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話機設定與操作        (上偉科技-www.sunwe.com.tw)        功能話機使用簡表 

10 

功能話機使用簡表  
1 抓取外線 【0】 

【外線直撥鍵】 

【81~88】( 註：1~8 碼為【#81~88】) 

2 外線通話 【抓取外線(操作 1)】+【外線電話號碼】 

3 內線通話 【取聽筒】+【分機號碼】 

4 接聽電話 振鈴話機：【取聽筒】 

非振鈴話機： 【取聽筒】+【外線鍵】 

            【取聽筒】+【＊】 (一般代接) 

            【取聽筒】+【振鈴分機號碼】+【＊】 (指定代接) 

5 保留 一般保留：通話中 +【保留】 

專線保留：通話中 +【功能】+【保留】 

取回：一般保留： 【取聽筒】+【外線直撥鍵】 

 【取聽筒】+【81~88】 
                  ( 註：1~8 碼為【#81~88】) 

      專線保留：只有保留話機可取回 

      內線保留：【取聽筒】+【分機號碼】 

專區保留 

    保留：通話中 +【保留】+【7】【3】+【分機號碼】+【保留】 
 ( 註：1~8 碼為~通話中 +【保留】+【#】【7】【3】+【分機號碼】+【保留】) 

    取回：【取聽筒】+【7】【4】+【分機號碼】+【保留】 
 ( 註：1~8 碼為通話中 +【保留】+【#】【7】【4】+【分機號碼】+【保留】) 

自動保留：通話中 +【轉接/內線直撥鍵】 

6 轉接 振鈴轉接：【保留】+【分機號碼/直撥鍵】+【轉接】 

語音轉接：【保留】+【分機號碼/直撥鍵】  通話 【轉接】 

等待轉接：【保留】+【分機號碼/直撥鍵】  忙線音 【轉接】 

7 末碼重撥 【取聽筒】+【重撥】 

8 忙線自動重撥 忙線音 【掛聽筒】+【功能】+【重撥】 

9 簡碼速撥 【速撥】+【速撥代碼】 

【功能】【1】+【速撥代碼】 

單鍵速撥 

    設定：【功能】+【單鍵速撥鍵】+【電話號碼】+【保留】 

    操作：【取聽筒】+【單鍵速撥鍵】 

10 會談電話 三方：與 A 通話中 【保留】+【外線/內線(B)】+【會談】 

四方：上述操作步驟後 +【保留】+【外線/內線(C)】+【會談】 

11 經紀人電話 與 A 通話中 【保留】+【外線/內線(B)】+【經紀人電話】 

與 A 通話中 【保留】+【外線/內線(B)】+【功能】【3】 

12 忙線預約 不指定預約：【0】  忙線音 【留言或#6】 

  指定預約：【外線鍵】  忙線音 【留言或#6】 

取消預約外線：【功能】+【2】 

13 訊息駐留 【內線】  忙線音 【留言或 6】 

14 忙線轉移 【內線】  忙線音 【3】 

15 插話 【內線】  忙線音 【0】 

16 門口機對講 門口機響鈴 【取聽筒】 

【取聽筒】+【7】【5】(門口機 1)/【7】【6】(門口機 2) 
( 註：1~8 碼為【取聽筒】+【#】【7】【5】(門口機 1)/【#】【7】【6】(門口機 2)) 

17 門鎖開啟 與門口機通話中 【7】【9】 
( 註：1~8 碼為與門口機通話中 【#】【7】【9】) 

18 免持聽筒 【  ) ))】開始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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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束通話 

19 自動抓取外線 【取聽筒】 

21 閃切 外線通話中 【閃切】 
22 音量調整 振鈴音量調整：話機振鈴時【＾】/【﹀】 

喇叭音量調整：【  )))】(撥號音) 【＾】/【﹀】 
聽統音量調整：取聽筒(撥號音) 【＾】/【﹀】 
耳機音量調整：通話中 【＾】/【﹀】 

23 內部分群廣播 【取聽筒】+【＃】【1】【1~8】 
24 內部全體廣播 【取聽筒】+【＃】【1】【0】 
25 外部分群廣播 【取聽筒】+【＃】【2】【1~4】 
26 外部全體廣播 【取聽筒】+【＃】【2】【0】 
27 全體廣播 【取聽筒】+【＃】【0】 
29 背景音樂 【＃】 
30 自動應答 【功能】＋【靜音】 
31 經理密碼 【功能】＋【7】＋【經理密碼】＋【保留】 
32 熱線 【取聽筒】  等三秒  開始撥熱線號碼 
33 分機上鎖 【分機上鎖】＋【密碼】＋【保留】 

【功能】【9】＋【密碼】＋【保留】 
解除：同上述步驟 

34 呼叫總機 【9】 
36 聽取語音答錄 A)個人話機操作 

 聽取/刪除留言：【7】【#】【0】+【個人密碼】+【保留】+ 
                   【功能代碼】 
( 註：1~8 碼【#】【7】【#】【0】+【個人密碼】+【保留】+【功能代碼】) 
  功能代碼說明 【1】聽取上一筆留言 【4】保留該筆留言 

   【2】聽取下一筆留言 【5】刪除該筆留言 

   【3】重聽該筆留言 

 刪除全部留言：【7】【#】【1】+【系統密碼】+【保留】+【#】 
( 註：1~8 碼~【#】【7】【#】【1】+【系統密碼】+【保留】+【#】) 
 刪除分機留言：【7】【#】【2】+【個人密碼】+【保留】+【#】 
( 註：1~8 碼~【#】【7】【#】【2】+【個人密碼】+【保留】+【#】) 
 系統OGM引導語：【7】【#】【3】+【DISA密碼】+【#】+ 

【保留】+【段落0~8】+【＊錄音開始】+【＊錄音結束】
( 註：1~8 碼【#】【7】【#】【3】+【DISA密碼】+【#】+【保留】+【段落0~8】+【＊

錄音開始】+【＊錄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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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落說明：系統 OGM 錄製範例 (段落 0~8) 
段 落 例                        句 撥 放 留 言 畫 面 訊 息

0 請輸入密碼 STATION PASSWORD 

1 您輸入的分機號碼錯誤,請重新輸入 原停留話面 

2 謝謝您的使用，再見 原停留話面 

3 您的信箱沒有留言，謝謝您的使用，再見 DTAM NO MASSAGE 

4 留言已全部讀取完畢,結束請按＊ END OF MASSAGE 

5 資料已處理完畢，聽取下一筆請按”1”、聽

取上一筆請按”2”、重聽請按”3”、保留請

按”4”、刪除請按”5”、結束請按”*” 

REPLAY COMPLETE 

6 資料刪除中，請稍候 ERASING… 

7 資料已刪除 ERASE COMPLETE 

8 轉存留言成功 TRANS COMPLETE 

36 聽取語音答錄 
 
 
 
 
 
 
 
 
 
 
 
 
 
 
 
 
 
 
 
 
 
 
 
 
 
 
 
 
 
 
 
 
 
 
 
 
 
 
 
 
 
 
 
 
 
 
 
 

 
 
 
 
 
 
 
 
 
 
 

 

 

 

 
  
 

 

 

 

 

 

 
  
 
  

(需從頭到尾一直錄音) 
錄製個人引導語：【7】【#】【3】+【分機密碼】+【保留】+ 
                【＊錄音開始】+【＊錄音結束】 
( 註：1~8 碼為~【#】【7】【#】【3】+【分機密碼】+【保留】+【＊錄音開始】

+【＊錄音結束】) 
段落說明：個人引導語錄製範例 
“對不起，目前無法接聽您的電話，請於嗶聲後開始留言， 

我將儘快與您聯絡” 
轉錄 DTAM：通話中 【保留】+【7】【#】+【欲轉接分機 
             號碼】+【保留】 
( 註：1~8 碼為通話中 【保留】+【#】【7】【#】+【欲轉接分機號碼】+【保

留】) 
直接啟動數位答錄模式：【6】【4】【1】+【 】 

( 註：1~8 碼為~【#】【6】【4】【1】+【 】) 
取消直接啟動數位答錄模式：【#】【6】【4】【0】+【 】 

37 中繼台 
38 來話顯示 

 
 

 

設定個人密碼：【7】【#】【*】+【舊個人密碼】+【保留】 

              +【新個人密碼】+【保留】 
( 註：1~8 碼為【#】【7】【#】【*】+【舊個人密碼】+【保留】+【新個人密

碼】+【保留】) 

外線打入操作 
外線打入系統  語音自動總機接起服務 

按【7】【#】【0】+【分機號碼】+【個人密碼】+【#】+ 
【功能代碼】 
( 註：1~8 碼為~【#】【7】【#】【0】+【分機號碼】+【個人密碼】+【#】+
【功能代碼】 

 

) 
B
12 

               

              

 

 

【1】聽取上一筆留言 【4】保留該筆留言 

         【2】聽取下一筆留言 【5】刪除該筆留言 

         【3】重聽該筆留言 

外線通話中 【分機號碼或內線直撥鍵】+掛聽筒 
【來話者回叫】＋【＾】/【﹀】＋【重撥】/【靜音】 

 
 

功能代碼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