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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連線、時尚設計
帶著飛利浦 Xenium X503，給自己輕鬆沒負擔的旅行，搭配雙 SIM 卡插槽與 8 小時的通話時間，讓您出門再也不必攜

帶兩隻手機，甚至連充電器都免了。不僅如此，時尚的設計亦能完美輝映您的造型風格。

隨時連線

雙 SIM 卡，區分不同聯絡人

最長 8 小時的通話時間

時尚風格、卓越功能

輕薄且精巧

多媒體  - 隨時、隨地

以 320 萬像素相機捕捉您的記憶

透過 RDS FM 收音機螢幕顯示，方便調頻

享受藍芽立體聲音樂

MicroSD 記憶卡插槽，提供額外記憶體/資料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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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雙  SIM 卡

使用 2 組不同的電話號碼區分聯絡人，更有效的管

理生活。具有雙 SIM 卡插槽，您再也不必攜帶兩隻

手機。

輕薄且精巧

飛利浦行動電話的設計讓您非凡出眾。輕薄體積既

好握又舒適，精巧體型演繹與口袋的完美搭配。

最長  8 小時的通話時間

每次充電後，最長可支援 8 小時的通話時間

藍芽立體聲音樂

您的飛利浦手機支援 A2DP 藍芽設定檔，可讓您透

過藍芽耳機無線享受自己最愛的曲目及高品質的立

體聲音樂。

MicroSD 記憶卡插槽

現在只要將 MicroSD 記憶卡插入手機中的內建記

憶卡插槽，即可享有多媒體檔案的額外記憶體與儲

存空間

RDS FM 收音機

廣播資料系統 (RDS) 顯示螢幕顯示電台名稱而非頻

率數值，您可以輕鬆快速地調頻至想聼的電台。透

過 RDS，電台還可以將文字訊息和資訊直接傳送到

收音機顯示螢幕，這樣您就可以隨時了解最新新聞

和收聽電台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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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尺寸

天線: 內建

外型: 直立式

手機尺寸: 114.5* 49.5* 10.95 公釐

手機重量: 92.8 克

手機色彩: 白色

畫面/顯示

對角畫面尺寸 (吋): 2.4 吋

主螢幕顯示技術: TFT

主螢幕色彩: 26 萬 2 千色

主螢幕解析度: 240x320 像素

網路功能

GSM 波段: 900, 1800, 1900 MHz

GPRS (Rx+Tx): Class 12、class B 與 C

EDGE: 是

語音 Codec: FR/EFR/AMR/HR

訊息: 超長 SMS (長 SMS), 電子郵件, MMS，多媒

體訊息服務, SMS CB (區域廣播), SMS (簡短訊息

服務), SMS 多目標, 預定 SMS

服務: OTA 傳輸 (WAP,MMS), SIM 工具組 / 99

版, WAP 2.0

靜態畫面擷取

攝影機: 內建

影像感測器類型: CMOS

畫質解析度: VGA，640x480, QVGA (320 x

240), SXGA (1280x1024), 3M (2048x1536)

圖片檔案格式: JPEG

相片模式: 夜間模式, 自拍模式, 連續, 一般

畫質: 高, 低, 一般

特殊效果預覽模式: 一般, 灰階, 褐色, 藍光效應, 寧

靜效果, 色彩反轉

靜態相片播放

相片壓縮格式: BMP, GIF, JPEG

旋轉: 90 度刻度

音效

鈴聲: MP3 鈴聲, 64 和弦鈴聲, 語音備忘錄鈴聲,

AMR 鈴聲

等化器設定: 低音, 古典, 舞曲, 一般, 派對, 流行音

樂, 搖滾, 高音

視訊擷取

影片格式: MPEG4, 3GP, H.263

影片格式: 自動, 夜間

影片解析度: QCIF

影片播放

解析度 (畫素): 176 x 144

壓縮格式: 3GP, H.263, MPEG4

音效擷取

語音錄音: AMR, AWB, WAV

播放音效

音效支援格式: ADPCM, AMR, Midi, MP3, AAC,

AAC+, WAV, WMA, SP-Midi

儲存媒體

使用者記憶功能: 78 MB

記憶卡類型: 微型 Secure Digital (SD) 記憶卡

最大記憶卡容量: 8 GB

便利

按鈕與控制器: 4 向導航按鍵及輸入鍵, 側邊按鈕,

功能鍵

通話管理: 通話轉接, 保留通話, 通話時間, 等待通

話, 會議通話, 緊急通話, 麥克風靜音, 未接來電, 多

方通話, 已接來電, 防火牆, 來電顯示

時鐘/版本: 類比, 數位, 國際時鐘

使用容易: 免持聽筒模式, 飛行模式, 按鍵鎖, 快速

鍵, 功能鍵, 震動警示

遊戲與應用程式: 日曆, 鬧鐘, 計算機, 碼錶, 國際轉

換器, 匯率換算器, 農曆, Java MIDP 2.0, 會議議

程, Sudoku 數獨遊戲

可用語言：UI: 英文,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多媒體: FM 收音機

個人資訊管理: 智慧電話簿, Vcard 交換, 日光節約,

安全保護, 國際時鐘, 時區, SD 卡備份, 工作清單

個人化/客製化: 可下載動畫 GIF, 可下載 Java 應用

程式, 可下載圖片, 可下載鈴聲, 桌布, 鈴聲

文字輸入: T9

震動功能: 是

音量控制: 是

可用語言：T9 輸入: 英文,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連線

藍芽: 藍芽 2.0 版

藍芽設定檔: A2DP, 免持聽筒, 耳機, 檔案傳輸設定

檔

耳機: 3.5 公釐插孔接頭

數據機功能: GPRS

PC Link: USB 2.0

序列連線: USB-miniUSB 傳輸線

配件

標準套件內含: 手機, 電池, 立體聲耳機, 充電器,

USB 傳輸線, 使用者手冊, 光碟 (行動電話工具)

電源

電池容量: 1000mAh

電池類型: 鋰電池

電池省電管理員: 自動開/關

待機時間: 雙 SIM 卡總計達 600 小時

通話時間: 長達 8 小時

環保規格

無鉛焊接産品: 是

包裝材質: 紙箱

使用者手冊：再生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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