增訊息中心。

社群網路服務 (SNS)
LG-P525 的 SNS 能讓您享
受和管理您的社群網路。
提示：Facebook 是預先
載入到手機上的內建
應用程式，存取相當
方便。 Twitter 是根據
Java 技術的 Java 應用程
式。 其他應用程式存取
WAP (無線應用通訊協
定) 服務。
注意：SNS 功能是需要
大量使用數據的應用程
式。 連接和使用線上服
務可能需要額外付費。
請洽詢您的網路供應商
以瞭解數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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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續 SNS)
首頁：登入後即可看到朋
友的更新狀態。 輸入您對
新狀態的註解或查看其他
內容。
個人檔案：您可以選擇 [留
言板] > [狀態更新]，並編
輯目前的狀態。 若要查看
您的資訊詳細資料和上傳
相片，請觸控 [媒體匣] >
[上傳相片]。
朋友：選擇 [搜尋] 即可
搜尋您在 Facebook 中的
朋友。
訊息：您可以查看 [收件
匣] / [寄件備份] 資料夾，
並編輯社群網路訊息。

相機
快速拍攝相片
1 觸
 控相機功能表。
2 當相機對焦在主題上，
觸控螢幕右側中央上的
以拍攝相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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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要切換到相機
模式或影片模式，請向
上/向下滑動觀景窗中
央右側的相機或影片
圖示。

觸控以刪除圖片。
觸控以立即再拍一張
相片。 您目前的相片將會
被儲存。
觸控以檢視已儲存相片
的媒體匣。

拍攝相片後

使用進階設定

螢幕中會出現拍攝的相
片。
您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觸控
。
發送 - 觸控此選項可以訊
息、電子郵件形式或透過
藍牙發送相片。
設為 - 觸控此選項以設定
螢幕圖片 (主螢幕待機圖
片、鎖定畫面待機圖片、
通訊錄圖片、來電圖片、
撥號圖片、開機圖片及關
機圖片)。
重新命名 - 觸控此選項以
重新命名相片。
編輯 - 觸控此選項以編輯
相片。

從觀景窗中，觸控
以開
啟所有進階設定選項。
選擇選項之後，觸控 OK
按鍵。
大小 - 更改相片大小以節
省記憶體
白平衡 - 選擇自動、燈
泡、晴天、日光燈及陰
天。
色彩效果 – 選擇新相片的
色調。
連拍 - 將主題置於觀景窗
中並按下擷取按鈕，就像
您拍攝一般相片一樣。 相
機會快速連拍相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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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計時器 - 可讓您設定
按下快門後多久才拍攝相
片。 選擇關閉、3 秒、5
秒或 10 秒。 如果您想一
起合照的話，這個功能很
有用。
夜間模式 - 適合在暗處拍
照時使用。
圖片品質 - 選擇最細緻、
細緻或標準。 質素愈細
緻，相片就愈銳利。 但檔
案也會變大，表示記憶體
能儲存的相片較少。
選擇儲存 - 選擇將相片儲
存到手機記憶體或外部記
憶體。
隱藏圖示 - 選擇要手動或
自動隱藏相機設定圖示。
顯示擷取的圖片 - 選擇 [開
啟] 可立即檢查拍攝的圖
片。
快門音 - 選擇三種快門音
的其中一種。
格線畫面 - 選擇關閉、四
格或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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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原廠設定 - 恢復所有
的相機原廠設定。

拍攝影片
快速拍攝影片
要切換到相機模式或影片
模式，向上/向下滑動觀景
窗中央右側的相機或影片
圖示。
1 水平握住手機，將鏡頭
朝向要拍攝的影片主
題。
2 按下紅點 。
3  REC (錄製) 會出現在
觀景窗底部，並會在其
底部顯示計時器，顯示
影片的長度。
4 若要暫停影片，請觸
控 ，選擇 可繼續
拍攝。
5 觸控螢幕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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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影片後

使用進階設定

出現靜態圖片，代表螢幕
上將出現拍攝的影片。 影
片的名稱會沿著螢幕底部
顯示，左下角及右下角則
會出現四個圖示。
觸控可播放影片。
您可以使用下列選項。
觸控
。
發送 - 觸控此選項可以訊
息、電子郵件形式或透過
藍牙發送影片。
重新命名 - 觸控此選項以
重新命名影片。
觸控此選項可刪除您剛
才拍攝的影片，觸控是即
可確認刪除。 觀景窗會重
新出現。
觸控此選項可直接拍攝
另一段影片。 您目前的影
片將會被儲存。
觸控此選項可檢視已儲
存影片和圖片的媒體匣。

從觀景窗中，觸控
以
開啟所有進階設定選項。
選擇選項之後，觸控 OK
按鍵。
色彩效果 - 選擇新檢視要
使用的色調。
白平衡 - 白平衡可確保影
片呈現出所有真實的白色
色彩。 為確保相機能正確
調整白平衡，您可能需要
決定光線條件。 選擇自
動、燈泡、晴天、日光燈
和陰天。
品質 - 選擇最細緻、細緻
或標準。 品質越好，影
片會更銳利，但檔案會變
大。 因此手機記憶體能儲
存的影片會變少。
長度 - 設定影片的長度限
制。 可選擇 [標準] 或 [多
媒體訊息]，以限制採用多
媒體訊息形式發送時的大
小上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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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儲存 - 選擇將影片儲
存到手機記憶體或外部記
憶體。
語音錄製 – 選擇 [靜音] 可
錄製無聲的影片。
隱藏圖示 - 選擇要自動或
手動隱藏相機功能表中的
圖示。
恢復原廠設定 - 恢復所有
拍攝影片的設定。

音樂
若要存取音樂播放器，請
觸控音樂。 您可以從這裡
存取多個資料夾：
最近已播放 - 播放最近播
放的歌曲。
所有曲目 - 包含您手機的
所有歌曲，但是預先載入
的預設音樂除外。
演唱者 - 依演唱者瀏覽音
樂專輯。
專輯 - 依專輯瀏覽音樂專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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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風 - 依曲風瀏覽音樂專
輯。
播放清單 - 包含所有已建
立的播放清單。
隨機播放曲目 - 依隨機順
序播放曲目。

將音樂傳輸到您的手機
透過藍牙或數據連接線，
是將音樂傳輸到手機最簡
單的方法。
您也可使用藍牙傳輸音
樂：
1 確定手機與裝置都已開
啟藍牙，並且彼此連
接。
2 選擇其他裝置上的音樂
檔案，並選擇 [透過藍牙
發送]。
3 發送檔案後，您必須觸
控是，在手機上接受該
檔案。
4 檔案應該會顯示在音樂
> 所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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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檔案

設定鬧鐘

您可以在手機的記憶體中
儲存多媒體檔案，以輕鬆
存取所有的圖片、聲音、
影片和遊戲。 您也可以將
檔案儲存到記憶卡。 使用
記憶卡的優點是可以釋放
手機記憶體的空間。
觸控我的檔案後，您可以
開啟儲存所有多媒體檔案
之資料夾的清單。

1 觸
 控鬧鐘。
2 觸控新增，然後您就可
以在此功能表中設定及
儲存鬧鐘。

我的遊戲及應用程式

1 在
 [應用程式] 螢幕中觸
控計算機。
2 觸控數字鍵來輸入號
碼。

您可以將新遊戲及應用程
式下載到手機，以便隨時
享用。

應用程式
在行事曆中新增事件
1 觸
 控行事曆。
2 選擇要新增事件的日
期。
3 觸控新增。

語音記錄器
使用語音記錄器來錄製語
音備忘錄或其他聲音檔。

使用計算機

轉換單位
1 在
 [應用程式] 螢幕中觸
控單位換算器。
2 選擇要轉換貨幣、面
積、長度、重量、溫
度、體積或速度。
3 接著選擇單位，輸入要
轉換的數值。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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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Suite

網路

您可以同步處理電腦與手
機。 這樣可確保所有重
要的詳細資訊和日期都相
符，同時加以備份以降低
意外風險。

瀏覽器讓您以快速、全彩
的螢幕來進入遊戲、音
樂、新聞、運動、娛樂等
世界，而且能載入更多到
您的行動電話上。 無論您
身在何處以及您在從事什
麼活動。

在電腦上安裝 LG PC
Suite
1 前往 www.lgapplication.com
並依序選擇您的地區及
國家。
2 按一下手冊與軟體。
3 下載 LG 行動電話支援
工具。
4 遵循畫面上的指示，完
成 LG PC Suite 安裝程式
精靈。
5 完成安裝後，桌面上會
出現 [LG 電腦端套件]
圖示。
警告：傳輸過程
中，請勿中斷手機連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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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
1 觸
 控瀏覽器。
2 若要直接跳至瀏覽器的
首頁，請選擇首頁。 或
選擇輸入位址並鍵入
URL，然後選擇連接。
注意：連接至這些服務
並下載內容時，需要支
付額外費用。 請洽詢您
的網路供應商以瞭解數
據費用。

存取 Google 搜尋
您可以在此應用程式中啟動
Google 搜尋。 在 [多媒體]
螢幕中觸控 Google 搜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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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使用記憶體管理器

個人化設定您的使用
設定

從待機螢幕選擇
及設
定，然後選擇設定及手機
設定。 選擇記憶體資訊。

您可以觸控 [多媒體] 螢幕
來快速更改使用設定。
您可以利用 [設定] 功能
表個人化設定每個使用設
定。
1 觸控使用設定。
2 選擇您要編輯的使用設
定。
3 您接著可以更改清單中
可用的所有聲音和提示
選項，包括鈴聲和音
量、訊息提示音設定
等。

更改手機設定
請依照您的偏好修改 LGP525 的操作方式。
從待機螢幕選擇 ，然後
選擇設定及手機設定。

更改連接設定
網路系統業者已經為您設
定連接設定，所以您可以
立即使用新手機。 若要更
改任何設定，請使用此功
能表。
觸控連接。

使用藍牙發送及接收
檔案
發送檔案：
1 開啟要發送的檔案，通
常是相片、影片或音樂
檔案。
2 選擇發送。 選擇藍牙。
3 若您已有配對的藍牙裝
置，您的 LG-P525 將不
會自動搜尋其他藍牙裝
置。 否則，您的 LGP525 將會搜尋範圍內其
他已啟用藍牙的裝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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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
 擇要將檔案發送到哪
個裝置。
5 系統會發送檔案。
接收檔案：
1 若要接收檔案，藍牙必
須開啟並設為顯示的狀
態。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下方的更改藍牙
設定。
2 螢幕上會出現訊息，提
示您接受來自寄件者的
檔案。 觸控是以接收
檔案。
3 您會看到檔案儲存的位
置。 如果是圖片檔案，
您可以選擇檢視檔案或
轉至我的檔案。 檔案通
常會儲存到我的檔案的
適當資料夾中。
更改藍牙設定：
觸控[多媒體]螢幕中的藍
牙。 然後依序選擇
及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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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藍牙裝置配對
將 LG-P525 與其他裝置配
對後，即可設定受密碼保
護的連接。
1 檢查藍牙是否為開啟並
設定為顯示。 您可以在
設定功能表中更改可見
狀態。
2 觸控搜尋。
3 LG-P525 即會開始搜尋
裝置。 完成搜尋後，螢
幕上將出現更新。
4 選擇要配對的裝置，並
輸入密碼，然後觸控確
認。
5 手機接著會與其他裝置
連接，您必須在該裝置
上輸入相同的密碼。
6 受密碼保護的藍牙連接
現在已備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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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您可以利用無線管理員來
管理手機 Wi-Fi (無線區域
網路) 的網際網路連線。
無線管理員允許手機連接
本機無線網路，或以無線
方式存取網際網路。 Wi-Fi
比藍牙無線技術更快速而
且傳輸範圍更廣。 它能快
速地收發電子郵件及瀏覽
網際網路。
注意：LG-P525 支援 WEP
與WPA/WPA2-PSK 安全
性。若您的 Wi-Fi 服務供
應商或網路管理員設定網
路安全加密，請在快顯視
窗中輸入密碼。 如果並未
加密，則不會顯示此快顯
視窗。 您可以向 Wi-Fi 服
務供應商或網路管理員取
得密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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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更新
手機軟體更新
從網際網路取得 LG 行動
電話軟體更新
如需使用此功能的詳細資
訊，請瀏覽
http://update.lgmobile.com 或
http://www.lg.com/common/
index.jsp → 選擇國家/地區
和語言。
此功能可讓您無需瀏覽服
務中心，即可透過網際網
路將手機軟體更新至最新
版本。
由於行動電話軟體更新要
求使用者在更新過程中全
神貫注，因此請務必查閱
每個步驟中出現的所有指
示與注意事項，然後再繼
續。 請注意，在升級時拔
下 USB 數據連接線或取出
電池，可能會嚴重損壞行
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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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LG-P525 有以下配件可供使用。 您可依個人通訊需求，
選擇這些配件。

充電器

立體聲
耳機

電池

數據連
接線

使用者
指南

注意
• 請務必使用

LG 原廠配件。
• 不使用

LG 原廠配件可能會導致保固失效。
•各
 地區所銷售的配件可能不同，詳情請洽詢當地
服務據點或代理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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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
適合使用的環境溫度
最高溫： +55°C (放電中) +45°C (充電中)
最低溫：-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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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本章列出使用手機時可能會碰到的部分問題。 有的問題
必須致電服務提供商，但您所遇到的大多數問題都可輕
鬆自行解決。
訊息

可能原因

可能的更正措施

SIM 卡錯誤

手機中沒有
SIM 卡，或是
未正確插入。

確定 SIM 卡正確插入。

無網路連
線/訊號不穩
定的網路

密碼不符

無法設定任
何應用程式

無法通話

位於 GSM 網路
區域以外，訊
號微弱。
系統業者開放
了新服務
要變更安全密
碼時，必須
再度輸入新密
碼以供手機確
認。
您輸入的兩個
密碼不相符。
服務供應商不
支援或需要
註冊
撥號錯誤
已插入新的
SIM 卡
已達預付費用
限制

朝窗戶移動或是移動到開放區
域。
檢查網路系統業者的涵蓋區域
圖。

預設密碼為「0000」。 如果您忘
記密碼，請洽詢服務供應商。

請與服務供應商聯繫。
新網路未獲授權。
查看新的限制警示。
聯繫服務供應商或使用 PIN 2 重
設上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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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可能原因

可能的更正措施

無法開啟
手機

按開啟/關閉鍵
的時間夠長
電池未充電
電池接點髒污

按住開啟/關閉鍵至少兩秒。
讓充電器連接久一點 清潔接點。
請取出電池，然後再重新插回。

電池未充電。
環境溫度過高
或過低
接點問題

為電池充電。

充電錯誤

無電壓
充電器缺陷
不正確的充電
器 電池有瑕疵

確定手機於正常溫度環境中充
電。
檢查充電器，以及與手機的連
線。 檢查電池接點，視需要加
以清潔。
插入另一個插座。
如果充電器仍無法充電，請更換
充電器。
僅使用原裝 LG 配件。
更換電池。

不允許此
號碼
無法接收/傳
送文字訊息
和圖片

固定撥號功能
開啟。

檢查設定。

記憶體已滿

刪除手機中部分現有的訊息。

檔案未開啟

不支援的檔案
格式
僅支援 FAT 16
檔案系統

查看檔案格式是否支援

SD 卡無法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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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讀卡機查看 SD 卡檔案系統或
使用手機將 SD 卡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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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訊息

可能原因

當我接聽電
話時螢幕沒
有開啟。

距離感應功能
問題

無聲音

震動或靜音
模式

掛斷或凍結
通話

軟體出現間歇
性問題

可能的更正措施
如果有使用任何保護貼或保護
套，請查看是否覆蓋住近距離感
應器周圍區域。 請確定近距離感
應器周圍區域無障礙物。
查看聲音功能表的設定狀態，
確定您並不是使用震動或靜音
模式。
請取出電池，然後再插回。
開啟手機。
嘗試透過網站執行軟體更新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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