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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擴音鍵

（Speaker） 

新：按此鍵  可免持聽筒撥號，亦可免持聽筒

對講。 

舊：無此功能。 

 

2. 

    靜音

（Mute） 

新：按此鍵   可阻斷我方的聲音到對方，即我方

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而對方卻聽不到我方任何聲

音。 

舊：無此功能。 

3. 
保留鍵 

（Hold） 

新：在通話中按此鍵 ，可讓對方聽音樂。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此鍵  。 

3. 再掛上聽筒即可。 

接回：提起聽筒再按分機鍵或直接按分機鍵亦可。 

舊：同新系統功能。 

4. 
 末碼重撥鍵

（Redial） 

新：按此鍵  可重撥最後一次所撥出的電話號

碼。 

步驟：按此鍵  即可將電話撥出。 

舊： 

步驟： 1.拿起話筒 

       2.撥分機或外線號碼 

       3.按儲存再撥鍵 save/repeat 

       4.掛上電話 

再撥時：5.拿起話筒 

        6.按儲存再撥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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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接鍵

（Transfer） 

新：將進線電話轉給其他內線分機接聽。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此鍵  。 

3. 再按內線分機號碼。 

4. 掛上聽筒即可。 

接回：原進線的分機鍵再按一下，即可接回接回該通

電話。 

舊：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轉接鍵。 

3. 再按內線分機號碼。 

4. 掛上聽筒即可。 

接回：原進線的分機鍵再按一下，即可接回接回該通

電話。 

6. 
 會議鍵

（Conference） 

新：最多一機可以有 6 人同時開會。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此鍵  。 

3. 再按內線分機號碼或外線電話號碼。 

4. 接通時，再按此鍵  即可多方會談。 

5. 以此類推，最多可以有 6 人同時開會。 

接回：原進線的分機鍵再按一下，即可接回該通電話。 

舊：最多可以有 8 人同時開會。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 flash 鍵 

3. 再按內線分機號碼或外線電話號碼。 

4. 接通時，再按此鍵 CONF 即可多方會談。 

5. 以此類推，最多可以有 8 人同時開會。 

接回：原進線的分機鍵再按一下，即可接回該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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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群代接鍵 

（Pick） 

新：可代接同群組響鈴中之內線分機。 

步驟：直接按「群代接鍵」或代碼「＊３」亦可。 

舊： 

步驟：直接按「群代接鍵」或代碼「＊３」亦可。 

8. 
駐留鍵   

（Park） 

新：將通話中的來話駐留在話機上，可從任一內

線分機接回該通電話。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駐留鍵」。 

3. 再掛上聽筒即可。 

接回： 1. 在自己話機則直接按「駐留鍵」即可。 

2. 在其他話機則按代碼「＊6」＋原駐留

之內線分機號碼，即可接回該通電話。 

舊： 

步驟： 1. 與內線分機或外線電話通話中。 

2. 按「駐留鍵」。 

3. 再掛上聽筒即可。 

接回： 1. 在自己話機則直接按「駐留鍵」即可。 

2. 在其他話機則按代碼「＊6」＋原駐留

之內線分機號碼，即可接回該通電話。 

9 錄音 

新：在通中可即時錄音。 

步驟：無論內線或外線通話中,按下錄音鍵開始錄

音,再按一次取消錄音。 

使用：聽取內容,按 1000(信箱代表號),其他請看

語音信操作手冊。 

舊：無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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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約鍵（Auto 

Call Back） 

新：當內線分機忙線或無人接聽時，可事先預約

對方，30 分鐘內有效。 

步驟： 1. 撥內線分機號碼後，聽到對方忙線或回

鈴聲時。 

2. 按「預約鍵」。 

3. 再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預約鍵」即可。 

舊： 

步驟： 1. 撥內線分機號碼後，聽到對方忙線或回

鈴聲時。 

2. 按「預約鍵」。 

3. 再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CAMP 預約鍵」即可。 

11. 
跟隨鍵

（Forward） 

新：讓進線電話在其他內線分機振鈴。 

步驟： 1. 直接按「跟隨鍵」。 

2. 再按目的地之內線分機號碼。 

3. 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跟隨鍵」即可。 

舊： 

步驟： 1. 直接按「FWD 跟隨鍵」或按＃9。 

2. 再按目的地之內線分機號碼。 

3. 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跟隨鍵」或＃＃9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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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速撥鍵 

新：在話機上直接設定個人的分機簡撥。 

步驟：1. 按設定鍵 

      2. 再按速撥鍵 

      3. 撥「分機號碼」或「0+外線號碼」+「＃」 

      4. 設定好會有(嘟嘟嘟的聲音)表示設定 ok 

使用：在自己話機上直接按「速撥鍵」即可。 

舊： 

步驟：1. 拿起話筒。 

      2. 按 set 或＊566 

      3. 按設定鍵 repdial 

      4. 撥分機號碼或 0+外線號碼 

      5. 掛上電話 

使用：在自己話機上直接按「設定鍵 repdial」即

可。 

13 勿打擾 

新：在話機上直接設定個人的分機簡撥。 

步驟： 1. 拿起話筒。 

2.直接按「勿打擾 DND 鍵」。 

3. 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勿打擾 DND 鍵」即可。 

舊： 

步驟： 1. 拿起話筒。 

2.直接按「勿打擾 DND 鍵」或按＃5。 

3. 掛上聽筒即可。 

取消：直接按「勿打擾 DND 鍵」或＃＃5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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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機簡撥 

新： 

步驟：1. 拿起話筒。 

      2. 按＊11(設定代碼) 

      3. 按設定位置(01 ~99) 

      4. 撥「分機號碼」或「0+外線號碼」+「＃」 

      5. 掛上電話 

使用：在自己話機上直接按「＃1」＋「01~ 99」

即可。 

舊： 

步驟： 1. 拿起話筒。 

2. 按＃＃3。 

3. 按 0-9 任一號碼 

4. 撥 0+外線號碼 

5. 掛上聽筒即可。 

使用： 1. 拿起話筒。 

2. 按＃3。 

3. 按 0-9 任一號碼撥出 

15. 系統簡撥 

新：可簡撥由系統管理員設定多組之內線分機或

外線電話號碼。 

使用：1. 按代碼「＃３」。 

2. 再按 0000 ~ 9999 任一組數字，即可撥出

已設定好的電話號碼。 

舊： 

使用：1. 按代碼「＃6」。 

2. 再按 1000 ~ 3999 任一組數字，即可撥出

已設定好的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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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音量調整鍵

（Volume） 

新：共有 3 種音量調整： 

1. 拿起聽筒再按音量調整鍵，即可調整對方來話

聲音的大小聲。 

2. 按此鍵  ＋音量調整鍵，即可調整免持聽筒

時的大小聲。 

3. 按此鍵  ＋音量調整鍵，即可調整來電振鈴

時的大小聲。 

舊： 

1. 拿起聽筒再按音量調整鍵，即可調整對方來話

聲音的大小聲。 

2. 按此鍵 Line-1＋音量調整鍵，即可調整免持聽

筒時的大小聲。 

3. 話機下方有音量調整開關，即可調整來電振鈴

時的大小聲。 

17. 
測試鍵   

（Test） 

新：在電話沒有使用時，按此鍵  不放，即可

測試電話面版上的 LED 燈是否故障。 

舊：無此功能 

18. 
鈴聲調整鍵

（Ring） 

新：在電話沒有使用時，連續按此鍵  ，即可

選擇振鈴聲的種類，共有 8 種鈴聲。當選好時，停

頓 5 秒鐘不動，話機即會自動儲存已選擇好的鈴聲

種類。 

舊：由交換機設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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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鍵盤使用說明 

 

 

 

 

 

 

一、操作說明： 

彈性功能鍵有3頁，共12種功能選擇，按     鍵螢幕會顯示出第1頁

的功能選項，分別對應4個「  」選擇鍵。 

1、按     鍵，會顯示出第1頁的功能選項。 

2、按     鍵，可翻看上一頁的功能選項。 

3、按     鍵，可翻看下一頁的功能選項。 

4、按     鍵，則會跳離功能選項，此時螢幕只會顯示當天的時間

日期。 

 

二、12種可供選擇的功能選項，詳列如下： 

第一頁：AD1 AD2  AD3  AD4 

第二頁：AD5 AD6  AD7  AD8 

第三頁：AD9 AD10 Prog CTime 

找到想執行的功能選項後，按下相對應的「   」選擇鍵，便可開始

執行功能，此時螢幕上會顯示    圖形，表示此功能已被啟動。  

AD1至AD10分別是10個分機簡撥功能鍵的標示，可由【Prog】鍵設

定簡撥碼的內容及標示，例如：AD1的標示改成「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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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1→速撥1的設定方式： 

1、按     鍵以顯示功能選項，先找尋【Prog】按下相對應的「  」選擇

鍵後，此時螢幕會出現Press button program，再重新按     鍵找尋欲

設定的速撥鍵，按下【AD1】相對應的「  」選擇鍵即可。 

 

2、螢幕會顯示：Change number？Yes＝１，No ＝２。若要新設速撥號

碼或要更改速撥號碼，則請按數字鍵【１】；若不變更速撥號碼，則

請按數字鍵【２】。當按完數字鍵【１】時，螢幕會顯示：Enter nu

mber＋【＃】，此時可輸入預設定的速撥號碼（可設內線分機及外線

電話）。內線分機即輸入分機號碼＋【＃】確認即可；外線電話則先

按【０】（抓外線）＋區域號碼（國際電話或長途電話才須要設）＋

電話號碼＋【＃】確認即可。當速撥號碼設定完後，螢幕要顯示：  

Number save才代表已設定完成。 

 

3、接著螢幕會顯示：Change label？Yes＝１，No ＝２。若要更改標籤

（即重設名字，最多設5碼），則請按數字鍵【１】；若不變更標籤，

則請按數字鍵【２】。當按完數字鍵【１】時，螢幕會顯示：Enter  

label＋【＃】，此時可輸入預設定的文字（英文字母或數字皆可）。

若是英文字母即按英文字母下方代表數字鍵即可，數字鍵按一次則顯

示第一個字母、重覆按二次則顯示第二個字母，以此類推，當一個數

字鍵重覆按完英文字母後，接著則會出現數字，需輸入數字時，則可

如此選擇。當輸入文字有重覆時，可按【＊】鍵跳至下一個空格，再

按數字鍵輸入英文字母或數字即可。文字全部設定完後，最後要＋【

＃】確認，此時螢幕會顯示：Label save才代表已設定完成，最後聽筒

需拿起掛斷後再重新進入，才能看到更改後的Label。 

 

4、AD2 至 AD10 重覆上述 1、2、3 步驟，即可完成速撥號碼及名字的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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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撥鍵的使用方式： 

按     鍵以顯示功能選項，再搭配       鍵，找到想執行的功能選項

後，按下相對應的「  」選擇鍵，即可根據已設定好的電話外撥出去。 

 

CTime→通話計時（Call Timer） 

若欲統計通話時間可啟動此功能鍵，可先按     鍵以顯示功能選項，找

到【CTime】的功能選項後，按下相對應的「  」選擇鍵，此時在顯示幕

中的【CTime】字樣上會有 ▼ 符號出現，代表此功能已啟動，只要是通

話中的電話，系統便會自動開始計時，時間會直接顯示在螢幕上，直到掛

斷電話時，系統才會停止計時。若要取消此功能，一樣按     鍵以顯示

功能選項，找到【CTime】的功能選項後，按下相對應的「  」選擇鍵，

在顯示幕中的【CTime】字樣上則不會有 ▼ 符號出現，此時便可取消此

功能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