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L54102TW 話機 ― 座機按鍵說明
電話簿

•

【電話簿】(座機電話簿不能儲存名字)
您的座機最多可以儲存 30 組電話號碼，電話號碼長度不超過 24 位數。

增加新的電話號碼至電話簿
待機狀態下：
方法一：(先輸入號碼再輸入電話簿位置儲存)
1. 使用【撥號鍵】輸入電話號碼。
2. 按【電話簿】 鍵，在螢幕右下角您會看到“00”數字閃爍。
3. 輸入電話簿位置號碼（01 至 30）保存新的電話簿記錄。
4. 您會聽到 "嗶嗶嗶" 確認音，完成儲存。
5. 按【退出】 鍵，返回待機狀態。
方法二：(先輸入電話簿位置再輸入號碼儲存)
1. 按【電話簿】 鍵，在螢幕右下角您會看到“00”數字閃爍。
2. 輸入電話簿位置號碼（01 至 30）保存新的電話簿記錄。
3. 按【確認/時鐘】 鍵，聽到確認音，再輸入電話號碼。
4. 按【確認/時鐘】 鍵，聽到確認音，在螢幕右下角看到數字閃爍。
5. 輸入電話簿位置號碼（01 至 30）保存新的電話簿記錄。
6. 您會聽到 "嗶嗶嗶" 確認音，完成儲存。
7. 按【退出】鍵，返回待機狀態。
方法三：(由查看來電或去電紀錄再輸入電話簿位置儲存)
1. 按來電或去電鍵選擇要儲存至電話簿之號碼。
2. 按【電話簿】 鍵，在螢幕右下角您會看到“00”數字閃爍。
3. 輸入電話簿位置號碼（01 至 30）。
4. 螢幕顯示該組號碼。按【確認/時鐘】 鍵 2 次。
5. 輸入電話簿位置號碼（01 至 30）。
6. 您會聽到 "嗶嗶嗶" 確認音，完成儲存。
7. 按【退出】 鍵，返回待機狀態。
•

查看或撥打電話
待機狀態下：按【電話簿】 鍵，螢幕右下角看到“00”數字閃爍。按
向上鍵或向下鍵可瀏覽電話簿。此時拿起聽筒或按下【免持】鍵即可撥
出該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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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電

•

【去電】
待機狀態下：
按【去電】 鍵，螢幕顯示已撥出之號碼。
按向上鍵或向下鍵可查看最後撥出的 10 組號碼。

•

【上頁/來電】
來電查看功能

上頁/來電

待機狀態下：按【上頁/來電】鍵，顯示來電清單記錄。
上頁功能
電話簿/來電顯示清單/去電清單查看狀態下：按【上頁/來電】鍵，向上
滾動查看記錄。
•

下頁

【下頁】
電話簿/來電顯示清單/去電清單查看狀態下：
按【下頁】鍵，向下滾動查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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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時鐘

•

【確認/時鐘】
編輯狀態下：
按下【確認/時鐘】鍵，確定並保存設定。
待機狀態下：
長按進入時間和日期的設定。先設定西元年，再設定日期。接下來設定
時間。按下確認鍵完成設定。

插接

•

【插接】
預撥號狀態下：
輸入號碼時按下可插入 "Flash 訊號" 碼。
通話狀態下：
如果你已申請電話服務供應商的插播服務，當你在通話時若有第三方來
電，你將會聽到聲提示音。按座機的【插接】鍵將保留當前電話並接聽
新的來電。如您再按一次座機 【插接】可恢復與當前電話通話。重複
按【插接】鍵您可在不同的電話之間轉換通話。

尋呼子機

靜音/刪除

•

【尋呼子機】
尋呼對於尋找無法找到的子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
開始搜尋：
待機狀態按下【尋呼子機】鍵，所有已在座機上登記註冊的子機將響起
尋呼音。
停止搜尋：
，或座機上【尋呼子機】鍵 或 【免持】
按任意子機的
或
鍵可停止尋呼。
待機狀態長按【尋呼子機】鍵 5 秒 可進入註冊模式。

•

【靜音/刪除】
通話狀態下：
按下【靜音/刪除】鍵可開啟麥克風靜音，螢幕顯示 "靜音" 信息。與
你通話的對方將聽不到你講話。再按下【靜音/刪除】鍵可關閉麥克風
靜音。
編輯或預撥號時: 按下【靜音/刪除】鍵可删除數字；長按【靜音/刪
除】可删除所有數字。

3

CRL54102TW 話機 ― 座機按鍵說明
退出

•

【退出】
電話簿/來電顯示清單/去電清單查看狀態下：
按下【退出】鍵返回待機螢幕。

+音量─

•

【音量調節】(按左邊為增加，按右邊為減小)
通話狀態下：
按下可調整聽筒或免持音量。聽筒和免持分別設有 (1 至 5) 階音量可供
選擇。 按【+音量】/【音量-】 選擇 L1 至 L5 中的任一音量等級。當
通話結束時，設定會停留在最後選擇的音量階。
待機狀態/來電狀態下：
按【+音量】/【音量-】 可調整鈴聲音量，L1 至 L5 階。L1的再下一
階為響鈴靜音，螢幕顯示 "鈴聲關" 信息。

免持

•

【免持】
待機狀態下：
按下【免持】鍵開起免持功能，使用喇叭撥打或接聽電話。螢幕顯示
"免持" 信息。
外線來電時按下【免持】鍵接聽電話。螢幕顯示 "免持" 信息。
聽筒通話狀態下：
按下【免持】鍵可轉換為喇叭通話。再按一次可轉回聽筒通話。

•

【增音】
增音功能可以使無線子機或座機聽筒通話時的聲音更大更清晰。通話完

增音

畢，掛斷電話後，增音功能將會消失。
通話狀態下：
按下【增音】鍵開起增音功能。螢幕顯示 "擴音" 信息。 可再用音量鍵
【+音量】/【音量-】來增加音量或降低音量共五階。調整後之音量位
階將會等同未增音時之位階。例如:未開啟增音功能時音量位階為 L3，
開啟增音功能後將音量位階調整至 L5 。通話完畢掛機，下次通話時一
般音量及增音功之音量位階將同時更改在 L5 。
再一次按下【增音】鍵關閉增音功能。"擴音" 信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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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鎖定】
待機狀態下：
長按此鍵將鎖住按鍵。螢幕顯示 "鍵盤鎖定" 信息。按下任何按鍵均
無反應除非再一次長按此鍵解開按鍵鎖。"鍵盤鎖定" 信息消失。

•

【來電靜音】
待機狀態下：
長按此鍵開啟靜音模式。螢幕顯示 "鈴聲關" 信息，當有來電時座機
不響鈴。子機響鈴不受影響。再一次長此鍵則會關閉靜音模式。
"鈴聲關" 信息消失。

•

【快速撥號鍵】共有 3 組
儲存電話碼至快速撥號鍵(待機狀態下):
方式1
長按【照片快速撥號鍵】 1、 2 或 3 聽到 1 聲確定音即進入照片快
速撥號鍵號碼編輯。再來使用撥號鍵輸入電話號碼，完畢後按【確
認/時鐘】鍵儲存設定。您會聽到 3 聲確定音。螢幕回至待機狀態。
方式2
使用撥號鍵輸入電話號碼，完畢後再長按【照片快速撥號鍵】 1、 2
或 3。您會聽到 3 聲確定音。即是儲存設定。螢幕回至待機狀態。

撥打電話：
方式1
拿起聽筒或按下免持鍵：按下【快速撥號鍵】可撥打儲存於照片快速
撥號鍵的號碼。即可用聽筒或免持通話。
方式2
待機狀態下：按下【快速撥號鍵】，會自動用免持撥打儲存於照片快
速撥號鍵的號碼。若是再拿起聽筒則會轉至聽筒通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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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機螢幕的顯示圖及符號

內線

表示内線通話連接成功。當有内線來電或者内線
來電正在等候接聽時閃爍。

電話簿
靜音

表示正在瀏覽電話簿。

通話中

表示正在通話中。當有來電時閃爍。

免持
鈴聲關
鍵盤鎖定

表示座機麥克風已關閉。

表示揚聲器已開啟。
表示座機鈴聲已關閉。
表示鍵盤鎖定。
表示增音功能已開啟。

語音信箱

表示系統接收到新的未讀的語音留言。
表示電話簿、來電清單或去電清單中
的當前記錄的順序號。
表示當前日期，或者所選來電清單記
錄的日期信息。
表示當前時間、所選來電清單記錄的時間信息，或
者呼叫連接時間。
表示有新的未接來電（需電信公司系統支援）。

去電
來電

表示正在查看去電清單。

未接

表示當前的來電記錄是未接來電。

表示正在查看來電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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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功能鍵

（目錄 / 選項）】

待機狀態下：
按下顯示目錄。
目錄狀態下：
按下選擇一個選項或保存輸入內容、設定。
•

【右功能鍵

(清除/ 返回/ 靜音/ 內線通話)】

目錄狀態下：
按下取消操作，返回上一層目錄或退出目錄顯示；長按返回待機狀態。
通話狀態下：
按下此鍵將開啟麥克風靜音，螢幕顯示 "MUTE" 及 "靜音" 信息。與你
通話的對方將聽不到你講話。再次按下此鍵可關閉麥克風靜音。
編輯/ 預撥號狀態下：
按下刪除符號或數字；長按刪除所有符號或數字。
待機狀態下：
按下開始內線通話 (子機與座機或子機與子機間)。

插接

•

【插接】
預撥號狀態下：
輸入號碼時按下可插入 "Flash 訊號" 碼。
通話狀態下：
如果你已申請電話服務供應商的插播服務，當你在通話時若有第三方來
電，你將會聽到提示音。按子機的【插接】鍵將保留當前電話並接聽新
的來電。如您再按一次子機 【插接】可恢復與當前電話通話。重複按
【插接】鍵您可在不同的電話之間轉換通話。

•

【摘機】
待機狀態下：按下此鍵可撥打電話或者接聽來電。

•

【掛斷 / 取消】
通話狀態下： 按下此鍵可結束通話，返回待機瑩幕。
目錄狀態下： 按下取消操作，返回上一層目錄或退出目錄顯示。
待機狀態下： 長按此鍵可關閉或開啟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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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鎖定】
待機狀態下：
長按此鍵將鎖住按鍵。螢幕顯示 "鍵盤鎖定" 信息。按下任何按鍵均無
反應除非再一次長按此鍵解開按鍵鎖。"鍵盤鎖定" 信息消失。
通話狀態下：
按下此鍵切換至音頻撥號。

•

【來電靜音】
待機狀態下：
長按此鍵開啟靜音模式。螢幕顯示 "鈴聲關" 信息，當有來電時座機不
響鈴。子機響鈴不受影響。再一次長此鍵則會關閉靜音模式。"鈴聲關"
信息消失。

•

【向上 / 來電清單 / 音量 +】
待機狀態：按下顯示來電清單。
目錄狀態：按下向上滾動查看目錄選項。
編輯狀態：按下左移游標。
通話狀態：按下增加音量。
電話響鈴狀態： 按下增加音量。
電話簿/來電顯示清單/重撥清單查看狀態：按下向上滾動查看記錄。

•

【向下 / 去電清單 / 音量 -】
待機狀態：按下進 入去電清單。
目錄狀態：按下向下滾動查看目錄選項。
編輯狀態：按下右移游標。通話狀態：按下減小音量。
電話響鈴狀態：按下減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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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持通話】
待機狀態下：
按下【免持】鍵開起免持功能，可使用喇叭撥打或接聽電話。螢幕顯示
"免持" 信息。
外線來電時：
按下【免持】鍵接聽電話。螢幕顯示 "免持" 信息。
聽筒通話狀態下：
按下【免持】鍵可轉換為喇叭通話。再按一次可轉回聽筒通話。

•

【增音】位於子機側邊
增音功能可以使無線子機或座機聽筒通話時的聲音更大更清晰。通話完
畢，掛斷電話後，增音功能將會消失。
通話狀態下：
按下【增音】鍵開起增音功能。螢幕顯示 "擴音" 信息。 可再用音量鍵
【+音量】/【音量-】來增加音量或降低音量共五階。調整後之音量位階
將會等同未增音時之位階。例如:未開啟增音功能時音量位階為 L3，開啟
增音功能後將音量位階調整至 L5 。通話完畢掛機，下次通話時一般音量
及增音功之音量位階將同時更改在 L5 。
再一次按下【增音】鍵關閉增音功能。"擴音" 信息消失。

電話簿

•

【電話簿】
您的子機最多可以儲存 20 個電話記錄，其中姓名長度不超過 12 個字符
（包括空格），電話號碼長度不超過 20 位數。
瀏覽或撥打電話簿顯示的號碼
按【電話簿】進入電話簿電清單。
按
或
瀏覽電話簿。
按【摘機】或【免持】鍵，即可撥出該組號碼。

新增電話號碼至電話簿 (3種方式)
待機狀態下：
使用撥號鍵輸入建立新的電話號碼至電話簿
儲存一個來電記錄號碼到電話簿
儲存一個去電記錄號碼到電話簿

9

CRL54102TW 話機 ― 子機按鍵說明
•

使用撥號鍵輸入建立新的電話號碼至電話簿
按【電話簿】進入電話簿電清單。
-或者1. 按【左功能鍵】進入主目錄，然後按

或

滾動選擇

PHONEBOOK。 按【左功能鍵】確定。
2. 若電話簿中無人名及號碼，螢幕顯示 "EMPTY" 信息。
按一下【左功能鍵】確定，螢幕顯示 "ADD" 信息。
3. 電話簿中若已存有人名及號碼，螢幕顯示已存在之人名。按一下
【左功能鍵】確定，螢幕顯示 "ADD" 信息。
4. 再按 【左功能鍵】確定。
5. 螢幕顯示 "NAME" 信息，再使用【撥號鍵】輸入姓名(不提供
中文)。每按一次撥號鍵，撥號鍵上對應的字符將會顯示。多次按相
同撥號鍵，撥號鍵上相對應的其他字符將會顯示。細請參照說明書表
格。
-按
-按

或

右移或左移游標。

【右功能鍵】删除一個字符。

-長按【右功能鍵】删除所有字符。
-按 0 增加一個空格 。
6. 完成後，按【左功能鍵】確定，螢幕顯示 "NUMBER" 信息。
7. 再使用【撥號鍵】继續輸入電話號碼編輯。
-按
或
右移或左移游標。
-按 【右功能鍵】删除一個字符。
-長按【右功能鍵】删除所有字符。
-長按 0 輸入撥號暫停（螢幕顯示 P）。
8. 完成後，按【左功能鍵】確定，話機響鈴，螢幕顯示 "MELODY 1"
信息。然後按
或
選擇電話簿記錄的背景音樂 (話機同時
更換鈴聲音樂)。
9. 按【左功能鍵】確定，保存電話簿記錄。您會聽到確定音，螢幕返
回姓名層目錄。
10. 按【右功能鍵】確定完成，返回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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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54102TW 話機 ― 子機按鍵說明
•

儲存一個來電記錄號碼或去電記錄號碼到電話簿
1. 已有來電紀錄之狀況下，按【左功能鍵】進入主目錄，然後按
或

滾動選擇 "CALL LIST" 功能選項，然後按

【左功能鍵】 確定。 按

或

滾動選擇所需記錄，然

後按【左功能鍵】 確定。
- 或者 按

或

選擇進入來電或去電清單。

按

或

滾動選擇所需記錄，然後按

【左功能鍵】 確定。
2. 按

或

滾動選擇 "ADD TO PB" 功能選項，然後按

【左功能鍵】 確定。
3. 螢幕顯示 "NAME" 信息，然後按【左功能鍵】 確定。
4. 再使用【撥號鍵】輸入姓名。
5. 完成後，按【左功能鍵】確定，螢幕顯示要被儲存電話號碼。
6. 按【左功能鍵】確定，話機響鈴，螢幕顯示 "MELODY 1"
信息。然後按

或

選擇電話簿記錄的背景音樂 (話機

同時更換鈴聲音樂)。
7. 按【左功能鍵】確定，保存電話簿記錄。您會聽到確定音，螢幕返
回姓名層目錄。
8. 按【右功能鍵】確定完成，返回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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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子機螢幕的顯示圖及符號

一直顯示表示子機與座機的距離在有效接收範
圍内。
消失表示子機已超出與座機的有效範圍。
表示電池正在充電（動態顯示）
圖示閃爍時表示電池電量過低；需把子機置於
充電座内充電。

鍵盤鎖定

表示鍵盤鎖定。

語音信箱

表示系統接收到新的未讀的語音留言。

內線

表示内線通話連接成功。當有内線來電或者内
線來電正在等候接聽時閃爍。

鈴聲關
鬧鐘
免持

表示已設定鬧鐘。到達鬧鐘設定時間時閃爍。

通話中

表示正在通話中。當有來電時閃爍。

表示鈴聲已關閉。
表示揚聲器已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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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耳機增音功能已開啟。
靜音

表示麥克風已關閉。

確定

表示確定。按 左功能鍵 完成確定選擇。

目錄

表示目錄選項。按 左功能鍵 查看更多目錄選
項。
向左，表示當前文本位置之後有更多數字或字
符。
向右，表示當前文本位置之後有更多數字或字
符。
向上 / 向下。表示當前目錄位置之前或之後有
更多目錄選項。
向上 / 向下。表示當前目錄位置之前或之後有
更多目錄選項。

內線

待機狀態下按 右功能鍵 開始内線通話。
表示往後退一步。按 右功能鍵 可返回上一層
目錄或取消當前操作。
按 右功能鍵 清除一個字符、停止鬧鈴響鬧、通
話時靜音或取消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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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54102TW 話機 ― 其他功能說明
•

【鬧鐘】
您可以通過電話設定鬧鐘。鬧鐘設定後，螢幕顯示 "鬧鐘" 圖標。當達到
設定的鬧鐘時間後，鬧鐘圖標在螢幕閃爍，同時鬧鈴將持續 45 秒。您
可以按任意鍵關閉鬧鈴，如果您未按下任意鍵關閉鬧鈴。
1. 若貪睡提醒功能已啟動 "SNOOZE ON"，7 分鐘後鬧鈴會再次響起。
2. 若貪睡提醒功能未啟動 "SNOOZE OFF"，鬧鈴不會再響。
鬧鈴音量預設將會和您設定的子機音量一樣。如果您的子機響鈴音量設
定為靜音(鈴聲關) ，鬧鐘音量將會自動設定為 VOLUME 1。
鬧鐘設定步驟：
1. 按【左功能鍵】進入主目錄。
2. 按

或

滾動選擇 "HS SETTING" 。

3. 按【左功能鍵】確定。
4. 按

或

滾動選擇 "ALARM" 。

5. 按【左功能鍵】確定。
6. 按

或

滾動選擇 "ON" 。

7. 按【左功能鍵】確定。
8. 瑩幕顯示 "00:00"，此時輸入鬧鐘時間。
9. 完成後按 【左功能鍵】確定。
10.瑩幕顯示 "SNOOZE"，按【左功能鍵】確定。
11.按

或

滾動選擇 "ON" 或 "OFF" 。啟動或關閉貪睡提

醒 功能。
12.按【左功能鍵】確定。
13.按【右功能鍵】2 次離開設定劃面。回到待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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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54102TW 話機 ― 其他功能說明
•

【新增子機】
待機狀態長按【尋呼子機】鍵 5 秒 可進入註冊模式。
未註冊子機螢幕顯示 "REGISTER"。 在註冊前，子機需充電约 5分鐘。
您的CRL54102TW電話系統最多可註冊四部子機，因此您可以增加新
子機（需單獨購買），但使用前必須先將每部子機註冊到座機。
子機註冊步驟：
1. 長按座機的【尋呼子機】按鍵约 5 秒鐘，當座機發出嗶長聲時，座機
進入註冊模式。且持續發出短聲直到註冊成功後關閉。
2. 按子機的 【左功能鍵】確定。
3. 再按

或

滾動選擇 " REGISTRATION "。

4. 按子機的【左功能鍵】。系統提示 " PIN? " 輸入 4 位數的PIN碼
（預設為 0000）。
5. 使用撥號鍵輸入 4 位數的PIN碼，然後按【 左功能鍵 】。確定。
6. 子機顯示 SEARCHING...。座機的 "新來電" 指示燈持續閃爍。
7. 當子機發出嗶聲，座機的 "新來電" 指示燈關閉時，子機註冊成功。
8. 如果子機註冊成功，子機將會自動被分配一個可用的子機號碼。
9. 該子機號碼會在待機狀態下顯示。
10. 如果子機註冊不成功，請重覆以上步驟註冊子機。
•

【內線通話】
系統僅註冊 1 支子機 (待機狀態下)
1. 子機按下【右功能鍵】(內線) 座機會響鈴，座機拿起話筒或按下免持
鍵即可開始內線通話。
2. 座機按下【尋呼子機】鍵，子機會響鈴，子機按下【通話】鍵或【免
持】鍵即可開始內線通話。
系統註冊 2 支子機 以上(待機狀態下)
子機按下【右功能鍵】(內線) ，螢幕顯示系統上全部子機及座機號碼，
例如【HS 2

79】，按撥號鍵選擇需要呼叫的子機和座機 (7 代表座

機，1-4 代表子機1-4）按 7 代表撥打座機，按 2 代表撥打2 號子機
"被叫端" 響鈴後，摘機即可開始內線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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