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 ISO 9001 國際品質認證
符合 CNS 國家標準
◆使用前請詳閱本說明書◆

請選用品質良好的 3 號電池 3 顆 ( 1.5V x 3 ),不需變壓器.
使用前,請先查明電信局是否有開放來話顯示(CALLER ID)功能.

一、各部名稱
調整音量
大小聲

新來電提示

三行大型
顯示幕

撥出/刪除
電話簿
儲存

上查/下查
記憶1
記憶2
記憶3

靜音
暫切
重撥/暫停

調整響鈴
大小聲
數字鍵

二、 功能
◎ 三行大型顯示幕
◎ 可調整鈴聲音量大小
◎ 來電單鍵自動撥出
◎ 電力不足顯示
◎ 可選擇單一刪除或全部刪除
◎ 顯示來話通數
◎ 每組 16 位數字顯示
◎ 掛壁 / 桌上兩用
◎ 超大記憶容量 99 組
◎ 可調整聽筒音量大小
◎ 可設定 20 組電話簿(含姓名)
◎ 三組單鍵直撥
◎ 可上下翻頁查閱
◎ 多種語言選擇
◎ 自動累計未查閱電話通數
◎ 錯誤訊息/未開放服務提示
◎ 顯示每通來話時間、日期、來電號碼
◎ 符合國內電信局雙頻規格(DTMF & FSK)
※ 使用品質良好的 3 號電池 3 顆 (1.5V x 3 ),不需變壓器
更換電池時,記憶可維持一分鐘

三. 設定方法
1. 設定電話簿
按“電話簿”鍵,螢幕出現 "EMPTY" 表示電話簿空白,即可開始
設定第一組電話;如出現 " 02 FILES " 表示已有 2 組記憶, "01
FILES " 則為 1 組記憶.按“刪除”鍵後,輸入您要儲存的電話號
碼,確認後按“撥出”鍵即可開始輸入英文姓名,利用“刪除”鍵
移位,全部確認後按“撥出”鍵即可.

2. 來電號碼設定為電話簿
壓“▲上查”“▼下查”鍵選擇您所要儲存的電話號碼,按
“撥出”鍵不放 3 秒出現第一個數字鍵閃爍,按“撥出”鍵 即可！

3. 刪除電話簿
單一刪除:按“電話簿”鍵,按“▲上查”“▼下查”鍵 選擇您所
要刪除電話簿組別,按“刪除”鍵,出現"ERASE"的閃爍字樣,確認
後按“刪除”鍵即可刪除.
全部刪除: 按“電話簿”鍵, 按“▲上查”“▼下查”鍵選擇任何
1 組記憶,按“刪除”鍵不放 3 秒出現 "ERASE ALL" 的字樣,再
按一次 按“刪除”鍵則所有電話簿組別全部刪除.

4. 修改電話簿
按“電話簿”鍵,“▲上查”“▼下查”鍵選擇您要修改的記憶,
按“撥出”鍵不放 3 秒出現第一個數字鍵閃爍即可修改電話號碼,
利用“刪除”鍵往右及“▼下查”鍵往左移位, 確認後按“撥出”
鍵即可開始輸入英文姓名,利用“刪除”鍵移位,全部確認後按
“撥出”鍵即可.

5. 設定時間日期
按“儲存”鍵後不放 3 秒, 利用▲ ▼ 鍵翻頁選擇" SET TIME",
按“刪除”鍵後,利用▲ ▼ 鍵輸入正確的"時"後,按“刪除”鍵
移位,依序輸入正確的"時"、"分"、"日"、"月"確認後按“撥出”
鍵即可.

6. 設定您的區域碼
您所接到的電話均會顯示區域碼（如"02"或"2"）,請依下列步驟
設定您的區域碼,當您回撥同區域的電話時,電話會自動省略區域
碼,步驟如下：
按“儲存”鍵 3 秒 → 按“▲上查”或“▼下查”鍵選擇
"AREA CODE" → 按“刪除”鍵 → 按數字鍵 "02"或"2" （如台
北設 "02" 或 "2" ,台中設 "04" 或 "4"）,確認後按“撥出”鍵即可.

7. 設定語言
按“儲存”鍵後不放 3 秒, 利用“▲上查”“▼下查”鍵翻頁選
擇" LANGUAGE",按“刪除”鍵後,利用“▲上查”“▼下查”
鍵選擇您要的語言後按“撥出”鍵即可.

8. 設定單鍵直撥(記憶1,記憶2,記憶3)
按“儲存”鍵,輸入正確的電話號碼後,按下您要記憶的位址
“記憶1”“記憶2”“記憶3”即可.記憶後當您拿起聽筒,按下
您所記憶電話號碼的位址“記憶1”“記憶2”“記憶3”,電話會
自動撥號.

四. 操作方法
1. 查閱來電號碼
“▲上查”向上翻頁, 最上頁顯示 "END OF LIST".
“▼下查” 向下翻頁, 結束最後翻頁出現 "TOP OF LIST".

2. 刪除記憶
(1) 刪除全部號碼:按“刪除”鍵 2 秒, 此時螢幕出現
" ERASE ALL",再按一次 “刪除”鍵, 即可全部刪除.
(2) 刪除單一號碼: 以 “▲上查”“▼下查”鍵翻頁到欲刪除之號
碼 => 按“刪除”鍵一次, 此時螢幕會有 ERASE 字樣閃爍, 請
確認欲刪除之號碼, 再按一次“刪除”鍵即可刪除.

3. 撥出
以
“▲上查“
”▼下查”鍵翻頁到欲撥出的號碼, 按“撥出”
鍵即可撥出.
若欲撥出之電話為外縣市或大哥大時,請依實際狀況先按"0"再按
“ 撥出”.

4. 電話簿撥出
按“電話簿”鍵,以“▲上查”“▼下查”鍵翻頁到欲撥出的號碼
組別, 按“撥出”鍵即可撥出.

5. 單鍵直撥
拿起聽筒,
按下您所記憶電話號碼的位址“記憶1”“記憶2”“記憶3”,電
話就會自動撥號.

6. 靜音
通話中若不想讓對方聽到我方聲音﹐按一下“靜音”鍵即可,再
按一下“靜音”鍵即可恢復通話.

7. 暫切
通話中如有插撥時可按“暫切”鍵來回切換使用.
（注意）：此功能須向電信局申請方可使用.

8. 重撥暫停
（1）重撥：欲重撥最後一組電話號碼,請先掛斷再按重撥鍵即可.
（2）暫停（3秒）：主要用於單鍵直撥中,儲存記憶撥號時按一次
“暫停”鍵可暫停三秒.

五. LCD螢幕上文字含意解說
NO CALLS: 沒有來電記錄.
NEW CALLS: 新來電號碼( 未查閱新來電號碼 ).
9:30 5/12: 時間9時30分,日期12月5日.
VIP: 重要來電提示( 需預先輸入“電話簿”號碼 ).
: 表示需更換電池.
EMPTY: 表示電話簿記憶空白.
ERROR: (FSK) 送訊中提起聽筒或送訊中被干擾.
PRIVATE: (FSK) 對方號碼申請不顯示.
OUT OF RANGE: (DTMF) 對方申請不顯示, 國際電話, 對方超出
服務範圍
ITERATION:(FSK)國際電話.

OUT OF RANGE: (FSK) 對方超出服務範圍.
PAY PHONE: (FSK) 公共電話.
註: DTMF:指未來電信局如有開放 (DTMF ) 系統才有此功能.
FSK:指未來電信局如有開放 ( FSK ) 系統才有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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