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電器和電池
充電時，電池變熱是正常現象。

請在華氏 50 至 85 度 (攝氏 10 至 30 度) 的環境下使用充電器。不要將
充電器和電池暴露在冰冷的溫度或直接日曬之下。

除了無線話機或適用的單顆電池外，請勿將其他物品置入充電器
內，以免造成接觸面扭曲。彎曲不平的接觸面可能會造成電池無法
充電。

僅搭配 SpectraLink Corp. 電池使用 SpectraLink Corp. 充電器。

切勿使用非 SpectraLink Corp. 充電器，以免造成電池受損。

請使用原廠的充電器插牆式電源供應器。

若您的電池故障或充電器發生問題，請洽您的服務代表以尋求協
助。

!
 請勿將電池浸泡在水中或丟入火堆。

 請勿將電池連同您的家庭廢棄物一起丟棄。請將舊電池拿到適當的回收
點處理，或是將電池寄回給您的供應商或維修商。

!
 若傳導性物質 (如珠寶、鑰匙或珠鍊) 與外露的端子相接觸，則所有電池

均可能造成財物損害及/或身體傷害，如燒傷。傳導性物質可能會補全
電子迴路(造成短路)，而產生極高的溫度。請謹慎處理充好電的電池，

特別是將電池放入口袋、手提包或其他內含金屬物品的容器內時。

!
 警告：未經 SpectraLink Corp. 同意擅自修改本話機可能導致本話機違反 

FCC 法規第 15 節之規定，進而造成使用者失去使用本話機之權利。

!
 警告：SpectraLink 產品內不含任何使用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請將話機

交由合格的維修人員維修。

潛在爆炸環境
進入任何潛在爆炸環境時，請關機。請勿在此區域內取出、裝入電
池，或是充電。電池濺出的火花可能會導致該區發生爆炸或火災，
造成人員受傷，甚或死亡。

!
 潛在爆炸環境包括如船艙底層的供油區、石油或化學物品輸送或存放的

場所、空氣中含有如穀粒、粉塵或金屬粉末等化學物質或微粒的區域，
以及通常要求您關閉汽車引擎的區域。潛在爆炸環境並不一定會清楚標
示禁止使用手機。

駕車時使用話機
在使用推高機或高爾夫球車此類車輛的園區及倉儲場所內使用無線
電話時，應遵守下列準則：
•  請專心開車，將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路況上。
•  可以的話，請使用免持聽筒操作方式。
•  撥打或接聽電話時，請先將車輛停靠路邊。

配備安全氣囊的車輛
請勿將行動話機放在安全氣囊上方或氣囊觸發區。安全氣囊充氣時
衝力極大。若將話機置於氣囊觸發區，則當氣囊充氣時，話機可能
會因氣囊衝力而被高速移動，進而導致車內人員嚴重受傷。

電磁波干擾與相容性

!
 若無適當的遮蔽、設計不良或未另外針對電磁相容性進行組態配置，則
幾乎所有的電子裝置都易產生電磁波干擾 (EMI)。

醫療機構
為避免發生電磁波干擾及/或相容性衝突，在有張貼告示請您關機
的處所時，請依照指示行事。醫院或健康護理機構可能使用對於外
部 RF 能量敏感的設備。

!
 建議您在靠近維生系統的處所使用此設備時，應遵照標準的接收程序。

心律調節器
醫療產業製造商協會 (Health Indust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建議手持式
無線電產品與心律調節器之間應至少相距 6 英吋 (15 公分)。此建
議與無線技術研究所 (Wireless Technology Research) 的獨立研究及建議事
項相符。配載心律調節器者須知：
•  無線話機開機時，請務必讓話機與

心律調節器之間的距離保持 6 英吋 
 (15 公分) 以上。 

•  請勿將無線話機放在胸前的口袋中。

•  接聽電話時，請使用與心律調節器不同邊的耳朵，以將可能的
干擾危   害降至最低。

•  如果懷疑電磁波已經對心律調節器產生影響，請立即關機。 
助聽器
有些數位無線話機可能會對某些助聽器造成干擾。Phone Settings 選
項—Use Hearing Aid 是特別設計用來提升助聽器使用者的收音能力。

若干擾情形持續存在，請與助聽器製造商討論解決方法。 

!
 聽筒可能吸住磁性物質。

其他醫療器材
如果需使用任何其他的個人醫療裝置，請諮詢裝置製造商，以確定
裝置是否能對外部的 RF 能量提供足夠的遮蔽。也可請醫師協助您獲
得這類的資訊。

802.11b/802.11g/BT 警語：

第十二條→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
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
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
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802.11a 警語：Unlicensed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U-NII
4.7→無線傳輸設備 (UNII)

4.7.5→在 5.25-5.35 兆赫頻帶內操作之無線資訊傳輸設備，限於室內使用。

4.7.6→無線資訊傳輸設備忍受合法通信之干擾且不得干擾合法通信；如造成干
擾，應立即停用，俟無干擾之虞，始得繼續使用。

4.7.7→無線資訊傳設備的製造廠商應確保頻率穩定性，如依製造廠商使用手冊
上所述正常操作，發射的信號應維持於操作頻帶中。

加印警語→「避免電波干擾，本器材禁止於室外使用 5.25-5.35 兆赫頻帶」於
器材使用說明書內，並將警語印製貼紙可黏貼於裝設器材機身外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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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要 則

取出電池 按下無線話機背面的電池閂鎖 ，再將電池朝您身體的方向
拉 。電池隨即朝外鬆脫 。

更換電池 將電池的邊緣滑入電池槽底部 。從上方推壓電池 ，直到
電池牢牢固定在槽內 。您應可順利將電池卡入無線話機
內 ，無須強行推入 。

開啟無線話機電源 按住結束按鍵 ，直到無線話機發出唧唧聲 。

關閉無線話機電源 按住結束按鍵 。無線話機會發出唧的一聲 。若您正在通話
中 ，請先掛斷 ，然後再關閉無線話機電源 。

將鍵盤解鎖 按 Unlk 軟鍵 ，再按 # 鍵 。

鎖住鍵盤 按 Lock 軟鍵 。

撥打內部號碼 按開始按鍵 ，等待話機發出撥號音 ，然後撥打分機號碼 。

撥打外部號碼 按開始按鍵 ，等待話機發出撥號音 ，然後撥打與使用桌上
型電話時相同的號碼 。

選擇線路 若有多條線路可用 ，您的電話系統可能會要求您在撥號前
先選擇一條線路 。按線路按鍵 ，再按與所需線路相對應的
數字鍵 。您會聽到一聲撥號音 。

撥打號碼 聽到撥號音後按數字鍵即可撥打號碼 。

接聽電話 若要接聽來話 ，請按開始按鍵 ，然後將聽筒放到耳朵
旁 。您也可以啟用擴音功能或使用耳機 。

接聽第二條線路的來話 若您在通話時聽到小聲的鈴響 ，這表示第二線路有來
話 。畫面上的線路編號可能呈閃爍狀態 。欲接聽此通來
話 ，請先保留第一通來話 ，然後按線路鍵 ，再按第二通來
話的線路號碼 。

以耳機接聽 接上耳機時 ，按任何鍵 (除結束按鍵以外) 均可接聽來
話 。

停止響鈴 按結束按鍵可停止響鈴 。

變更響鈴音量 鈴響時按無線話機機側的高/低音量按鈕 。

啟用或停用 擴音器 按 Spkr 軟鍵後朝話機說話 。請注意 ，您可能無法在您所
處的機構內使用此功能 。

調整 喇叭音量 通話時按無線話機機側的高/低音量按鈕 。

調整耳機音量 通話時按無線話機機側的高/低音量按鈕 。

保留通話 按 Hold 軟鍵 。

若您想要 則

恢復保留的通話 按線路按鍵後再按線路編號鍵 。

麥克風靜音 按 Mute 軟鍵 。

結束通話 按結束按鍵 。每通通話結束後 ，請務必按結束按鍵以返
回待機模式 。

變更模式 在待機模式下 ，按 Prof 軟鍵 ，然後使用瀏覽 按鍵選取新
的模式 。所選模式會加註星號 (*) 。

開啟背光 按下任何按鍵或是有來話時 ，背光就會亮起 ，並維持 10 
秒鐘 。若未在 10 秒內再按下其他按鍵 ，背光便會熄滅 。

SpectraLink 8000 系列無線電話適用的充電器有三種型號 。單充電
器可為裝有電池的單個無線話機充電 。雙充電器則可同時為無
線話機和備用電池充電 。四座式充電器則最多可同時為四顆電
池充電 。SpectraLink 8000 系列無線電話的任何電池均可使用這些
充電器加以充電 。

使用單充電器和雙充電器充電時 ，使用者仍可利用擴音模式或
耳機來進行通話 。無線話機可在待機模式 、通話時或關機時進
行充電 。

請將單充電器或雙充電器置於平坦 、水平的表面上 。將電源供
應器插入充電器 ，再插入適用的牆壁插座 。四座式充電器可裝
在水平或垂直的表面上 。

單充電器
將無線話機朝前放入單充電器 。在待機模式下為無線話機充電
時 ，無線話機會顯示其分機號碼以及 Charging… 。無線話機上
的動畫圖示會指出正在充電 。此時無線話機的運作功能一切正
常 ，若有來話 ，則會發出鈴響 。在無線話機關機時進行充電 ，

無線話機只會顯示 Charging… ，且不會接收任何來話 。進行充電
循環時 ，話機螢幕上會顯示漸增的圓點 。

無線話機充飽電後 ，Charge Complete 隨即顯示 。

雙充電器
將無線話機朝前放入前端插槽 。將電池插入充電槽 。

LED 指示燈會顯示後端插槽中電池的狀態 。無線話機顯示充電狀
態的方式則與單充電器的說明相同 。

無線話機充飽電或取出無線話機後 ，充電器隨即開始為電池 
充電 。

請注意 ，若電池的充電循環因無線話機的充電作業而遭到中
斷 ，則電池所需的充電時間將會延長 。

四座式充電器
將電池插入充電槽 。所用插槽上方的 LED 指示燈會指出槽內電
池的充電狀態 。

! 若 LED 指示燈閃爍不停 ，這可能表示電池有所故障 。更換
電池前 ，請先依照下列程序來確認電池的狀況 。請先將電
池插入不同的充電槽進行檢查 ，或是換用另一個充電器 ，

然後再次執行導致故障的操作 。若將同一個電池插入另一
個插槽或充電器時 ，充電器上的 LED 指示燈穩定亮起 ，這
表示第一個充電器可能有故障 。請向您的系統管理員洽詢
維修資訊 。

電池
電池必須定期進行充電 。可選用的三種電池如下：

類型 通話時間 待機時間 充電時間

標準

延長

超長

4 小時

6 小時

8 小時

80 小時

120 小時

160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 標籤上印有電池的型號類型 。若要確定您的電池的類型 ，

請取出電池檢視標籤 。

PTT 功能可讓 SpectraLink 8030 無線話機在群組播送模式下操作 ，

在此模式下 ，單一無線話機可將訊號傳輸至多個聽眾 ，就如同
雙向無線電一樣 。

若您想要 則

進行 PTT 通話 欲撥打預設頻道 ，請在待機模式下按住通話按鍵 。等到畫
面顯示 Transmitting 後 ，再將無線話機移至離您嘴部兩英
吋處開始通話 。

回覆 PTT 通話 在 10 秒的等待期內按住通話按鍵 。

結束等待期 按結束按鍵 。

選擇不同的 PTT 頻道 按下後放開通話按鍵 。使用瀏覽按鈕或機側的音量按鍵將
所需的頻道反白 。按通話開始語音傳輸 。

結束一個 PTT 通話後再開始
另一個 PTT 通話

按結束按鍵結束 PTT 通話 。按下後放開通話按鍵 ，然後
從清單選取另一個頻道 。按住通話按鍵 ，開始在另一個頻
道上進行傳輸 。

在進行電話通話時接聽 
PTT 來電

按結束按鍵結束電話通話 。現在您即可接聽 PTT 來電 。

在優先頻道上進行傳輸 按下後放開通話按鍵 。從清單選取優先頻道 。按住通話按
鍵 ，開始通話 。

結束 PTT 通話 按結束按鍵結束 PTT 通話 。

變更 PTT 音量 在進行 PTT 通話時 ，按無線話機機側的高/低音量按鍵 。

在進行 PTT 傳輸時回覆電
話來話

按開始按鍵 。PTT 傳輸會被電話通話取代 。

在進行 PTT 傳輸時開始電
話通話

按開始按鍵 ，然後撥打號碼 。進行電話通話時 ，PTT 傳輸
會被電話通話取代 。

關閉 PTT 變更至不同的模式 (依預設 ，Silent 和 Vibrate 模式將無法
使用 PTT) 。

訂閱其他 PTT 頻道 按 Cfg 軟鍵開啟 Config Menu ，然後選取 Push-to-talk 。 

選取 Subscribed Channels ，再選取要加入的頻道 。已訂閱
的頻道會加註星號 (*) 。

入門

SpectraLink 8020/8030 系列無線電話使用無線電波技術來收發語音傳輸資料 。其設計是比擬行動電話的操作方式 。不過 ，本無線話機使用
的是安裝在您所處機構內的私人電話系統 ，因此無法在此系統涵蓋範圍外操作 。如需如何使用無線話機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使用手冊 。

! 初次使用前 ，必須先將無線話機的電池充飽電 。將無線話機放置在充電器上至少兩個小時 。詳情請見充電器型號及電池一節 。

PTT  操作摘要 充電器型號及電池

• 請避免將無線話機摔落地面或用來敲擊堅硬的表面 。將無線
話機置於皮套或保護套內有助保護無線話機 。

• 無線話機或充電器內無使用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 。您不應自
行拆開無線話機外殼或拆解充電器 ，如此可能會使您喪失保
固權益 。

• 清潔無線話機和充電器前 ，請先關機並拔下充電器插頭 。擦
拭充電器時 ，請小心勿在充電器的電子接觸面上施加過多壓
力 。

• 以沾濕的布或紙巾擦拭無線話機表面即可去除大部分的灰
塵 。若光用水無法除去頑垢 ，您可使用溫和的清潔劑 。使用
噴霧式清潔劑時請務必小心謹慎 。請勿以任何角度朝話機噴
灑液體 。請勿讓液態清潔劑浸入鍵盤 。請務必使用乾淨的濕
布擦掉任何殘留的清潔劑 。切勿將話機浸泡於水中 。

• 若耳機接頭變髒 ，您所收聽到的訊號可能會有雜音或斷斷
續續 。若要清潔接頭 ，請用異丙醇酒精沾濕木桿或紙桿棉花
棒未包覆棉花的一端 。接著輕輕插入接頭內並轉動 ，重覆數
次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使用壓縮空氣朝接口內吹氣 ，以清除
殘餘的灰塵 。

• 不使用耳機接孔時 ，請蓋好外蓋 。

• 使用保護套可保護話機表面 ，並可避免液體 (如雨水) 滲入無
線話機內部 。

• 若話機內部遭水份滲入 ，切勿使用火爐 、微波爐或吹風機來
加快乾燥的速度 ，因為如此可能會造成話機損毀 ，且使您喪
失保固權益 。話機內部遭水份滲入時 ，請採取如下行動：
1. 立即關機 。

2. 取出話機內的電池 。

3. 搖晃話機 ，以甩出話機內過多的水份 。

4. 將話機和電池直立放置於通風良好的室溫環境下 。

5. 重新裝上電池及/或開機前 ，請讓話機和電池靜置 72 小
時乾燥 。

若採取了上述行動後話機仍無法使用 ，請向您的電話系統管
理員洽詢維修事宜 。

無線話機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