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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話機介紹話機介紹話機介紹話機介紹    

1.11.11.11.1 本話機特點本話機特點本話機特點本話機特點    

�全中文顯示，操作及設定。 
� 500 組中文通訊錄。 
�使用 micro SD 卡儲存錄音資料，最大可支援 32GB (SDHC)。 
� 16Bits 高音質錄音，每 GB 可錄 18 小時以上，32GB 可錄 576 小時。 
�可用 Windows 內建 media player 直接播放不需特殊軟體。 
�可儲存 500 組通話錄音 (依 micro SD 卡容量而定)。 
�可儲存 500 組現場錄音 (依 micro SD 卡容量而定)。 
�可儲存 500 組來電留言 (依 micro SD 卡容量而定)。 
�可儲存 500 組外出留言 (依 micro SD 卡容量而定)。 
�可來電語音報號。 
�可自錄來電鈴聲、保留音樂及答錄機接待語 (需使用 micro SD 卡)。 
�不同的線路可設定不同的來電鈴聲。 
�可預覽撥號(手機撥號模式) / 重撥 / 簡撥。 
�可遠端聽取新留言(外出留言及來電留言)。 
�可設定兩組鬧鐘。 

 �雙模 (FSK 及 DTMF) 來電號碼接收。 

 �可記錄 50 組最新來電號碼及來電時間。 

�可記錄 20 組最近撥出號碼及撥出時間。 

�可設定 10 組拒接黑名單。 

 �可設 14(雙外線)或 15(單外線)組直撥記憶鍵。 

 �可免持撥號 / 對講。 

 �可設定區碼，本地碼解決電話回撥問題。 

�可話機上鎖功能。 

 �可調整來電鈴聲及通話音量。 

 �可當會議錄音機使用。 

 �可偵測及顯示外線狀態。 

 �提供暫切(Flash) / 暫停(Pause)功能。 

 �提供掛鉤延遲(Hook Delay)設定。 

 �提供勿擾功能。 

 �提供靜音功能。 

�提供耳機通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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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話機話機話機話機主要部位介紹主要部位介紹主要部位介紹主要部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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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名稱部位名稱部位名稱部位名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功能鍵 設定及查看話機的各項設定及內容。 

顯示幕 顯示話機各項操作資訊內容。 

軟體鍵 依據不同的操作狀態而有不同的功能。 

通訊錄鍵 查詢、新增、修改及刪除通訊錄的內容。 

來電指示燈 有來電會閃燈提示。 

直撥記憶鍵 可儲存特定號碼，按下時話機自動撥出號碼。 

外線鍵 
亮燈表示通話中。快閃燈表示有來電。慢閃燈表示保留。燈滅

表該外線閒置，閒置時按下，會佔用該線路。 

現場錄音鍵 按下會開始錄下話機周圍的聲音。 

答錄鍵 
亮燈表示開啟答錄機功能，按下會關閉答錄機功能。閃燈表示

有來電錄音中。 

外出留言鍵 按下會開始錄音並閃燈提示。 

新留言鍵 亮燈表示有新來電留言或外出留言，按下後開始播放留言。 

數字鍵 可撥號、設定電話號碼及輸入中/英文文字。 

去電 查詢及刪除去電記錄的內容。 

來電 查詢及刪除來電記錄的內容。 

暫切鍵 Flash 鍵，通話中按下，會暫時斷開目前的連線。 

暫停鍵 每個 Pause 鍵，可暫停一秒鐘再繼續動作，用於直撥鍵設定。 

速撥鍵 依存放位置撥出通訊錄中的電話號碼。 

重撥鍵 按下可重撥上次撥出的電話號碼。 

音量調整鍵 可調整來電響鈴及通話的音量，+：增加，-：降低。 

保留鍵 通話中按下，會保留通話中的線路。並播放音樂。 

靜音鍵 通話中按下，會關閉麥克風並亮燈。再按下即恢復。 

勿擾鍵 
亮燈表示開啟勿擾功能，所以來電都不響鈴。再按下會關閉勿

擾功能。 

免持鍵 可免持聽筒撥號及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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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螢幕螢幕螢幕螢幕圖示說明圖示說明圖示說明圖示說明 

圖圖圖圖    示示示示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話機上鎖。 

  話機啟用鬧鐘功能。 

  話機有新未接來電。 

  已接來電。 

  撥出記錄。 

  未接來電。 

 

2. 2. 2. 2. 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基本操作    

2.1 2.1 2.1 2.1 撥打電話撥打電話撥打電話撥打電話    

2.1.1 自動選線撥打電話 

1. 話機閒置時，拿起聽筒(或按     免持免持免持免持        )。 

2. 此時話機將自動選取一條閒置的線路。 

3. 輸入要撥出的電話號碼。接通後即可開始通話。 

4. 完成通話後，掛上聽筒(或再按     免持免持免持免持        )即可結束通話。 

 

 

 

 

2.1.2 指定線路撥打電話 

1. 話機閒置時，按下要使用線路的對應鍵。如     一線一線一線一線        或  二線二線二線二線        。 

2. 輸入要撥出的電話號碼。接通後即可開始通話。 

2.1.3 使用通訊錄撥打電話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要撥出的記錄

項上。 

3.a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撥出撥出撥出撥出」」」」鍵即可撥出電話。 

3.b 亦可按下     一線一線一線一線        或    二線二線二線二線    ，使用特定線路撥出。 

註：1. 持聽筒通話中若要切換成免持通話，須先按     免持免持免持免持        再掛上聽筒。 

2. 免持通話中若要切換成持聽筒通話，只要拿起聽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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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從通話記錄中撥打電話 

 1. 話機閒置時，按        來電來電來電來電        或  去電去電去電去電    。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方框移至要撥出的記錄項上。 

3.a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可以瀏覽該記錄項的相關資訊，此時

再按下「撥出撥出撥出撥出」」」」鍵即可撥出電話。 

3.b 亦可按下     一線一線一線一線        或    二線二線二線二線    ，使用特定線路撥出。 

2.1.5 使用速撥 

 1. 話機閒置時，按     速速速速撥撥撥撥    。 

2. 輸入簡撥組碼(001~500)後，即可撥出電話。 

 

 

2.1.6 使用重撥 

 1. 話機閒置時，佔線後按     重撥重撥重撥重撥        即可撥出上次撥出的電話號碼。 

2.1.7 使用直撥記憶鍵 

 1. 話機閒置時，按下直撥記憶鍵即可撥出該記憶鍵所設定的號碼。 

2.1.8 使用預覽撥號(手機撥號模式) 

 1. 話機閒置時，使用數字鍵輸入要撥出的號碼。 

2.a 按下顯示幕「撥出撥出撥出撥出」」」」下方的鍵即可撥出電話。 

2.b 亦可按下     一線一線一線一線        或    二線二線二線二線    ，使用特定線路撥出。 

 

2.2.2.2.2222    接聽來電接聽來電接聽來電接聽來電    

當話機有來電時，螢幕將會顯示來電者的電話號碼，若通訊錄中存有該號

碼對應的名稱，則該名稱亦同時會顯示在螢幕上。當兩條線路同時響鈴時，

可按螢幕下方的「檢視檢視檢視檢視」」」」鍵來切換不同的線路。拿起聽筒或按     免持免持免持免持        即

可接聽來電。 

 

2.2.2.2.3333    通話錄音通話錄音通話錄音通話錄音    

 在通話過程中可利用通話中錄音功能將通話內容記錄下來。 

 

 1. 通話中，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鍵後即可開使錄音。 

 2. 若要結束錄音，再按顯示螢幕下方的「結束結束結束結束」鍵後即停止錄音。 

 3. 可設定自動模式自動模式自動模式自動模式只要通話即開始錄音。 

註：速撥組碼即為通訊錄之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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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4444    通話保留通話保留通話保留通話保留    

你可以將正在通話中的線路設定為保留狀態，以便於處理其它事務。當線路

被設定成保留狀態時，該線路的外線鍵燈號會呈現閃亮且對方可聽到保留音

樂。 

2.4.1 保留通話： 

 1. 通話中，按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 

2.4.2 恢復通話： 

1. 按下被保留線路的外線鍵，即可恢復通話。 

 

2.2.2.2.5555    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通話中可利用靜音功能去關閉麥克風，讓對方無法聽到您的聲音。 

2.5.1 啟用靜音 

 1. 通話中，按     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此時     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鍵燈號會呈現紅色恆亮燈號。 

2.5.2 關閉靜音 

 1. 再按一次     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即可解除靜音功能，同時     靜音靜音靜音靜音        鍵燈號將會熄滅。 

 

2.2.2.2.6666    暫切暫切暫切暫切 (FLASH) (FLASH) (FLASH) (FLASH)    

 暫切功能會將目前的通話迴路暫時斷開一段時間。斷開的時間可由”話機設

定”中的”暫切時間設定”來指定 (請參閱 7.10)。 

  

 1. 通話中按     暫切暫切暫切暫切    。 

 

2.2.2.2.7777    音量調整音量調整音量調整音量調整    

2.7.1 調整響鈴音量 

 1. 話機閒置或響鈴中，按  ++++  或  ----  至適當音量。 

註：若話機未插入 micro SD 卡，按「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鍵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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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調整聽筒音量 

 1. 話機持聽筒通話中，按  ++++  或  ----  至適當音量。 

2.7.3 調整免持音量 

 1. 話機免持通話中，按按  ++++  或  ----  至適當音量。 

 

2.82.82.82.8    勿勿勿勿擾擾擾擾    

 當勿擾功能啟用後，所有的來電都將不會響鈴，僅來電指示燈會閃亮。 

2.8.1 啟用勿擾 

 1. 話機閒置時，按     勿擾勿擾勿擾勿擾    。此時  勿擾勿擾勿擾勿擾        鍵燈號會恆亮。 

2.8.2 關閉勿擾 

 1. 再按一次  勿擾勿擾勿擾勿擾        即可解除勿擾功能。 

  

2.2.2.2.9999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留留留留言言言言    

2.9.1 錄製留言 

1. 話機閒置時，按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留言留言留言留言        即開始錄音。此時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留言留言留言留言        鍵燈號會

閃亮。 

2. 若要停止，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即會結束。此時  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        鍵

燈號會恆亮提醒用戶有留言。 

2.9.2 聽取新留言 

    若  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        鍵燈號會恆亮時，表示有未聽留言。 

 

1. 話機閒置時，按     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        即開始播放。播放完畢後， 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        鍵燈

號會熄滅。 

 

 

 

2.102.102.102.10    現場現場現場現場錄音錄音錄音錄音    

 現場錄音功能可即時記錄話機所在位置的各種聲響。 

 

1. 話機閒置時，按     現場錄音現場錄音現場錄音現場錄音        即開始錄音。 

2. 若要停止錄音，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即會結束。 

註：要聽取舊留言，請參閱 “6.語音記錄”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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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文字輸入文字輸入文字輸入文字輸入    

當話機要設定通訊錄時，可以使用話機上的文字輸入功能來進行中/英文字

的輸入。話機在文字輸入狀態下，若顯示螢幕中出現[[[[注音注音注音注音]]]]，表示目前為中

文「「「「注音」」」」輸入模式。若顯示螢幕中出現[英 AB]，則表示目前為「「「「英文大

寫」」」」輸入模式。此外，還可選擇「「「「英文小寫」」」」((((「「「「英英英英 abababab」」」」))))、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或「「「「數數數數

字字字字」」」」等輸入模式。 

 

3.1 3.1 3.1 3.1 輸入模式切換輸入模式切換輸入模式切換輸入模式切換    

 話機要進行文字輸入時，首先會自動進入「「「「注音」」」」輸入模式，使用者可依

自己的需求進行輸入模式的切換。 

 

1. 利用【【【【輸入法輸入法輸入法輸入法】】】】按鍵(即  ####        鍵)，可依序進行「「「「英文大寫」」」」(「「「「英英英英 ABABABAB」」」」)、

「「「「英文小寫」」」」(「「「「英英英英 abababab」」」」)、「「「「符號符號符號符號」」」」及「「「「數字數字數字數字」」」」等輸入模式的切換。 

 

3.23.23.23.2    中文輸入中文輸入中文輸入中文輸入    

1. 在「「「「注音注音注音注音」」」」輸入模式下，依照數字鍵盤上對應的注音符號按鍵依次輸入

中文單字的注音符號。 

 2. 輸入完注音符號後，即會出現符合該發音的中文字清單。 

 3. 按下清單前的數字代表號後，即可選擇該字。 

4. 若顯示螢幕上列出的清單中未出現符合的單字，可按  ����        鍵或  ����        

鍵(對應於     現場錄音現場錄音現場錄音現場錄音        及        答錄答錄答錄答錄        )來顯示其他符合的單字。 

 5. 若要放棄選擇，可按     退出退出退出退出        鍵(對應於     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新留言        )退出選字清單。 

 

3.3.3.3.3333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及其它及其它及其它及其它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1. 在「「「「注音注音注音注音」」」」輸入模式下，使用【【【【輸入法輸入法輸入法輸入法】】】】按鍵(即  ####        鍵)切換「「「「英英英英 ABABABAB」」」」、

「「「「英英英英 abababab」」」」、「「「「符號符號符號符號」」」」或「「「「數字數字數字數字」」」」等輸入模式。 

2. 依照數字鍵盤上對應的英文、數字或符號按鍵依次輸入。 

    

註 1：要聽取現場錄音，請參閱 “6.語音記錄” 章節。 

註 2：現場錄音只能用「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結束，若錄音期間有其

它功能如電話響鈴，接聽電話結束後會恢後現場錄音直

到用「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結束。如不停止 microSD 卡可能會被錄

滿而停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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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按鍵與數字按鍵與數字按鍵與數字按鍵與「「「「符號符號符號符號」」」」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數字鍵數字鍵數字鍵數字鍵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數字鍵數字鍵數字鍵數字鍵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1 '!', '-', '' 7 '&', '"', '`' 

2 '@', '=', '+' 8 '\', ',', '<' 

3 '#', '~', '|' 9 '(', '.', '>' 

4 '$', '[', '{' 0 ')', '/', '?' 

5 '%', ']', '}' * '*' 

6 '^', ';', ':'   

    

4444. . . .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通訊錄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將常用的電話號碼與名稱儲存在話機中，讓使

用者方便管理、記憶。當有來電號碼相符時會顯示名稱，可快速辨識來電

者。本話機可記錄 500 組中文通訊錄。 

 

4.1 4.1 4.1 4.1 新增記錄至通訊錄新增記錄至通訊錄新增記錄至通訊錄新增記錄至通訊錄    

4.1.1 從話機新增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若選用的通訊錄無記錄，可直接按顯示螢幕下方的「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鍵。即可進

入名稱輸入畫面。 

3. 若選用的通訊錄已存有記錄，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會出

現操作選項選單。 

 4. 選擇””””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名稱輸入畫面。 

 5. 輸入名稱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進入電話號碼輸入畫面。 

6. 輸入電話號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進入設定存放位置畫面。 

 7. 指定完存放位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新增記錄的動作。 

 

 

 

4.1.2 從 microSD 卡匯入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註：通訊錄的存放位置即為簡撥操作的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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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匯入通訊錄匯入通訊錄匯入通訊錄匯入通訊錄””””

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再一次確認要執行此動作後即開始匯入通訊錄。 

 

 

 

 

 

 

 

 

 

 

4.4.4.4.2222    在通訊錄中尋找特定記錄在通訊錄中尋找特定記錄在通訊錄中尋找特定記錄在通訊錄中尋找特定記錄    

4.2.1 依名稱尋找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出現操作選項選單。 

 3. 選擇””””尋找尋找尋找尋找””””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名稱輸入畫面。 

4. 輸入想要尋找的名稱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即可列出與輸入名稱相同或相似

的記錄。 

4.2.1 依存放位置尋找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出現操作選項選單。 

 3. 選擇””””跳至跳至跳至跳至””””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輸入存放位置畫面。 

4. 輸入想要尋找的存放位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即可檢視該記錄的內容。 

 

4.34.34.34.3    檢視通訊錄的內容檢視通訊錄的內容檢視通訊錄的內容檢視通訊錄的內容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要檢視的記錄

項上。 

 3.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出現操作選項選單。 

4. 選擇”檢視檢視檢視檢視””””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顯示該記錄的內容。此時亦可

直接對該記錄進行””””撥出撥出撥出撥出””””、””””編輯編輯編輯編輯””””和””””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等操作。 

 

註：1. 執行此項動作將會先清空執行此項動作將會先清空執行此項動作將會先清空執行此項動作將會先清空原原原原有的通訊錄內容有的通訊錄內容有的通訊錄內容有的通訊錄內容。 

 2. 通訊錄檔案為一文字檔，檔名：phonebook.txt。 

    (可用 Windows 內建的”記事本”建立) 

 3. 通訊錄檔案內容： 

  存放位置存放位置存放位置存放位置(1 ~ 500),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電話號碼,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逗號(,)前後不能有空白，且一列只能存放一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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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    修改通訊錄的內容修改通訊錄的內容修改通訊錄的內容修改通訊錄的內容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出現操作選項選單。 

 3. 選擇””””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名稱編輯畫面。 

 4. 編輯名稱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電話號碼編輯畫面。 

 5. 編輯電話號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完成修改記錄的動作。 

 

4.54.54.54.5    刪除通訊錄中的記錄刪除通訊錄中的記錄刪除通訊錄中的記錄刪除通訊錄中的記錄    

1. 話機閒置時，按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進入通訊錄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要刪除的記錄

項上。 

 3.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後，將出現操作選項選單。 

4. 若只要刪除單一記錄，選擇””””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進入刪

除確認畫面。 

5. 若要刪除全部記錄，選擇””””刪除全部刪除全部刪除全部刪除全部””””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刪除確

認畫面。 

 6. 在確認畫面中，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刪除記錄。 

 

4.64.64.64.6    退出通訊錄退出通訊錄退出通訊錄退出通訊錄    

 1. 在操作通訊錄時，再按一次     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通訊錄        即可退出。 

 

5. 5. 5. 5. 通話記錄通話記錄通話記錄通話記錄    

通話記錄可用來記錄話機「「「「來電」」」」與「「「「去電」」」」的電話號碼、日期與時間。

通話記錄可分別記錄「「「「來電記錄」」」」50 組與「「「「去電記錄」」」」    20 組。 

5.1 5.1 5.1 5.1 查看記錄內容查看記錄內容查看記錄內容查看記錄內容    

 1. 話機閒置時，按     來電來電來電來電        或     去電去電去電去電    。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方框移至要查看的記錄項上。 

3.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顯示該記錄的內容。  

 

5.2 5.2 5.2 5.2 從記錄中撥號從記錄中撥號從記錄中撥號從記錄中撥號    

 1. 依 5.1 之操作步驟檢視要撥出記錄的內容。 

2.a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撥出撥出撥出撥出」」」」鍵，話機即會撥出該電話號碼。 

2.b 亦可按下     一線一線一線一線        或    二線二線二線二線    ，使用特定線路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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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 5.3 5.3 將記錄內容存入通訊錄將記錄內容存入通訊錄將記錄內容存入通訊錄將記錄內容存入通訊錄    

 1. 依 5.1 之操作步驟檢視要儲存記錄的內容。 

 2.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儲存儲存儲存儲存」」」」鍵後將進入通訊錄的名稱輸入畫面。 

3. 依次輸入”名稱”及存放位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將該記錄存入通訊

錄中。 

 

5.4 5.4 5.4 5.4 刪除記錄刪除記錄刪除記錄刪除記錄    

 1. 依 5.1 之操作步驟檢視要儲存記錄的內容。 

 2.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鍵，即可刪除該記錄。 

 

6. 6. 6. 6. 語音記錄語音記錄語音記錄語音記錄    

語音記錄收錄了通話錄音、來電留言、外出留言與現場錄音等四種語音記錄。 

 

語音紀錄檔名規則如下 

YYMMDDHHmmSS____電話號碼 

其中  YY：西元年，MM：月，DD：日，HH：時，mm：分，SS：秒， 

電號號碼為來電號碼或撥出號碼。 

 

 

 

 

 

 

 

 

在語音記錄檢視時，通話錄音及來電留言會顯示電話號碼，若無來電號碼,

或是現場錄音、外出留言因無電話號碼所以電話號碼部份會記錄成”0”。 

 

 

 

 

 

 

 

語音記錄項目語音記錄項目語音記錄項目語音記錄項目    可記錄容量可記錄容量可記錄容量可記錄容量    最長可錄時間最長可錄時間最長可錄時間最長可錄時間    

通話錄音 500 組 - 

現場錄音 500 組 - 

來電留言 500 組 3 分鐘 

外出留言 500 組 - 

註註註註：：：：microSDmicroSDmicroSDmicroSD 卡並非十分安全的儲存媒體卡並非十分安全的儲存媒體卡並非十分安全的儲存媒體卡並非十分安全的儲存媒體，，，，請養成定時備份的請養成定時備份的請養成定時備份的請養成定時備份的

習慣以免因卡片故障導致重要資料損毀習慣以免因卡片故障導致重要資料損毀習慣以免因卡片故障導致重要資料損毀習慣以免因卡片故障導致重要資料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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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1 .1 .1 .1 播放錄音記錄播放錄音記錄播放錄音記錄播放錄音記錄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語音記錄語音記錄語音記錄語音記錄””””

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語音記錄選單。 

3. 選擇所要播放的記錄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會列出所選記錄選項的全部

記錄項。 

 4. 選擇所要播放的記錄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會顯示該記錄項的所有資訊。 

 5. 按下「「「「播放播放播放播放」」」」鍵後即開始播放該項錄音內容。 

 6. 播放中若要結束，可按「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以結束播放動作。 

 

6666.2 .2 .2 .2 刪除錄音記錄刪除錄音記錄刪除錄音記錄刪除錄音記錄    

 1. 依 6.1 之操作步驟 1 至操作步驟 4，列出所選記錄項的所有資訊。 

 2. 按下「刪除」」」」鍵後即會將該記錄項刪除。 

 

7777. . . . 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    

7.1 7.1 7.1 7.1 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    

 時間設定可設定話機的現在時間。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

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開始設定時間。 

4. 設定好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時間設定。 

 

 

 

 

 

 

7.2 7.2 7.2 7.2 鈴聲設定鈴聲設定鈴聲設定鈴聲設定    

 設定來電時的響鈴聲。每條線路均可設定不同的響鈴聲以作為區別。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鈴聲設定鈴聲設定鈴聲設定鈴聲設定””””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註：因無備份電池若斷電，時間將消失，復電時，時間會從斷電時間附

近開始計時。若發現時間誤差太大應是斷電造成，而非線路故障。因語

音紀錄是依時間做檔名，請注意及校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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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要變更鈴聲設定的線路。 

 4.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開始挑選想要的鈴聲項目，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設定。 

 

7.2.1 自錄來電鈴聲 

 1. 依 7.2 之操作步驟 1~4，選擇””””自錄鈴聲自錄鈴聲自錄鈴聲自錄鈴聲””””項目。 

 2. 選擇””””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項目，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3.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鍵後即開始錄音，可用聽筒或免持的 

    麥克風錄製。 

 4. 開始錄音後，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後即結束錄音。 

  

7.37.37.37.3 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保留音樂設定””””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選擇要使用內建或自錄保留音樂。 

 4.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設定。 

 

7.3.1 自錄保留音樂 

1. 依 7.3 之操作步驟 1~4，選擇””””自錄保留音樂自錄保留音樂自錄保留音樂自錄保留音樂””””項目。 

 2. 選擇””””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項目，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3.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鍵後即開始錄音，可用聽筒或免持的 

    麥克風錄製。 

 4. 開始錄音後，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後即結束錄音。 

 

7.3.2 音樂格式 

來電鈴聲，保留音樂，答錄提示語可用一般電腦的轉檔軟體直接由 CD 或其

他音源轉出，但音量會因軟體不同而有差異，需自行調整轉換音量。 

 

1. 要使用自錄音樂，話機須插入 microSD 卡。 

2. 自錄來電鈴聲檔名： 

外線一：ring1.wav。(單線：ring.wav) 

外線二：ring2.wav。 

3. 自錄保留音樂檔名：holdmusic.wav。 

4. 自錄音樂檔案格式：  

單聲道(mono)。 

取樣瀕率：8KHz。 

聲音格式：16Bits, 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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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4 7.4 7.4 來電來電來電來電報號報號報號報號    

 來電報號功能可在來電時先以語音告知來電者電話號碼。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來電報號來電報號來電報號來電報號””””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選擇””””啟用啟用啟用啟用””””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會開啟來電報號功能。 

 4. 選擇””””關閉關閉關閉關閉””””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會關閉來電報號功能。 

 

7.5 7.5 7.5 7.5 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通話錄音模式””””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若選取””””自動錄音自動錄音自動錄音自動錄音””””，當接通電話就會開始錄音。 

4. 若選取””””手動錄音手動錄音手動錄音手動錄音””””，當接通電話後，須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錄音錄音錄音錄音」」」」

鍵才會開始錄音。 

 

7.6 7.6 7.6 7.6 螢幕亮度螢幕亮度螢幕亮度螢幕亮度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螢幕亮度螢幕亮度螢幕亮度螢幕亮度””””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或「「「「----」」」」鍵，調整至適當的亮度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鍵即完成亮度調整。 

 

7.7 7.7 7.7 7.7 話機上鎖話機上鎖話機上鎖話機上鎖    

 話機上鎖可設密碼防止其他人使用本話機撥打電話或查閱話機內部資料。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話機上鎖話機上鎖話機上鎖話機上鎖””””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選擇””””啟用啟用啟用啟用””””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會將話機上鎖。此時若退出至閒

置狀態，顯示螢幕將會出現話機上鎖圖示(�)。 

 4. 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先輸入正確的話機密碼後，依步驟 1，2  

  5. 選擇””””關閉關閉關閉關閉””””項目，會將話機解鎖。 

  

7.8 7.8 7.8 7.8 話機密碼設定話機密碼設定話機密碼設定話機密碼設定    

話機密碼可作為解除話機上鎖及遠端操作登入時的認證使用。話機密碼最多

為 8 位數字。預設密碼為”8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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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話機密碼話機密碼話機密碼話機密碼””””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輸入所要的設定的密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話機密碼設定。 

 

 

 

7.7.7.7.９９９９    自動撥號前自動撥號前自動撥號前自動撥號前置碼置碼置碼置碼    

自動撥號前置碼功能會在話機自動撥號 (通訊錄撥號通訊錄撥號通訊錄撥號通訊錄撥號 /  /  /  / 通話記錄撥號通話記錄撥號通話記錄撥號通話記錄撥號 /  /  /  / 

簡撥簡撥簡撥簡撥 /  /  /  / 重撥重撥重撥重撥 /  /  /  / 直撥記憶鍵撥號直撥記憶鍵撥號直撥記憶鍵撥號直撥記憶鍵撥號) 前先撥出預先設定的字碼，暫停一段時間

後再撥出號碼。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自動撥號前置碼自動撥號前置碼自動撥號前置碼自動撥號前置碼””””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輸入要設定的字碼。 

4.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設定。 

 

 

 

 

 

7.107.107.107.10    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暫切時間設定””””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選擇要設定的暫切時間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設定。 

 

7.17.17.17.11111    掛鉤掛鉤掛鉤掛鉤延遲延遲延遲延遲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時間設定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 掛鉤掛鉤掛鉤掛鉤延遲時間設定延遲時間設定延遲時間設定延遲時間設定””””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選擇要設定的掛掛掛掛鉤鉤鉤鉤延遲延遲延遲延遲時間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設定。 

 

7.127.127.127.12    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    

 拒接黑名單功能可讓使用者輸入不想接聽的來電號碼。若來電號碼與黑名單

內的號碼相符合時，來電將不會響鈴。 

 

7.127.127.127.12.1 .1 .1 .1 新增號碼新增號碼新增號碼新增號碼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註：請妥善紀錄密碼一旦遺失只能寄回本公司進行解碼動作 

註：前置碼應用於 PBX    ，因為這類設備要撥外線前大都需先撥 

‘0’ 抓外線，然後才撥號，前置碼即應用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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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並選擇”新增”項目。 

 4. 輸入電話號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新增的做作。 

 

7.127.127.127.12.2 .2 .2 .2 刪除號碼刪除號碼刪除號碼刪除號碼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拒接黑名單””””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要刪除的號碼。 

4. 按下顯示螢幕下方的「「「「選項選項選項選項」」」」鍵，並選擇”刪除”項目。 

5.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刪除的動作。 

 

7.137.137.137.13    耳機耳機耳機耳機通話通話通話通話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耳機設定可讓使用者使用具電話聽筒接頭的耳機麥克風取代聽筒，設定後 

  免免免免持持持持 鍵會取代聽筒掛鉤的功能。 

1. 依 7.1 之操作步驟 1 及步驟 2，進入「「「「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話機設定」」」」選單。 

2. 選擇””””耳機耳機耳機耳機通話通話通話通話””””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8. 8. 8. 8. 來電顯示來電顯示來電顯示來電顯示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來電顯示功能是由使用者所在地的電信服務業者所提供，作為使用者辨識來

電的參考。當無人接聽時，亦可記錄來電號碼，以供使用者事後查看、回撥。

來電顯示功可搭配通訊錄的使用，讓使用電話更方便。 

 

8.1 8.1 8.1 8.1 區碼設定區碼設定區碼設定區碼設定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來電顯示設來電顯示設來電顯示設來電顯示設

定定定定””””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進入來電顯示設定選單。 

3. 利用「����」」」」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區碼區碼區碼區碼””””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4. 輸入完區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設定。 

 

8.2 8.2 8.2 8.2 本地碼設定本地碼設定本地碼設定本地碼設定    

 當多個區域共用同一區碼時(例如桃園縣與新竹縣市的區碼均為 03)，可再

利用本地碼的設置來分辨是否為同一區域。本話機可設定 9 組本地碼。 

 

 1. 依 8.1 操作步驟 1~2，進入來電顯示設定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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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本地碼本地碼本地碼本地碼””””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選擇要設定的組數編號。 

 3. 選好組別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開始設定本地碼。 

 4. 輸入完本地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設定。 

 

 

 

 

 

8.3 8.3 8.3 8.3 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    

 當電信業者提供的來電顯示服務有夾帶時間資訊時，使用者可決定是否同時

更新話機目前的時間。 

 

 1. 依 8.1 操作步驟 1~2，進入來電顯示設定選單。 

2. 選擇””””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自動更新時間””””項目，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3. 若要同時更新話機時間，選取””””開啟開啟開啟開啟””””，否則選取””””關閉關閉關閉關閉””””。。。。 

 4. 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完成設定。 

 

9999. . . . 鬧鐘設定鬧鐘設定鬧鐘設定鬧鐘設定    

鬧鐘功能可以做為提醒的用途。本話機可設定兩組鬧鐘。 

9.1 9.1 9.1 9.1 選擇鬧鐘模式選擇鬧鐘模式選擇鬧鐘模式選擇鬧鐘模式    

 鬧鐘模式有三種：關閉、單次模式與週期模式。週期模式以一天為一週期，

每天在設定的鬧鐘時間到達時開始響鈴。單次模式在設定的鬧鐘時間到達後

開始響鈴，在持續響鈴時間到達後便會停止響鈴並將啟用設定改設成關閉。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鬧鐘設定鬧鐘設定鬧鐘設定鬧鐘設定””””

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可選擇要設定的組別。 

 3. 選好組別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可進入鬧鐘設定選單。 

4. 選擇””””鬧鐘模式鬧鐘模式鬧鐘模式鬧鐘模式””””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鬧鐘模式選單。 

 5. 選擇所要設定的模式，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選擇鬧鐘模式的動作。 

 

9.2 9.2 9.2 9.2 設定鬧鐘時間設定鬧鐘時間設定鬧鐘時間設定鬧鐘時間    

 1. 依 9.1 操作步驟 1~3，進入鬧鐘設定選單。 

2. 選擇””””鬧鐘時間鬧鐘時間鬧鐘時間鬧鐘時間””””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輸入鬧鐘時間畫面。 

 3. 按數字鍵輸入完鬧鈴時間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鬧鐘時間設定。 

註：區碼和本地碼應用於     重撥重撥重撥重撥        ，有此設定才能判斷是否要加

區碼如 03 以區分長途或本地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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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3 9.3 9.3 設定鬧鐘音量設定鬧鐘音量設定鬧鐘音量設定鬧鐘音量    

 1. 依 9.1 操作步驟 1~3，進入鬧鐘設定選單。 

2. 選擇””””鬧鐘音量鬧鐘音量鬧鐘音量鬧鐘音量””””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設定鬧鐘音量畫面。 

3. 按顯示螢幕下方的「「「「++++」」」」或「「「「----」」」」鍵，調整至適當的音量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鍵即完成鬧鐘音量設定。 

 

9.4 9.4 9.4 9.4 設定鈴聲持續時間設定鈴聲持續時間設定鈴聲持續時間設定鈴聲持續時間    

 1. 依 9.1 操作步驟 1~3，進入鬧鐘設定選單。 

2. 選擇””””鈴聲持續時間鈴聲持續時間鈴聲持續時間鈴聲持續時間””””項目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鈴聲持續時間選單。 

 3. 選擇所要的持續時間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選擇鈴聲持續時間的動作。 

 

10101010. . . . 直撥直撥直撥直撥記憶記憶記憶記憶鍵設定鍵設定鍵設定鍵設定    

 直撥記憶鍵提供使用者利用單鍵便能撥出特定號碼，提高使用者的便利性。 

 

10.1 10.1 10.1 10.1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直撥直撥直撥直撥號碼號碼號碼號碼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直撥記憶直撥記憶直撥記憶直撥記憶鍵鍵鍵鍵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可選擇要設定的記憶鍵。 

 3. 選好直撥記憶鍵，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可進入開始設定電話號碼。 

4. 設定電話號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便完成設定。 

 

 

 

 

10.2 10.2 10.2 10.2 使用直撥記憶鍵使用直撥記憶鍵使用直撥記憶鍵使用直撥記憶鍵    

 1. 話機閒置時，提聽筒或按  免持 。 

 2. 按要撥出的記憶鍵，即可撥出設定的號碼。 

 3. 若撥號間需暫停一段時間，如對方有自動總機，可利用暫停鍵設定， 

   每個暫停鍵可暫停一秒鐘，可依需要插入數個暫停鍵以取得更長的暫停 

   時間。 

 

註：若要取消速直撥記憶設定，只須將該記憶鍵的號碼刪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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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 . . 使用答錄機使用答錄機使用答錄機使用答錄機    

11.1 11.1 11.1 11.1 啟用答錄機啟用答錄機啟用答錄機啟用答錄機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答錄機設定答錄機設定答錄機設定答錄機設定””””

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3. 選擇””””啟用設定啟用設定啟用設定啟用設定””””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將會出現啟用模式選單。 

 4. 選擇””””開啟開啟開啟開啟””””，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完成啟用答錄機的動作。 

5. 若要關閉答錄機功能，則在啟用模式選單中選取””””關閉關閉關閉關閉””””，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鍵即完成關閉答錄機的動作。 

11111111.2 .2 .2 .2 選擇操作模式選擇操作模式選擇操作模式選擇操作模式    

答錄機功能提供兩種操作模式：答錄模式和只答不錄模式。答錄模式下，可

供來電者留言。而只答不錄模式在話機播完提示語隨後就掛斷電話。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操作模式操作模式操作模式操作模式””””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可選擇要啟用何種操作模式。 

 3. 選擇所要設定的操作模式後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 

 

11111111.3 .3 .3 .3 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    

 答錄機提示語可設定答錄機接取時的提示語。此項操作須要在 microSD 卡插

入話機中才可操作。 

 

11.3.1 提示語錄音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進入提示語設定選單。 

 3. 選擇””””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會出現錄音預備畫面。 

4. 按「開始開始開始開始」」」」鍵後即開始錄音。再按「停止停止停止停止」」」」鍵後即結束錄音。 

 5. 提示語亦可用電腦錄製再拷貝至 microSD 卡上。 

 

 

 

 

 

 

 

註：1. 自錄提示語檔名：greeting.wav。 

 2. 自錄提示語檔案格式：  

單聲道(mono)。 

取樣瀕率：8KHz。 

聲音格式：16Bits, 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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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提示語試聽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進入提示語設定選單。 

 3. 選擇””””試聽試聽試聽試聽””””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開始播放錄製的提示語。 

 

11.3.3 回復預錄提示語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提示語””””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進入提示語設定選單。 

 3. 選擇””””回復預錄回復預錄回復預錄回復預錄””””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回復至預錄提示語。 

 

11111111.4 .4 .4 .4 接取時間設定接取時間設定接取時間設定接取時間設定    

 選擇鈴響次數後，答錄機開始動作。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接取時間接取時間接取時間接取時間””””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出現鈴響次數選單。 

 3. 選擇所要設定的鈴響次數後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即可完成設定。 

 

11111111.5 .5 .5 .5 留言中同步放音留言中同步放音留言中同步放音留言中同步放音    

 選擇在留言的同時，話機是否也同步播出留言內容。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留言中放音留言中放音留言中放音留言中放音””””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進入設定選單。 

3. 若希望在留言的同時，話機也能同步播放留言內容，則選擇””””啟用啟用啟用啟用””””選

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4. 若要取消同步播放留言功能，則選擇””””關閉關閉關閉關閉””””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11111111.6 .6 .6 .6 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    

 答錄機遠端操作可以允許使用者由其他話機撥入聽取外出留言及來電留

言。使用本功能必須先啟用啟用啟用啟用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模式，當使用者由遠端話機撥入並經

由答錄機接通後，輸入話機話機話機話機密碼密碼密碼密碼及及及及    ＃ 鍵即自動進入遠端操作模式，並開

始播放留言。 

 

11.6.1 啟用遠端操作 

 1. 依 11.1 之操作步驟 1 及操作步驟 2，進入答錄機設定選單。 

 2. 選擇””””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遠端操作””””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設定選單。 

3. 若要啟用遠端操作模式，則選擇””””啟用啟用啟用啟用””””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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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要取消遠端操作模式，則選擇””””關閉關閉關閉關閉””””選項，並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 

 

11.6.2 進入遠端操作模式 

 1. 話機撥入由答錄機接取後，輸入話機密碼話機密碼話機密碼話機密碼並按 #    鍵鍵鍵鍵。 

 2. 若密碼正確即會開始撥放新留言。 

 3. 若密碼不正確則通話將會被切斷。 

  遠端操作方式如下： 

數字鍵 答錄機動作 

1 聽上一通留言 

2 聽下一通留言 

3 全部留言播放完畢後按 3，從頭開始重新播放 

    

 

11112222. . . . 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    

 回復預設值功能會將話機的設定值回復到原始出廠的設定。 

 

 1. 話機閒置時，按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進入功能選單。 

2. 使用顯示螢幕下方的「����」」」」鍵或「����」」」」鍵，將選取方框移至””””    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回復預設值””””

選項。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進入確認畫面。 

 3. 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鍵後即可回復到原始出廠的設定。 

 4. 回復預設值不會清除通訊錄的內容。 

 5. 話機原始出廠設定值請參閱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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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功能設定功能設定功能設定功能設定    樹狀圖樹狀圖樹狀圖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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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話機原始出廠設定值話機原始出廠設定值話機原始出廠設定值話機原始出廠設定值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出廠設定出廠設定出廠設定出廠設定值值值值    

通訊錄 無記錄 

來電記錄 無記錄 
通話記錄 

去電記錄 無記錄 

時間設定 2012/01/01 00:00 

鈴聲設定 內建鈴聲 1 

保留音樂設定 內建保留音樂 

來電報號 關閉 

通話錄音模式 手動錄音 

螢幕亮度 6 

話機上鎖 關閉 

話機密碼 8888 

自動撥號前置碼 未設定 

暫切時間 0.6 秒 

掛鉤延遲時間 0.7 秒 

拒接黑名單 未設定 

話機設定 

耳機通話設定 關閉 

直撥記憶鍵設定 未設定 

區碼 未設定 

本地碼 未設定 來電顯示設定 

自動更新時間 關閉 

鬧鐘模式 關閉 

鬧鐘時間 00:00 

鬧鐘音量 9 
鬧鐘設定 

鈴響持續時間 10 秒 

通話錄音 無記錄 

環境錄音 無記錄 

來電留言 無記錄 
語音記錄 

外出留言 無記錄 

啟用設定 關閉 

操作模式 答錄模式 

接取時間 6 聲鈴響 

留言中放音 關閉 

答錄機設定 

遠端操作 關閉 



 -  - 28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安裝說明安裝說明安裝說明安裝說明    

1. 配件 

每台話機有下列配件 

a. 話機本體 

b. 聽筒 

c. 腳座 

d. AC/DC 變壓器 (AC/DC Adapter), 輸入:AC110V 輸出 DC 12V, 250mA 

e. 3 公尺電話接線 

f. 3 公尺聽筒捲線 

g. 電話接線盒 

 

 

 

 

2. 安裝 

a.將捲線分別接到聽筒及話機背面有印聽筒之孔內。 

b.將電話線接至話機背面有印”TO KSU”字樣之孔內。 

c.將變壓器 DC 接頭插入電源插座。 

d.將線壓入適當的線槽內。 

e.將腳座插上 

 e.1 腳座有兩種高度可供選擇，要變換高度時先將話機翻至背面朝上 

 用兩手食指輕壓腳座(有向下箭頭處附近)往機體下方搬動即可將 

 腳座取下，再換至不同槽位孔。 

    e.2 若要掛壁使用則將腳座取下，將話機聽筒座下方之掛鉤翻下即可 

   使用。 

f.若接線長度夠將電話線插入牆面電話插座即可使用 

e.若長度不夠可用利用電話接線盒延長接線或自行購買長電話接線。 

g.因牆面電話插座施工品質不一,使用雙外線話機需特別注意 

  一般兩線插座的接線方式如下(顏色可能有異)，其中位置 3,4 為局線 

  一，位置 2,5 為局線二，若接線完成但動作不正常時請檢查牆面接線座 

  是否正確接線(依位置為主)。 

   

 

 

 

 

 

 

註註註註 :  :  :  : 請勿用來路不明之請勿用來路不明之請勿用來路不明之請勿用來路不明之 AC/DCAC/DCAC/DCAC/DC 變壓變壓變壓變壓器以免造成話機永久性損壞器以免造成話機永久性損壞器以免造成話機永久性損壞器以免造成話機永久性損壞，，，，若若若若

自行採用造成損害自行採用造成損害自行採用造成損害自行採用造成損害，，，，本公司不負保固之責任本公司不負保固之責任本公司不負保固之責任本公司不負保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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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線座接線座接線座接線座////接線盒接線盒接線盒接線盒    接頭接頭接頭接頭    

紅

綠

黃

黑

紅, 綠

黃, 黑 

接線顏色 局線

1

2

3

4

5

6

外線一

外線二

 

註註註註: : : : 不同廠商製作的接線盒接線的顏色可能不相同不同廠商製作的接線盒接線的顏色可能不相同不同廠商製作的接線盒接線的顏色可能不相同不同廠商製作的接線盒接線的顏色可能不相同, , , , 請依照位請依照位請依照位請依照位    

  置接線。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聽筒接線聽筒接線聽筒接線聽筒接線 

購買聽筒接頭式耳機時請注意接線，若接線不同會導致耳機不動作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麥麥

+

耳耳 耳耳
麥麥 麥麥

b

耳耳 耳耳
麥麥 麥麥

a

 

 

Ａ. 麥克風+/-,分別是麥克風極性正端及負端 

Ｂ. 耳機 a/b 為耳機接頭, 差動式輸出無極性分別 

Ｃ. 麥克風與耳機接線完全獨立無相關性， 接線不可連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