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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清單 

 

1.座機 1台 

 
 

2.手機 4支 

 

3.手機充電座 4 台 

 

 

4.手機電池組 4組(每組兩顆) 

鎳氫電池 1.2V 600mA 

 

 

5.電源變壓器 5顆 

(座機 1顆，手機充電座 4顆) 

座機規格:DC9V 0.5A 

手機規格:DC6V 0.5A 

6.電話線 4條 

 

7.保證書 1張 

 

 

8.使用說明書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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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1. 請小心地將您的無線電話從包裝盒中取出。如有發現明顯的損壞，請勿嘗試操作本產品。請將它

退回至購買的地點。 

2. 請檢查本無線電話系統的所有附件是否齊全。包裝盒中應包含手機、座機、變壓器、電池、電話

線、及使用手冊。 

3. 建議您不要將本裝置放置在其他設備的旁邊。這樣可能會導致干擾。 

4. 本主機遵循歐規 DECT 之 GAP 標準，任何遵循該標準之手機均應能與本主機相容。增購手機

時請向經銷商查明該手機是否符合以上標準。 
5. 本系統之發射功率極低，可放置於室內任何地方長期使用均不至於對人體造成不利影響。但為提

高傳輸距離，請將主機放置在較中間處而沒有障礙的位置。例如三層樓的透天房子，主機應放置

在二樓且無障礙的地方。所謂障礙是指金屬或遮蔽物如鐵櫃、牆壁等。您可將主機置於木櫃、玻

璃櫃內或天花板上，但不可置於金屬櫃內、金屬板上或被金屬板遮蔽。 
6. 本主機停電時不能使用，若欲停電時也能使用請加裝不斷電系統(UPS)。 

 

安全預防措施 

 UT-400D 的手機須先在手機充電座上充足電力才能使用，充電座透過整流變壓器與 AC 110V 插座

相連。 

 手機充電座和 UT-400D 的主機都要接上 AC 轉換器才能運轉，停電時無線部分無法運作，可在外

線端並連一台有線電話或購買 UPS 不斷電系統儲備電力。 

 手機必須使用充電式鎳氫電池才能放在充電座上，若使用不能充電的電池切勿放在充電座上充

電，如此將會導致短路，對手機和電池有嚴重的傷害。 

 在充電過程中電池會逐漸發燙，這是正常狀況不造成任何威脅。 

 避免充電座與金屬或潮濕表面接觸。 

 廢棄之電池不能丟入火中焚燒或與一般家庭垃圾擺在一起，它們須放在適當的資源回收站。 

 因為電池對潮濕很敏感，不要把主機、充電座或手機放置在浴室、地下室或高溼度的地方。也避

免接近發熱的儀器或陽光直接曝曬及太冷的地方。 

 

 

座機安裝步驟 

 

1. 將電源變壓器插頭接在電源插座上，9V DC 直流輸出端的圓形插頭插在座機背面標示 DC 9V 的插

孔。 

2. 將電信局的外線電話，插在座機背面標示 1,2,3,4 的電話線插口(RJ-11)上。 

3. 將手機註冊到座機上(出廠包裝的 2~4 支子機已登錄註冊好)，在座機無線電訊號的涵蓋範圍內可

以使用無線手機與客戶或朋友通話聊天。 

4. 本系統之發射功率極低，可放置於室內任何地方長期使用均不至於對人體造成不利影響。但為提

高傳輸距離，請將座機放置在較中間處而沒有障礙的位置。例如三層樓的透天房子，座機應放置

在二樓且無障礙的地方。所謂障礙是指金屬或遮蔽物如鐵櫃、牆壁等。您可將座機置於木櫃、玻

璃櫃內或天花板上，但不可置於金屬櫃內、金屬板上或被金屬板遮蔽地方。 

 

 



座機規格與功能說明 

1. 具有四個外線 15 個內線小總機及基地台功能。 

2. 同時具有四個空中通話頻道供四支手機同時使用。 

3. 自動總機應答功能(DISA)。 

4. 全數位化處理，高話音品質，不互相干擾，保密性高。 

5. 座機電源輸入：110V AC ~ 220V AC 50~60Hz，變壓整流成 DC 9V 0.5A。 

6. 重量：410 公克 

7. 尺寸：210x183x50mm 

 

 
 
背面 Phone 孔的功能：當停電時可並接有線電話機使用，此時必須使用插孔 1 連接電信局外線，才有此

功能。主機正面外線指示燈 1,2,3 及 4 在使用中時會亮燈。 
 
注意：背面外線插孔 1,2,3 及 4 請確實插入電信局外線，主機接上電源開機時會自動偵測外線，如果主

機正面的外線指示燈閃爍，表示該條外線沒有接好或電話線有問題，請重新插拔該條外線並請重開(插拔)
主機電源，直到所有外線指示燈在熄滅狀態下。在正常使用下 UT-400D 會在使用外線時偵測是否有聲

音，所以在主機開機使用中請勿拔除外線，如果使用中拔除外線，該外線指示燈會變閃爍，此時您必須

重新插上外線後再重開主機電源才能正確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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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功能說明 
1. 手機充電器電源輸入： 110V AC ~ 220V AC 50~60Hz，變壓整流成 DC 6V 0.5A。 
2. 使用鎳氫充電電池 AAA(4 號電池)兩顆。 
3. 手機重量：100 公克。 
4. 尺寸：長 152mm x 寬 45mm x 厚 23mm。 

 
手機充電器 

 

 
手機電池背蓋 

 

1.安裝手機電池，請將電池依方向放入電池盒內。

2.蓋上手機電池蓋並推緊密合。 
 
重要事項：在第一次使用之前，請先將手機充電 12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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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面板說明 

右鍵 

上鍵/重撥表 

掛機鍵 

內線鍵 

左鍵 

通話鍵 

下鍵/電話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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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模式 
在待機模式時，液晶螢幕上會顯示手機的號碼，同時電池圖示  及天線圖示  也會開啟。 
 
 
接聽來電 
 
當電話鈴響時，液晶螢幕上顯示 CALLING。如果您有使用來電顯示功能，液晶螢幕上將會有來電顯示，

並在第一聲鈴聲之後顯示來電者的資訊。 
 

1. 按下通話鍵接聽來電。通話圖示  將會顯示。當您按下通話鍵時，通話計時器將會開始計時。 
2. 開始通話。 
3. 若要結束通話，請按下掛機鍵。 

 
撥打電話 
 
一般撥號 
 

1. 按下通話鍵並稍候直到聽到撥號音。 
2. 輸入電話號碼，液晶螢幕將會顯示您輸入的號碼。 
3. 若要結束通話，請按下掛機鍵。 

 
預先撥號 
 
本電話可讓您先輸入電話號碼，並且在撥出之前先檢查液晶螢幕上的號碼是否正確。 
 

1. 輸入電話號碼，液晶螢幕將會顯示您輸入的號碼。 
2. 如果您要修改號碼，請按左鍵以逐一刪除數字。或按掛機鍵以刪除所有數字並返回待機模式。 
3. 按下通話鍵撥出電話。 

 
通話時 
通話計時器：當您按下通話鍵時，通話計時器將會開始計時。 
 
調整手機音量：在通話時，按下上或下鍵以調整音量。液晶螢幕將顯示目前的音量。聽筒的音量從小至

大共四段音量。 
 
接聽插播電話 
 
在與外線通話時，如果您有第二位來電時，本電話將會在您與第一位來電者通話中，插播短嗶聲以通知

您有第二位來電者。注意：插接音必須開啟才會聽到短嗶聲，如何開啟請參考本手冊第 16 頁說明。 
 

1. 當您收到「話中插播音」並且希望接聽時，請按左鍵並開始與第二位來電者通話。第一通來電將會

暫時保留。 
2. 再次按下左鍵可在第一與第二通來電之間切換。 
3. 按下掛機鍵即可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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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撥功能 
本電話可記憶您撥打的最後 30 通電話號碼。 
 
按下上鍵以進入選單，然後，按上或下鍵以找出您要重撥的電話號碼，當電話號碼顯示出來時，按下通

話鍵撥出該電話號碼。 
 
撥打內線電話 
 

1. 當手機處於待機模式時，按 INT 鍵。INT 圖示  將會顯示，您將會聽到內線電話撥號聲。 
2. 輸入欲撥打的內線手機的號碼。 
3. 在通話中的任一方手機上按下掛機鍵即可結束內線通話。 

 
接聽內線電話 
 

1. 當接到內線電話來電時，接收方的手機將會發出呼叫鈴聲。INT 圖示  將會閃爍，並且在液晶螢

幕上顯示來電者的手機號碼。 
2. 按下通話鍵接聽內線來電。 
3. 按下掛機鍵結束內線通話。 

 
在使用內線電話時接聽外線電話 
 

1. 當接到外線電話來電時，正在進行內線通話的兩支手機都會發出一連串的短嗶聲。 
注意：插接音必須開啟才會聽到短嗶聲，如何開啟請參考本手冊第 16 頁說明。 

2. 按下掛機鍵結束內線通話，此時外線鈴聲會響。 
3. 再按下通話鍵接聽外線來電。先接聽的手機將會接下此通來電。 
4. 若要結束通話，請按下掛機鍵。 

 
在與外線通話時撥打內線電話 
 
與內線通話 
 

1. 在與外線通話時，按 INT 鍵可暫時保留外線電話。 
2. 輸入想轉接的內線手機號碼，以撥打內線電話。 
3. 在您要結束內線通話時，按下 INT 鍵以返回外線通話。 

 
轉接外線電話 
 

1. 在與外線通話時，按 INT 鍵可暫時保留外線電話。 
2. 輸入接收方的手機號碼。 
3. 連接上接收方的手機之後，按下掛機鍵以轉接來電。或按下 INT 鍵以返回與外線的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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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持聽筒擴音 
 
在通話時，再按一下通話鍵。免持圖示  將會顯示。您可以將手機放在一定距離範圍內並進行免持通話。 
若要結束通話，請按下掛機鍵。 
 
電話簿操作 
 
電話簿可讓您瀏覽聯絡人名單以找出您要撥打的電話號碼。您最多可以在記憶體中儲存 30 筆資料。 
 
瀏覽電話簿資料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鍵或下鍵選擇電話簿。 
3. 按下右鍵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查看”。 
4. 按下右鍵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第一筆資料，(如果沒有資料，則會顯示無記錄)，按上或下鍵以瀏覽

資料。 
5. 重複按下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 

 
儲存電話簿資料(新增聯絡人) 
 

1. 在進入電話簿選單之後，按上或下鍵以選擇“新增聯絡人”選項。 
2. 按下右鍵確認，液晶螢幕將會提示“輸入姓名：”。使用電話鍵盤按鈕輸入姓名，目前只能輸入英文

名字。(按左鍵可刪除輸入錯誤的字) 
3. 輸入完姓名之後，按下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提示電話。使用電話鍵盤按鈕輸入電話號碼。(按
住左鍵可刪除輸入錯誤的字) 

4. 輸入完電話號碼之後，按下右鍵完成新增聯絡人。 
5. 重複按下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依照步驟 1 至 5 操作以儲存更多資料。您最多可以儲存 30 筆資料。如果通訊錄已無記憶體可用，液晶螢

幕會顯示已滿。 
 
電話按鍵相對應字元(按*鍵切換大小寫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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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話簿撥打電話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或下鍵以進入電話簿選單。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將顯示“查看”。 
4. 按右鍵檢視資料，按上或下鍵檢視資料，選取想要通話的電話號碼資料。 
5. 按通話鍵撥出螢幕上顯示的電話號碼。 

 
編輯電話簿中現有的電話號碼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再按上/下鍵以選擇電話簿，按右鍵確認。 
3. 再按上/下鍵以選擇“查看”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按上/下鍵找出您要編輯的資料。 
5. 當該筆資料顯示出來時，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1：刪除 2：編輯 ”。 
6. 按下數字 2 鍵可逐字刪除或增加數字。 
7. 按右鍵確認，手機依序會要求 “輸入姓名”、“電話”，按下確認鍵後，手機液晶螢幕將會顯示 “更新?  

1：確定 2：取消 ”。 
8. 按數字 1 鍵確認，數字 2 鍵取消。 
9.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刪除電話簿中的單筆資料 
 
1. 按右鍵進入選單。 
2. 再按上/下鍵以選擇電話簿，按右鍵確認。 
3. 再按上/下鍵以選擇“查看”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按上/下鍵找出您要刪除的資料，按右鍵確認。 
5. 按數字 1 鍵刪除，螢幕顯示再確認一次。 
6.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來電顯示功能 
 
本電話可在您接聽來電之前，顯示來電者的電話號碼。它會將來電的日期與時間記錄在記憶體。(如果您

當地的電話公司可提供來電者的姓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來電者的姓名而非電話號碼。) 
重要事項：您必須向當地電話公司申請使用「來電顯示」服務，才能使用此功能。 
 
當有來電時檢視來電者的資訊 
 
當有來電時，會在第一聲鈴聲響起之後，自動顯示來電者的姓名及/或電話號碼。如果名字或電話號碼超

過 14 個字元，將會先顯示最後 14 個字母或數字。按下(*)鍵可顯示前面的字元。 
 
如果無法取得來電者的姓名，則會顯示來電者的電話號碼。 
 
如果無法取得來電者的資訊，則不會顯示任何資訊。此時只有來電振鈴聲，此通來電的資料將不會儲存

於記憶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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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來電記錄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來電記錄”選項。 
3. 按右鍵以顯示來電者清單。所有尚未檢視(新)的來電會先顯示出來。如果沒有資料，液晶螢幕將顯

示“全空”。 
4. 按上/下鍵檢視資料。 
5. 重複按下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從來電者清單撥打電話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來電記錄”選項。 
3. 按右鍵以顯示來電者清單。 
4. 按上/下鍵找出您要回撥的來電者。 
5. 當該筆資料顯示出來時，按下通話鍵，以撥打該號碼，或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 

 
在座機記憶體中儲存來電記錄 30 筆資料，去電記錄 30 筆資料。 
 
註冊登錄 
 
手機註冊登錄在座機上後，手機號碼會顯示在手機液晶螢幕的右方。手機註冊登錄方法如下：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話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話機註冊”。 
4. 先按住座機基座上的註冊鍵約 10 秒鐘，直到註冊指示燈號恒亮為止。 
5. 手機在“話機註冊”選項時，按下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PIN： ”。 
6. 輸入密碼 “0000”(出廠預設值)，經過 5~10 秒之後，手機號碼將顯示在液晶螢幕上右邊，表示手機

註冊登錄已經完成。 
7. 如果手機液晶螢幕顯示 ? ，則表示登錄失敗。 
8. 若要註冊登錄其他手機，請依照步驟 1~6 進行。 

 
刪除手機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主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刪除註冊”選項。 
4. 按右鍵確認。 
5. 手機液晶螢幕顯示刪除註冊 111(各主機顯示會有不同)。 
6. 按上/下鍵以選擇您要刪除的手機號碼(101~115)(會因座機種類不同而有不同數量的手機號碼)。 
7.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回到刪除註冊。 
8.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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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鈴聲設定 
 
設定外線鈴聲類型及音量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話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話機註冊”。 
4. 按上/下鍵以選擇 “外線鈴聲”選項。按右鍵確認。 
5. 按上/下鍵從 10 種鈴聲旋律中選擇一種。當您切換至每一種鈴聲時，都會播放一段鈴聲。 
6.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音量”。 
7. 按下鍵(上鍵)以降低(放大) 鈴聲音量，按右鍵確認。 
8.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設定內線鈴聲類型及音量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話機註冊”。 
4. 按上/下鍵以選擇 “內線鈴聲”選項。按右鍵確認。 
5. 按上/下鍵從 10 種鈴聲旋律中選擇一種。當您切換至每一種鈴聲時，都會播放一段鈴聲。 
6.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音量”。 
7. 按下鍵(上鍵)以降低(放大) 鈴聲音量，按右鍵確認。 
8.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語言設定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話機註冊”。 
4. 按上/下鍵以選擇 “語言設定”選項。按右鍵確認。 
5. 按上/下鍵選擇操作手機的語言目前有 8 國語言可選擇，分別是“繁體中文” “葡萄牙語” “荷蘭語” “西
班牙語” “義大利語” “法國語” “德語” “英語”。 

6. 按右鍵確認。 
7.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對比設定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上/下鍵以選擇 “對比”選項。 
4.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對比”。 
5. 按上/下鍵調整明暗對比。按右鍵確認。 
6.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鬧鐘設定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上/下鍵以選擇 “鬧鐘”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關閉”。 
5. 按上/下鍵選擇“開啟”，按右鍵確認。 
6. 手機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鬧鐘符號  及目前設定的鬧鐘時間“12：00 *AM”，輸入想設定的時間 (12

小時制)，其中上午及下午是使用 * 字切換，設定完成後，按右鍵確認。 
7. 此時手機會響鈴及顯示“鈴聲 1”， 按上/下鍵選擇想要的鈴聲，按右鍵確認。 
8.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按鍵音設定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上/下鍵以選擇 “按鍵音”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開啟”。 
5. 按上/下鍵選擇“開啟”或“關閉”按鍵音，按右鍵確認。 
6.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自動應答設定 
 
當手機在充電座充電時，如果自動應答是“關閉”則當有來電時，手機拿起需按通話鍵通話；如果自動應

答是“開啟”則當有來電時，手機直接拿起來就可通話。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話機設定”選項。 
3. 按上/下鍵以選擇 “自動應答”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關閉”。 
5. 按上/下鍵選擇“開啟”或“關閉” 自動應答功能，按右鍵確認。 
6. 重複按左鍵以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返回待機模式。 
 

手機按鍵鎖設定 
 

1. 在待機模式下，長按 * 鍵三秒以上將進入按鍵鎖功能，此時手機液晶螢幕右上角將會顯示按鍵鎖符

號  。 
2. 再長按 * 鍵三秒以上將解除按鍵鎖功能。 
 

手機 R 鍵功能說明 
 

1. 在待機狀態下，按 R 鍵會顯示最近一通撥出的電話號碼。 
2. 在通話中，按 R 鍵可接聽前級交換機的插播電話(此功能必需有向使用的電信局申請話中插播功能才

會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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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機功能設定 
 
時間設定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主機設定” 選項。 
3. 按右鍵確認。 
4. 按上/下鍵以選擇 “時間設定”。 
5.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將會提示日期與時間    00-00-2000   12:00 *AM。 
6. 依序輸入時間設定：月、日、年、時、分、上午下午。如果輸入的數字不符合所要求的設定項目，

將會發出長嗶聲。其中上午及下午是使用 * 字切換。 
7. 按右鍵確認您的修改。 
8. 重複按左鍵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還原主機設定(恢復出廠設定值)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主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 
4. 按上/下鍵以選擇“還原主機設定”選項，按右鍵確認。 
5. 液晶螢幕上將會顯示“ 確認?  1：確定 2：取消”。 
6. 重複按左鍵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插接音 
 
當外線來電呼叫使用中的手機時，座機會送出嘟嘟短促音通知正在通話中的手機，本功能可提供開啟或

關閉插接音。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主機設定”選項。 
3. 按右鍵確認。 
4. 按上/下鍵以選擇“插接音”選項。 
5. 按右鍵確認。液晶螢幕將顯示“關閉”。表示插接音關閉，按上/下鍵以選擇開啟或關閉插接音。 
6. 按右鍵確認您的選擇。 
7. 重複按左鍵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語音提示功能(自動語音應答) 

 

UT-400D 使用內建語音提示功能，目前無法由使用者更改語音提示內容，如果要開啟(或關閉)語音提示

功能，請依下列步驟操作，出廠預設為 “開啟”。 
1. 按右鍵以進入選單。 
2. 按上/下鍵以選擇 “主機設定”選項，按右鍵確認。 
3. 按上/下鍵以選擇“自動語音應答”選項，按右鍵確認。 
4. 手機螢幕會先顯示 “請稍候”，再顯示“開啟”。 
5. 按上/下鍵以選擇“開啟”或“關閉”選項，按右鍵確認(出廠預設為 “開啟”)。 
6. 重複按左鍵返回待機模式或按掛機鍵離開。 
 

注意：如果選擇關閉自動語音應答，則任何外線來電，所有的手機都會響鈴，也都可以接這通來電。 
 
 
手機選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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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指南 
 

問題 解決方法 
電話無法使用 確認座機的電源線已插入插座。 

檢查電池是否已完全充電並正確安裝。 
確認電話線是否已經插入電話插孔。 
確認手機已註冊至座機。 

無撥號音 確認座機的電源線已插入插座。 
確認電話線插頭是否已經插入電話插孔

及電話線。 
來電顯示功能不正常 請洽詢您當地的電話公司。 

在接聽電話之前，讓電話鈴響至少一次。

如果對方把來電顯示功能取消，液晶螢

幕上將不會顯示電話號碼。 
無法回覆來電通話 請設定正確的回撥設定值。 
在手機充完電之後不久就出現電力用盡的圖示 更換新的電池 
無法轉接電話 確認您輸入的是正確的手機號碼。 

確認目標手機已登錄至同一部座機。 
主機外線指示燈閃爍 主機背面外線插孔 1,2,3 及 4 請確實插入

電信局外線，主機接上電源開機時會自

動偵測外線，如果主機正面的外線指示

燈閃爍，表示該條外線沒有接好或電話

線有問題，請重新插拔該條外線並請重

開(插拔)主機電源，直到所有外線指示燈

在熄滅狀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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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特點 

 1.8GHz 數位式無線技術，支援 GAP 協議 

 具有四個外線 15 個內線小總機及基地台功能 

 提供四個空中通話頻道供四支手機同時使用 

 有自動總機應答功能 

 手機內線通話 

 外線來電轉接其它手機 

 來電顯示 

 LCD 點陣式顯示螢幕 

 可儲存 60 筆電話號碼 

 可記錄來電 30 筆 

 可記錄去電 30 筆 

 手機免持對講 

 可調整手機聽筒音量和振鈴音量 

 多國語言可選擇(8 國語言) 

 可編輯手機名稱 

 摘機撥號及預撥號功能 

 通話時間顯示 

 弱訊號警示音 

 低電池警示音 

 有按鍵鎖功能 

 鬧鐘功能 

 手機螢幕保護時鐘顯示 

 

技術規格 

 

頻率範圍 臺灣 1880~1895MHz 

調變方式 GFSK 

多工通訊 TDMA/TDD 

通道頻寬 1.728MHz 

載波頻率偏移 < ±50 KHz 

充電時間 12 小時 

環境溫度 正常:15°C~35°C ，特殊: 0°C~40°C 

濕度 0%~90% 

尺寸(毫米) 座機:210x183x50 ； 手機:152x45x23 

座機輸入: DC9V 0.5A  手機充電座輸入：DC 6V 0.5A 電源供應 

手機輸入: 鎳氫 1.2Vx2,600mA 

 

設計和規格如有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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