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爾卡特 話機螢幕 中 /英文 顯示功能對照表 

機型 :  XL 300
英文顯示 中文意思 英文顯示 中文意思 

00 / 00 MSGS 無人留言 MUTED 靜音 

PHONE BOOK 電話簿記錄 AUTO ANS 自動開啟答錄功能 

VIEW 瀏覽來電號碼 CONTACTS 電話機功能清單 

ADD 新增一筆電話 CAPACITY 記憶容量 

EDIT 編輯 FAST DIAL 快速撥號 

DELETE 單筆刪除 

DELETE ALL 全部刪除 

PB STATUS 電話簿已儲存之狀態 

CALL LOG 來電清單 

    MISSED 未接來電 

    RECEIVED 來電號碼 

     DIALED 已撥號碼 

DATE & TIME     日期 & 時間 

TIME FORMAT 時間格式化 12H/ 24H 

     SET  CLOCK 時間設定 

SETTINGS 設定 CLOCK 時間 

     RING  SETUP 鈴聲選擇設定 DATE  FMT 日期格式化 

     DELETE HS 刪除子機 TIME  FMT 時間格式代 24HR / 

12HR 

PAGE ALL HS 呼叫全部子機 S ET  TIME 設定時間 

     FLASH TIME 插接時間 S ET  DATE 設定日期 

     KEY TONE 按鍵音 

     CHANGE PIN 重設定密碼 

     BS DEFAULT 主機恢復原始初廠值 

REGISTRATION 註冊子機 

    PLEASE WAIT 蒐尋頻率期間的等待 

ANS. MACHINE   答錄機系統 

MSG PLAYBACK 重聽留言 ANSWER ONLY 只答不錄 

DELETE ALL 留言全部刪除 ANSWER DELAY 鈴响幾聲後, 進入

答錄模式 

MENO 家人留言 (備忘) RECORD  TIME 錄音秒數 60s/120s 

/ 180s 

TAM ON/OFF 啟動答錄機/ 關閉 UNLIMITED 錄音時間未設限 

TAM SETTINGS 答錄機設定 

A NS  MODE 答錄模式 

OGM SETTINGS 錄製主人問候語 

ANS & REC 可答 , 可錄 



阿爾卡特 話機螢幕 中 /英文 顯示功能對照表 

機型 :  F 200 無線電話機 

英文顯示 中文意思 英文顯示 中文意思 

PHONE BOOK 電話簿記錄 WITHHELD 對方隱蔵號碼 

檢視來電清單  CALL LIST 來電清單 OUT OF AREA 對方號碼無法辨識 

HS SETTINGS 手機設定 3 NEW CALLS 3 通未接聽電話 

RING SETUP 鈴聲設定 RING VOLUME 鈴聲音量 

INT RING 內線鈴聲設定 DIRECT MEM 號碼儲存在記憶速

撥鍵 

EXT RING 外線鈴聲設定 

INTERCOM 將外線電話轉接至另
外一隻內線 

REGISTRATION 註冊手機 

＊ 通話距離 :    室外最遠 300 公尺; 室內通話最遠 50 公尺 

■ 手機操作時間 : 平均通話 10 小時 ● 待機時間 :   100 小時

一. 問:  F 200 系列話機, 如何調整音量鍵 ?

答: 按綠色通話鍵 → 按手機螢幕下方靠中間之圓形鍵的上方, ▲ 

符號鍵即可調節音量, 共分五階音量, 可固定狀態〭 

二. 鈴聲的音量是否可以調整 ?

    答: 可以〭 

按 OK 鍵 → HS SETTINGS 手機設定 → OK 鍵 ▲/▼ 

→ RING SETTINGS (鈴聲設定) → OK 鍵▲/▼ RING VOLUME

( 鈴聲音量) → OK 鍵▲/▼ 共有六段音量可調整〭

三, 手機按鍵上鎖後, 不能打電話時, 怎麼辦? 

   答:  長按手機 * 字鍵約五秒後放開, 螢幕上出現鎖匙符號消失, 就解

除按鍵鎖功能〭 

四, 手機第一次充電時間, 需要多久? 

   答: 請連續靜置 8 小時會最好, 下次使用時待電池剩 1 格時再充電〭 

市話無線手機的電池係屬充電式鎳氫材質, 非鋰電池會有記憶效應〭 



XL300話機 主機按鍵介紹(一)

• 向上
目錄狀態下：按下向上滾動瀏覽目錄項目。
電話簿/去電清單/來電清單/：按下向上滾動瀏覽清單。
通話狀態下或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按下增大音量。

• 電話簿
待機狀態下： 按下進入電話簿記錄。

• 確認/目錄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主目錄。
子目錄狀態下：按下確認選擇。
去電清單/來電清單: 按下儲存號碼至電話簿。

• 重播
待機狀態下：長按錄製問候語。
按下重播問候語。
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按下翻回上一個留言。

• 播放/停止
待機狀態下：按下播放留言。
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按下暫停正在重播的留言 。

• 單鍵播號
預撥號狀態下：長按儲存待機狀態下輸入的號碼。
待機狀態下：按下撥出已儲存的號碼。

• 關閉/開啟留言系統
待機狀態下：按下開啟或關閉留言系統。

• 暫切
預撥/通話號狀態下：按下可插入暫切。

• 向下/去電清單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去電清單 。
目錄狀態下：按下向下滾動瀏覽目錄項目。
電話簿/去電清單/來電清單：按下向下滾動瀏覽清單。
通話號狀態下或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按下減小音量。

• 來電清單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來電清單。
編輯狀態下：按下把游標向右移一個字元位。
注意：已接來電沒法儲存。

M1/M2/M3/M4/M5

R



• 清除/ 靜音/返回/內線
在主目錄下：按下返回待機螢幕。
子目錄狀態下：按下返回上一級目錄。
子目錄狀態下：長按返回待機螢幕。
編輯/預撥號狀態下：按下刪除一個字符/數字。
編輯/預撥號狀態下：長按可刪除所有字符/數字。
通話狀態下：按下開啟或關閉靜音功能。
鈴聲響起時：按下關閉主機鈴聲。
待機狀態下：按下內線呼叫另一個手機。

• 備忘/前移
待機狀態下：長按錄製備忘 。
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 按下跳到下一個留言。

• 免持對講
待機狀態下/電話簿/來電清單/去電清單: 按下用免持對講模式撥打
電話 。

• 增音功能
通話狀態下：按下開啟或關閉 BOOSTER 增音功能，
再選擇       或       【      增加音量或       降低音量共五階】。
通話完畢，掛斷電話後，增音功能將會自動回到正常音量值以滿
足其他人使用。

• 刪除
留言系統重播留言時： 長按可刪除當前播放的留言。

XL300話機 主機按鍵介紹(二)



• 側邊音量調節鍵
通話狀態下：按下增大或減小聽筒音量。

• 單鍵播號鍵
待機狀態下：長按撥出已儲存的號碼。

• 清除/ 靜音/返回/內線
在主目錄下：按下返回待機螢幕。
子目錄狀態下：按下返回上一級目錄。
子目錄狀態下：長按 可 返回待機螢幕。
編輯/預撥號狀態下：按下刪除一個字符/數字。
編輯/預撥號狀態下：長按可刪除所有字符/數字。
通話狀態下：按下開啟或關閉靜音功能。
待機狀態下：按下內線呼叫另一個手機。

• 向上/ 來電清單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來電清單。
目錄狀態下：按下向上滾動瀏覽目錄項目。
電話簿/去電清單/來電清單查看狀態下：按下向上滾動瀏覽清單。

• 向下/ 去電清單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去電清單。
目錄狀態下：按下向下滾動瀏覽目錄項目。
電話簿/去電清單/來電清單查看狀態下：按下向下滾動瀏覽清單。

• 掛斷
通話狀態下：按下結束通話並返回待機螢幕。
目錄/編輯狀態下：按下返回上一層目錄。
目錄/編輯狀態下：長按可返回待機螢幕。
待機狀態下：長按可關閉手機。
手機關閉時長按開啟手機。

• 通話/ 免持
待機/預撥號狀態下：按下撥打電話。再次按下開啟揚聲器。
去電清單/來電清單/電話簿清單：按下撥打電話至清單中所選的號
碼。再次按下開啟免持。
來電響鈴時：按下接聽來電。 再次按下使用揚聲器接聽。

XL300話機 手機按鍵介紹(一)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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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300話機 手機按鍵介紹(二)

• 目錄/確認
待機狀態下：按下進入主目錄。
子目錄狀態下：按下確認選擇。
通話狀態下：按下進入內線通話/電話簿/去電清單/來電清單。

• 側邊  BOOSTER 增音功能
通話狀態下：按下開啟或關閉 BOOSTER 增音功能，
再選擇       或       【      增加音量或       降低音量共五階】。
通話完畢，掛斷電話後，增音功能將會自動回到正常音量值以滿
足其他人使用。

• 指示燈
持續亮著表示聲音增強器已開啟。閃爍表示有新來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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