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tation2™

使用者指南/管理員指南

使用者指南及管理員指南

重要安全說明
當您使用電話裝置時，請務必遵守下列安全預防措施，以減低火災、觸電
及傷害人體的風險。
• 閱讀並瞭解所有說明。
• 遵守裝置上標記的所有警告及說明。
• 執行安裝時必須符合所有的國家配線
規定。
• 此裝置連接的插座必須安裝在裝置附
近，且必須可以便於隨時使用。
• 此裝置若浸入水中，可能會造成危險。
為避免觸電的可能性，請勿在泡澡、淋
浴中或身體未乾時使用此裝置。如果您
不慎將裝置落入水中，請先拔除所有插
頭後再拾起。在此裝置完全乾燥之前，
請勿重新連線。
• 避免在所在區域發生雷雨時使用此裝
置，雷暴雨的閃電有造成危險的些微可
能性。緊急通話應該簡短。即使已安裝
防護措施來限制進入家中或工作場合的
電力突波，但仍無法完全阻絕閃電造成
的影響。
• 如果您懷疑天然瓦斯外洩，請立即通
報，但使用電話時請遠離有問題的區
域。SoundStation2™ 的電子接點可能
會產生小火花，而這些小火花可能會引
燃高濃度的瓦斯。

• 請勿將任何種類的物件透過插槽推入
SoundStation2™，因為它們可能會接
觸到導致觸電風險的危險電壓端或短
路零件。請勿將任何液體潑灑到電話
上面，若不慎遭液體潑灑，請連絡服
務人員。
• 為了減低觸電風險，請勿拆解
SoundStation2™，開啟或移除覆蓋可
能會使您暴露在危險的電壓中。使用未
正確重新組裝的裝置可能會導致觸電。
如果您的電話裝置無法正常運作，請參
閱說明如何連線服務的一節。支援電話
號碼可以在本手冊封面背後找到。
• 請勿在雷暴雨期間安裝電話線路。
• 請勿在潮濕的場所安裝電話插座，除非
該插座是特別針對潮濕場所而設計。
• 請勿碰觸未絕緣的電話線路或端子，除
非電話線已從網路介面中斷連接。
• 務必小心安裝或更改電話線。

妥善保存上述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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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選擇 Polycom
SoundStation2™，您可以在本使用
者指南中，找到快速設定新會議
電話所需的一切資訊。請務必洽
詢您的系統管理員，確認您的網

路已作好設定 SoundStation2™ 電
話的準備。最後，在您開始使用
SoundStation2™ 之前，請務必閱讀
本指南中的「零件清單」以及「安
全注意事項」一節。

概觀
SoundStation2™ 是您公司最理想的初級入門會議電話，適合用於小型或中
型會議室和辦公室。
SoundStation2™ 功能：
清晰音質技術
Polycom 享譽盛名的技術可以自動
讓通話雙方同時說話。
增強的使用者介面
背光 LCD 顯示和 3 個軟體鍵使電
話非常容易使用。您可以輕易讀
取呼叫者相關資訊，如「呼叫者
ID」，且內建的電話簿和快速撥號
清單可以保留多達 25 個項目。

增強的連接選項
只要將一對延伸麥克風連接到電
話，便能擴大麥克風的接收範圍。
此外，還能增強行動電話的音效，
並且（或者）將其他人加入您的通
話中。只要將會議電話連接到您的
行動電話，SoundStation2™ 便成為
行動電話的喇叭和麥克風。

多語言支援
您可以設定電話使其顯示您最慣用
的語言，可供選擇的語言包括：英
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挪威
文、西班牙文和巴西葡萄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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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清單
下列項目包含在您的
SoundStation2™ 套件中，請在安裝
前檢查這份清單，以確認您已收到
每一個項目。

如果缺少任何項目，請連絡您的
SoundStation2™ 經銷商。

SoundStation2™ 主控台

主控台纜線

介面模組
電話纜線

延伸麥克風
（做為配件銷售。）

行動電話連接器纜線

說明文件/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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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SoundStation2™

: 連接至電話線。
連線至 SoundStation2™ 主控台。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螢幕
擷取畫面。
就緒狀態

SoundStation2™ 會在電源啟動時顯
示「就緒」訊息。

當通話已完成且電話可以用於下一
通話時，也會顯示「就緒」訊息。

5551212

English

READY
SP DIAL PH BOOK

REDIAL
5551212

German

BEREIT
KURZWAHL TEL.BUCH WIEDERW.
5551212

Spanish

PREPARADO
MARC RÁP DIR TEL RELL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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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212

Connection Diagram

功能
LED 指示燈
位在 SoundStation2™ 上方
的 LED 指出會議電話目前
的狀態：
綠燈 ― 您的通話正在進行中。
閃爍綠燈 ― 來電進行中。
紅燈 ― 您的通話已靜音。
閃爍紅燈 ― 您的通話保留中。

按鈕

捲動

功能表

向上或向下導覽所
顯示的清單。

顯示設定及選
項的功能表。

結束

選取

結束目前的畫面，
返回上一個功能表。

選擇功能表項目。

音量

軟體鍵

用於調整話筒、耳機、
喇叭和鈴聲的音量。

畫面會顯示這些鍵的
標籤，以識別其內容
感應式功能。

靜音

電話
接聽來電、撥出電
話、結束通話，以
及提供撥號音。

在通話期間開啟或關閉靜音。

會議
在會議通話期間呼叫、
加入或刪除其他通話參
加者。

撥號鍵台
這 12 個鍵可供輸入 10 個數字、26
個字母字元，以及內容感應式應用程
式中可用的特殊字元。

瞭解顯示
5551212
資訊區域

English

此電話的號碼

READY

軟體鍵功能

SP DIAL PH BOOK

REDIAL
5551212

SoundStation2™
BER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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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會顯示這些鍵的標籤，以識
別其內容感應式功能。

使用 SoundStation2™
撥打電話
SoundStation2™ 可以讓您透過類比線路撥打電話，
下列幾種方法可以用於啟動通話。
間接撥號

直接撥號

鍵以取得撥號音。
1. 請按
2. 撥出所要的號碼。
► 若要取消通話，請按下
鍵。
SEND
OR

1. 從「就緒」畫面，撥出所要的
號碼。
鍵或「傳送」軟體鍵
2. 按下
以撥打電話。
► 如果輸入錯誤的電話號碼，請
按下「<刪除」軟體鍵。
► 按下「取消」軟體鍵可以取消
通話。
SEND

Connection Diagram

OR

接聽來電
按下
鍵或任何數字鍵便可以接
聽來電。按下
按鈕將取代所有
其他電話活動。當電話鈴響時，三個
LED 會閃爍綠燈。

接聽第二通來電
如果您在通話中時接到其他來電，將
會聽到「通話等待」音。
接聽
► 請按下「會議」按鈕
來電，第一通電話將會自動進
入保留狀態。

結束通話
若要結束通話，請按下

► 使用「會議」按鈕
切換通話。

CALL ENDED

English

鍵。

5551212

00:05:23

SP DIAL PH BOOK
BEENDET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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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回

REDIAL

5551212

00:05:23

KURZWAHL TEL.BUCH WIEDERW.

通話保留

5551212
15555552222

► 若要將通話保留，請按下「保留」
English
軟體鍵，SoundStation2™
上方的 LED 將會閃爍紅燈。
► 若要恢復通話，請按下「恢復通
話」軟體鍵。

00:01:15

15555552222

HOLD
00:01:15

English
German

RESUME
HALTEN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通話靜音

15555552222
15555552222

HALTEN
00:01:15
00:01:15

Spanish

German
► 若要將通話靜音，請按下靜音
English
按鈕
，SoundStation2™ 上
方的 LED 將會在通話靜音時閃
爍紅燈。
French
Spanish
► 若要解除靜音，請再按一次靜
English
German
音按鈕。

通話計時器

HOLD

5551212
5551212

WEITER
ESPERA
HOLD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15555552222

15555552222

ESPERA
MUTE
00:01:15
00:01:15

GARDE
REANUDAR
HOLD
HALTEN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Italian
French
Spanish
German

15555552222
15555552222

GARDE
00:01:15
STUMM
00:01:15

5551212

ATTESA
REPRISE
15555552222
HALTEN
ESPERA

現用通話的通話進度可以透過本機通
話計時器來監控，您可以在顯示上的
English
Italian
現用通話視窗中看見此計時器。Norwegian

00:01:15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155555522225551212
HOLD
15555552222

ATTESA
00:01:15
SILENCIAR
00:01:15 5551212
HOLD

Spanish
French

RIPRENDI
15555552222
ESPERA
GARDE

重撥

00:01:15 5551212
5551212
5551212

Portuguese
German
Norwegian
(Brazilian)
Italian
French

SoundStation2™ 會儲存上次撥出的號
碼，您可以使用「重撥」軟體鍵重新撥
出這個號碼。
Spanish
English
Portuguese
Italian
► 按下「重撥」軟體鍵，便會顯示並
Norwegian
(Brazilian)
撥打上次撥出的號碼。
或
French
► 按下
鍵，然後按下「重撥」
German
Portuguese
Norwegian
軟體鍵，便會顯示並撥打上次
(Brazilian)
撥出的號碼。
Italian
Spanish
Portuguese
(Brazilian)
Norwegian
French

155555522225551212
HALTEN
15555552222

HOLD
00:01:15
SECRET
00:01:15

5551212
5551212

ESPERA
15555552222
FORTSETT
GARDE

READY 00:01:15

ATTESA

5551212
5551212
REDIAL
SP DIAL PH BOOK 5551212
ESPERA
15555552222

ESPERA
MUTE 5551212
00:01:15 5551212
BEREIT00:01:15 HOLD
15555552222
RETOMAR
ATTESA

5551212
5551212
KURZWAHL TEL.BUCH WIEDERW.
GARDE
15555552222

DEMP 5551212
00:01:15 5551212
15555552222 HOLD
ESPERA
PREPARADO
00:01:15

5551212
MARC RÁP DIR TEL RELLAMAR
ATTESA
5551212
MUDO 55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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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5552222

PRÊT 00:01:15 ESPERA

ABRÉGÉ ANNUAIRE RECOMP
HOLD
5551212
5551212

鈴聲音量調整

ra
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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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io

c
ne

n
Co

當 SoundStation2™ 位於「就緒」狀
態或掛上聽筒時，按下「音量」按鈕
可以調整鈴聲音量。

撥號音及音量調整

on
cti

m
ra
ag
Di

e
nn
Co

當 SoundStation2™ 的聽筒拿起時，
按下「音量」按鈕可以調整撥號音的
音量。

喇叭音量調整

m

on

ti
ec
nn
Co

ra
ag
Di

在現用通話期間，按下「音量」按鈕
可以調整喇叭音量。

顯示對比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擇
「設定」。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
個選項，並選擇「對比」，然
後按下「選取」按鈕。
3. 按下「捲動」按鈕或 + 和 - 軟
體鍵，以調整顯示對比。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
按鈕，以套用選取的對比
設定。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CONTRAST

-

► 按下「結束」按鈕可以取消此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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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鈴聲類型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
擇「設定」。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各個選項，並選擇「鈴聲
類型」，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3. 按下「捲動」按鈕或 <— 和
—> 軟體鍵試聽鈴聲類型。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
按鈕，以套用選取的鈴
聲設定。

► 按下「結束」按鈕可以取消此
變更。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RINGER TYPE

Classic
SAVE

背光
按下鍵台上的任何按鈕時或有來電
時，SoundStation2™ 的顯示便會
亮起。
若要開啟或關閉背光：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
擇「設定」。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各個選項，並選擇「背光」，
然後按下「選取」按鈕。
► 目前的背光狀態將會顯示。
3. 按下「開」或「關」軟體鍵，或
按下「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關」和「開」。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
按鈕以套用選取的背光設定，
或按下「結束」按鈕取消此
變更。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SETTINGS

BACKLIGHT
LANGUAGE
RINGER TYPE
BACKLIGHT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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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VE

語言
SoundStation2™ 可以讓您為電話選取用於顯示資訊
的偏好語言。
若要變更語言設定：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擇
「設定」。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
個選項，並選擇「語言」，然
後按下「選取」按鈕。
3. 按下「捲動」按鈕或 <— 和 —>
軟體鍵，循環顯示可用的語言。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
按鈕以套用選取的語言設定，
或按下「結束」按鈕取消此
變更。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SETTINGS

BACKLIGHT
LANGUAGE
RING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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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模式
此功能可以讓您利用 SoundStation2™
的喇叭和麥克風。例如，若您正使用行
動電話通話中，您可以將行動電話連接
到 SoundStation2™，然後使用其喇叭
和麥克風繼續通話，讓室內的每個人都
可以加入談話。
此功能也可以讓您在沒有類比電話連線
的區域中進行會議通話。
► 使用所提供的行動電話連接器
纜線，將您的行動電話連接到
SoundStation2™ 的行動電話輸
入/輸出插孔。
► 連接器和行動電話纜線將插入標
準的 2.5 毫米耳機插孔中，您可
能需要使用耳機轉接器，使行動
電話可以轉接至此連接器。

會議 ― 使用

► 當行動電話連接到
SoundStation2™ 時，無法直接從
SoundStation2™ 撥打電話。
► 使用行動電話通話時可以檢視
「電話簿」。連接行動電話時，可
能無法經由「電話簿」撥打電話。
► 行動電話無法加入
SoundStation2™ 上正在進行中的
通話。
► 使用行動電話通話時，Aux 輸出
便會停用。
► 某些行動電話連接至
SoundStation2™ 之後，行動電話
會啟動通話，此時行動電話才會被
偵測。
► 請確認先將行動電話的通話掛斷
後，再從 SoundStation2™ 中斷纜線
連接。

按鈕

如果您的電話系統支援多方通話會議，
那麼您可以使用 SoundStation2™ 建立
多方通話。
► 請洽詢您的系統管理員，以確定
可以共同與會的人數。

► 您的系統管理員可能需要啟動
多方會議功能，或提供您電話
系統的特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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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呼叫
1. 在現用通話期間，按下「會
議」按鈕
，第一通電話
會自動進入保留狀態。
2. 撥打所要的號碼，您可以使
用「重撥」或「直接撥號」
方法。
或「加
3. 按下「會議」按鈕
入」軟體鍵，以加入第二個通
話。 若要中斷第二個通話，則
再按下「會議」按鈕。

或
1. 按下「保留」軟體鍵以將第一通
電話保留。
，並輸
2. 按下「會議」按鈕
入您要撥打的號碼，您可以
使用「重撥」或「直接撥號」
方法。

橋接器軟體鍵
您可以將偏好的音訊會議橋接器或服務
的電話號碼設定到 SoundStation2™ 中，
以便需要時立即可用。

如果已設定橋接器號碼，則
「快速撥號」軟體鍵將不會
顯示。

設定橋接器號碼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使用
「捲動」按鈕選擇「橋接器設
定」，然後按下「選取」按鈕。
2. 選擇「輸入電話號碼」，並按
下「選取」按鈕，然後使用撥
號鍵台輸入橋接器號碼。請輸
入任何必要的前置碼，例如 9
和（或）1。
► 如果輸入錯誤的號碼，請使用
「<刪除」軟體鍵修正錯誤。
3.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按下
「取消」軟體鍵以取消此程序。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BRIDGE SETUP

ENTER PHONE NUMBER
EDIT SOF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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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橋接器軟體鍵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使用
「捲動」按鈕選擇「橋接器
設定」，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2. 選擇「編輯」軟體鍵，並按下
「選取」按鈕，然後使用撥號
鍵台輸入新的軟體鍵標籤，前
六個字元將會顯示。
► 如果輸入錯誤的軟體鍵標籤，
請使用「<刪除」軟體鍵修正
錯誤。
3.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按下「取
消」軟體鍵以取消此程序。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使用橋接器軟體鍵撥打電話

1. 按下「橋接器」軟體鍵。
2. 這會自動撥出設定的號碼，
撥打電話給您偏好的橋接器
English
廠商。

5551212

READY
BRIDGE

PH BOOK

REDIAL
5551212

電話簿

BEREIT

German

您可以使用「電話簿」儲存包含多
達 25 個連絡人的本機清單，然後只
要按下幾個鍵便能新增、編輯、刪
Spanish
除、撥出或搜尋此清單中的任何連
絡人。

BRÜCKE TEL.BUCH WIEDERW.

選取「電話簿」軟體鍵會顯示依名稱分
5551212
類的「電話簿」清單，此清單可以
依「名稱」、「公司」或「快速撥
PREPARADO
號」加以分類。
PUENTE

DIR TEL RELLAMAR

5551212

English

French
READY
BRIDGE

PH BOOK

5551212

PRÊT
REDIAL
PONT

ANNUAIRE RECOMP

5551212

Italian

German

BEREIT

5551212

PRONTO

BRÜCKE TEL.BUCH WIEDERW.
BRIDGE

RUBRICA

5551212

Norwegian

Spanish

PREPARADO

5551212

KLAR

DIR TEL RELLAMAR
BRO

TLFLISTE NY OPPR

5551212
Portuguese
(Brazilian)使用者指南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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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1212

PUENTE

French

RISEL.

PRÊT

PRONTO

在清單中快速選擇：
名稱或公司清單：按下與名稱或公司名

快速撥號清單：按下某個數字鍵以選取

稱的開頭字母相對應的數字鍵，例
如，重複按下 3 將可以顯示開頭字
母為 D、E、F 和 3 的名稱。

相對應的項目，例如，按下 2 將會
選取項目 02，按下 23 則會選取項
目 23。

Dennis Gray
Derek Brown
Donald Wilson
NEW
SORT

DIAL

02 Chris R
03 Matt Smithe
04 Andrew Adams
DIAL
SORT
NEW

DIAL

23 George William
24 Harold Smith
25 Jim Shoe
DIAL
SORT
NEW

Earl Edwards
Elizabeth Grason
Elliot Ray

SORT

NEW

Felix Mason
Fiona Ferguson
Frank James

SORT

NEW

DIAL

新增項目

1. 按下「電話簿」軟體鍵，然後按
下「新增」軟體鍵。
2. 使用撥號鍵台上的英數字元
鍵，在「名稱」、「Ph#」
（電話號碼，包含任何前置
碼，例如 9 和（或）1）及
「Co」（公司）欄位中輸入
資訊。您可以使用「捲動」
按鈕在不同欄位之間移動。
3. 按下「儲存」軟體鍵。您可以接
受指派給新項目的下一個可用
快速撥號號碼，或者使用
「捲動」按鈕或撥號鍵台自己
選擇快速撥號號碼。
4. 按下「確定」軟體鍵以儲存電話
簿項目，或按下「返回」軟體鍵
以編輯項目。

Name: _
PH#:
CO:

CANCEL
Name: Charles_
PH#:
CO:

<DEL

SPACE

CANCEL

Name: Charles White
PH#: 5555559876
CO:

<DEL

SPACE

SAVE

Charles White
Speed Dial #:24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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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編輯項目

1. 選擇您要編輯的項目，然後按
下「選取」按鈕。
2. 按下「變更」軟體鍵，使用「捲
動」按鈕選取您想要編輯的
欄位。
3. 使用撥號鍵台上的英數字元鍵
進行變更。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您可以接
受目前指派給該項目的快速撥
號號碼，或者使用「捲動」按
鈕或撥號鍵台選擇其他快速撥
號號碼。
5. 按下「確定」軟體鍵以儲存電話
簿項目，或按下「返回」軟體鍵
以編輯項目。

23 Charles White
5555559876
CHANGE

刪除項目

REMOVE

DIAL

23 Charles White
5555559876

1. 選擇您要刪除的項目，然後
按下「選取」按鈕。
2. 按下「移除」軟體鍵，按下「確
定」軟體鍵以移除項目，或按
下「取消」軟體鍵結束功能表而
不移除項目。

CHANGE

REMOVE

DIAL

REMOVE FROM PH BOOK?
23 Charles White
CANCEL

OK

檢視系統資訊
此功能會顯示下列關於 SoundStation2™ 的資訊：位
置及號碼，以及系統資訊。
位置及號碼

系統資訊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
擇「此電話」。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各個選項，並選擇「位置及
號碼」，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
擇「此電話」。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
示各個選項，並選擇「系統
資訊」，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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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音效連接埠
SoundStation2™ 提供輔助音效連接埠，以允許外部
裝置連接到會議電話。
典型的範例是連接外部記錄裝置來記錄會議通話
音效。
1. 經由介面模組上的輔助插孔，
連接外部記錄裝置，例如卡帶
錄音機。輔助接頭是標示
為
。
按下「功能表」按鈕，並選擇
2.
「設定」。
3. 選擇「Aux 音效」，然後下「選
取」按鈕。使用「捲動」按鈕循
環顯示各個選項。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按
鈕，以儲存設定。
輔助音效的設定必須與連接到電話的
裝置種類相符。
► 無線麥克風 = 音效將不會從無
線麥克風裝置接收。
► 錄音輸出 = 所有音效將會傳送
至音效錄音裝置
►外部喇叭 = 音效將會傳送至連
接的外部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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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效纜線
Audio cable
（RCA 纜線）

(RCA cable)

疑難排解
無撥號音

電話纜線必須插入類比電話插座。如果聽不到撥號
音，請確認下列各項：
► 檢查主控台可供操作。
► 檢查電話線從介面模組連接
至類比電話 (POTS) 線。
沒有鈴響

檢查鈴聲是否未關閉。請參閱第 12
頁的「鈴聲類型」。

► 如果音量調到最低，請使用
「音量」按鈕調高音量。

LCD 閃爍

如果您的畫面閃爍，可能是因為您
在建築物中使用特定類型的螢光

燈，請將 SoundStation2™ 移到遠離
該燈光之處，或更換螢光燈管。

鍵台輸入不完整

如果您輸入資訊時按鈕按得太快，
便可能發生此問題。請放慢按下英

數字元按鈕的速度，否則某些按鈕
可能會因您按得太快而無法辨識。

模糊或接收不良

這是由於高迴音的房間及說話者離麥克風太遠所
導致。
說話時請靠近主控台一點，以便麥克
風能更準確地接收到您的談話。

► 為房間增加更多吸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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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無聲、迴音或剪輯語音
► 請勿在使用中時移動

► 在每次通話剛開始時，請讓各

SoundStation2™ 主控台。
► 請勿在通話期間碰觸主
控台。
► 為了避免 SoundStation2™ 周
圍有過多雜音，請勿在主控
台附近放置紙張、杯子或其
他會產生雜音的物品。

個位置的人依序輪流說話，以
便 SoundStation2™ 可以適應此
環境。
► 如果他方使用非 Polycom 裝
置，可能會因此導致音效不佳
問題。
► 請嘗試再撥一次電話，不同的
線路可能會提供較佳的連線。

實體損毀
► 如果實體損毀的程度已嚴重到

可以看見內部零件，請立刻中
斷 SoundStation2™ 的連線。

► 在 SoundStation2™ 完全修復之

前，請勿重新連線至電話
網路。

達到最佳效能
遵循以下這些使用規則時，您的 SoundStation2™ 便
可以有效執行：
► 將 SoundStation2™ 放置在會

議桌的中央。
► SoundStation2™ 在 10 英
呎  20 英呎的房間內運作效
果最佳。
► 請勿在通話期間移動
SoundStation2™。
► 請勿將紙張雜亂放置在
SoundStation2™ 附近。

► 將延伸麥克風放置在距離

SoundStation2™ 主控台 7 英呎
遠的位置。
► 請以正常談話程度說話，並直
接對著 SoundStation2™ 或延伸
麥克風說話。
► 清潔 SoundStation2™ 之前，請
先拔除所有插頭。請勿使用液
體清潔劑或清潔噴霧劑。請使
用沾濕的軟布進行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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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訊息
下列訊息會在 LCD 上顯示。

LCD 訊息

意義：

您會看到：

就緒

電話位於閒置狀態，已預備好撥打電話。

閒置畫面。

通話已結束

通話已中斷。

「通話已結束」，並指出經過
的時間。

行動電話輸入

行動電話已插入行動電話插孔中，或者行
動電話通話已啟動。

「行動電話輸入」

輸入號碼

輸入您要撥出的號碼。

您正在撥出的電話號碼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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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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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設定 ― 概觀
「管理設定」功能表包含下列選項。 「管理設定」功能表可以藉由設定
選用的密碼加以保護。 後續存取此功能表需要輸入密碼。
位置：
1 位置名稱
2 此電話 #
電話系統：
1 呼叫者 ID
2 暫切時間

輸入 SoundStation2™ 的位置名稱，例如「會議
室 B」。
輸入 SoundStation2™ 的電話號碼。
設定「呼叫者 ID」。
將暫切延遲設定為 75、100、300 或 600 毫秒。

密碼：
1 設定選用的密碼。（預設值：未設定密碼。）
測試：
1 麥克風測試
2 主控台喇叭測試
3 還原預設值

檢視每個麥克風所接收的取樣等級。
選取音質測試訊號以驅動 SoundStation2™ 喇叭。
重設所有自訂設定和資料輸入項目。還原原始預
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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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
當您從「管理設定」功能表選取「密碼」時，畫面會
顯示目前是否已指派密碼。
指派密碼：

ADMIN SETUP

1. 按下「功能表」按鈕，使用「捲
LOCATION
動」按鈕選擇「管理設定」，然
PHONE SYSTEM
後按下「選取」按鈕。使用「捲
PASSCODE
動」按鈕選擇「密碼」，然後按
下「選取」按鈕。
PASSCODE
2. 按下「指派」軟體鍵，然後輸入
三位數密碼。如果輸入錯誤，請
NOT ASSIGNED
按下「<刪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ASSIGN
3. 按下「儲存」軟體鍵。如果您選擇
不儲存密碼，可以按下「取消」軟
ENTER NEW
體鍵或「結束」按鈕。
►記錄密碼。如果您忘記密碼，請
Passcode:_
連絡 www.polycom.com/support 上的
SAVE
CANCEL
<DEL
Polycom 支援，然後按下「如何連絡支
援及服務」，以取得您的本地支援連絡資訊。
移除密碼：

移除密碼後，便不需要在存取「管理設定」功能表
時輸入密碼。
1. 從「管理設定」功能表中，使用
PASSCODE
「捲動」按鈕選擇「密碼」，然
後按下「選取」按鈕。
ASSIGNED
2. 按下「移除」軟體鍵，輸入目前的
CHANGE REMOVE
密碼，然後按下「輸入」軟體鍵。
若您決定不要移除密碼，請按下
ENTER CURRENT
「取消」軟體鍵或「結束」按鈕。
►如果輸入錯誤的密碼，系統
Passcode:_
會通知您再試一次。
ENTER
CANCEL
<DEL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刪
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INCORRECT PASSCODE

Passcode:_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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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ENTER

變更密碼：

1. 從「管理設定」功能表中，使用
「捲動」按鈕選擇「密碼」，然
PASSCODE
後按下「選取」按鈕。
2. 按下「變更」軟體鍵，輸入目前的
ASSIGNED
密碼，然後按下「輸入」軟體鍵。
CHANGE REMOVE
若您決定不要變更密碼，請按下
「取消」軟體鍵或「結束」按鈕。
►如果輸入錯誤的密碼，系統會
ENTER CURRENT
通知您再試一次。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刪
Passcode:_
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ENTER
CANCEL
<DEL
3. 系統會提示您輸入新密碼。請
輸入新密碼，然後按下「儲存」軟
體鍵。如果您選擇不儲存密碼，
ENTER NEW
可以按下「取消」軟體鍵或「結
Passcode:_
束」按鈕。
SAVE
CANCEL
<DEL
► 記錄密碼。如果您忘記密碼，請
連絡 www.polycom.com/support
上的 Polycom 支援，然後按下
「如何連絡支援及服務」，以取得您的本地支
援連絡資訊。

位置資訊
您可以指派與您的 SoundStation2™ 關聯的位置，例如
「會議室 B」，以及電話號碼。
指派位置名稱：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
取」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
要需要），並按下「輸入」軟體
鍵。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位置」，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LOCATION
LOCATION NAME
THIS 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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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位置
名稱」，然後按下「選取」按
鈕。使用撥號鍵台輸入位置名
稱，從主要功能表選取「此電
話」功能表的「位置名稱及號
碼」子功能表時，將會顯示此
名稱。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刪
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3.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
按鈕，以儲存輸入項目。您
也可以按下「結束」按鈕取消
輸入。

LOCATION NAME

Conference Room B
<DEL

SPACE

SAVE

指派電話號碼：

1. 下「功能表」按鈕，選擇「管理
設定」，並按下「選取」按鈕，
然後輸入密碼（若要需要），
並按下「輸入」軟體鍵。使用「捲
動」按鈕選擇「位置」，然後按
下「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此電
話 #」，然後按下「選取」按
鈕。輸入 SoundStation2™ 的電
話號碼。
►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刪除」
軟體鍵清除錯誤。
3.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按
鈕，以儲存輸入項目。您也可以
按下「結束」按鈕取消輸入。

LOCATION
LOCATION NAME
THIS PHONE #

THIS PHONE#

5554321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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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電話系統
呼叫者 ID*

您可以根據要連接的電話線路之相關規格與標準來設
定「呼叫者 ID」，標準可能因不同國家而異，請參
閱「附錄 A」以取得額外資訊。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取」
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要需
要），並按下「輸入」軟體鍵。使
用「捲動」按鈕選擇「電話系
統」，然後按下「選取」按鈕。
2. 從可用選項中選擇「呼叫者
ID」，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3. 使用 <— 和 —> 軟體鍵逐步顯示
可用的「呼叫者 ID」選項。
4. 按下「儲存」軟體鍵或「選取」按
鈕，以儲存輸入項目。您也可以
按下「結束」按鈕取消輸入。

ADMIN SETUP
LOCATION
PHONE SYSTEM
PASSCODE
CALLERID

Bellcore
SAVE
*「呼叫者 ID」為訂閱式服務，
請洽詢您當地的電話服務供應
商，瞭解您的所在區域是否提
供此服務。

暫切時間

您可以調整「暫切」的時間延遲 75、100、300 或
600 毫秒。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取」
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要需
要），並按下「輸入」軟體鍵。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暫
切時間」，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2. 從可用選項中選擇「暫切時
間」，然後按下「選取」按鈕。
3. 使用 <— 和 —> 軟體鍵逐步顯示
可用的「暫切時間」選項。

4. 按下「儲存」軟體鍵以儲存變
更。您也可以按下「結束」
按鈕取消您的選擇。
ADMIN SETUP
LOCATION
PHONE SYSTEM
PASSCODE

FLASH TIMING

500 mS
SAVE

SoundStation2™ 管理員指南 - 28

測試
麥克風測試

若測試麥克風的測試表指出它正在接
收異常低或異常高的樣本，儘管輸入
部分已經過適當控制，請連絡 Polycom
技術支援。

您可以測試 SoundStation2™ 的麥克
風，以確保達到最佳運作效果。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
取」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
要需要），並按下「輸入」軟體
鍵。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測試」，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麥克
風測試」，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麥克風會依照下列圖表
進行編號。

3.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任何
麥克風，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測試麥克風的 LED 將閃爍
紅燈。
 ►測試麥克風會開始以 1 Hz
的速率、50% 工作週期進行
採樣。
 ►畫面會顯示根據該測試麥克
風所接收的相關樣本進行調整
的測試表。

MIC 1

MIC 3 LEVEL METER
CANCEL

MIC 4

MIC 5

MIC 2

MIC 3

主控台喇叭測試

您可以選取音質測試訊號來驅動 SoundStation2™ 的
喇叭，以進行喇叭測試，並採樣室內音質。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正弦掃描」是由 100 Hz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
到 3,500 Hz 的正弦波組成的測
取」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
試訊號，其掃描頻率是依據類
要需要），並按下「輸入」軟體
似時間所運行的連續線性頻率
鍵。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或 (t)=A*sin(kt)。
「測試」，然後按下「選取」
►1 KHz 複頻為維持在 1,000
按鈕。
Hz 產生的複頻。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主控
台喇叭測試」，然後按下「選
取」按鈕。使用「捲動」按鈕
選擇所需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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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噪音是在相關頻寬的頻
率中一致散發的能源訊號，
對於 SoundStation2™ 大約介
於 300 至 3,400 Hz。

3. 按下「選取」按鈕以啟動
訊號。

還原預設值
如果還原預設值，自 SoundStation2™ 首次安裝以來
所有輸入的設定和資料都會完整移
除，而且無法回復。
1. 按下「功能表」按鈕，選擇
「管理設定」，並按下「選
取」按鈕，然後輸入密碼（若
要需要），並按下「輸入」軟體
鍵。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測試」，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還原
預設值」，然後按下「選取」
按鈕。若確定要還原預設值，
請按下「確定」軟體鍵，或者按
「取消」軟體鍵或「結束」按鈕
返回「測試」子功能表。

►還原所有預設值時，「電話
簿」中的項目及「快速撥號」號
碼不會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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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及保固資訊

有限保固及責任限制
有限保固
Polycom 向使用者（「用戶」）擔保，
此產品無製造及材料上的瑕疵，在正常
使用及服務的狀況下，將從向 Polycom
或授權經銷商購買當日起算一年內提供
保固。
在此明訂的擔保下，Polycom 的唯一責
任是 Polycom 可選擇並付費來修復瑕疵
品或零件、向用戶提供同等產品或零件
來替換瑕疵品，或者，如果前述兩項無
一適用時，Polycom 得斟酌退還用戶購
買瑕疵品的所付金額。所有替換的產品
將屬於 Polycom 所有。替換產品或零件
可能是全新項目或可用項目。Polycom
對於任何替換或修復的產品或零件提供
保固期，時間從運送日起九十 (90) 天
或原保固期的剩餘期限起算（視孰者較
長）。
退還 Polycom 的產品必須自費運送，並
妥善包裝，以求安全送達，並且本公司
建議運送方式應予以保險，或者提供包
裹追蹤服務。在 Polycom 收到退還的產

品之前，不負遺失或損壞的責任。替換
或修復的項目會由 Polycom 付費運送至
用戶，時間不會晚於 Polycom 收到瑕疵
品後三十 (30) 日，並且 Polycom 將保
證產品不遺失或損壞，直到運送至用戶
為止。
責任限制。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
POLYCOM 排除本身及其供應商的任何
責任，不論是依據契約或侵權行為
（包含疏失），對於任何類型的意外、
因果、間接、特殊或懲罰性損害，或者
對於收益或盈利損失、營業損失、資訊
或資料損失、其他由於或導致產品之銷
售、安裝、維護、使用、效能、失效、
中斷等等經濟損失，即使 POLYCOM
或其授權供應商已被告知此等損害之可
能性，其責任僅限於修復、替換或退
還購買產品所付金額，這些方式可由
POLYCOM 選擇。此損害免責聲明不受
任何此處所提供的補救措施未達成基本
目標而受影響。

除外事項

即使產品在有限保固期限內，若經
Polycom 的測試及檢驗顯示所聲稱的
產品瑕疵或故障不存在，或者係由
下列原因所導致，則 Polycom 概不
負責：
►沒有按照 Polycom 的安裝方式、
操作或維護指示進行；
►未授權的產品修改或變更；

►未授權使用透過產品存取的公眾
網路通訊服務；
►用戶或用戶所控制之個人所造成
的濫用、誤用或疏失行為或疏忽；
或者
►第三者行為、天災、意外、火
災、光災、電力突波或電力中斷，
或其他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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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排除。若 POLYCOM 產品未如
前述擔保正常運作，「用戶」唯一
的救濟權（針對違反該保固）應該
是在 POLYCOM 選擇的前提下，進
行修復、替換或退還購買產品的金
額。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前述
保固及救濟條款具排除性，並可取
代所有其他的保固、條款或條件，

不論明示或暗示、事實或法律、法
定與否，其中包括適售性、適合某
特定用途、滿意品質、說明一致
性以及不侵害他人權益的保固、
條款或條件，皆明確予以否認。
POLYCOM 從未認定或授權任何人
承擔任何其他與產品販賣、安裝、
維護或使用相關的責任。

服務合約

如果貴用戶的產品是從「Polycom
授權經銷商」購得，請與該「授權
經銷商」連絡，以取得適用於您產
品的服務合約相關資訊。如需服務

程式的技術協助或相關資訊，請造
訪 Polycom 的網站（網址為 www.
polycom.com），並選取「支援」功
能表。

免責聲明

某些國家、州或省份不允許排除或
限制默示擔保、限制某些提供給消
費者之產品的意外或衍生性損害，
或者限制個人傷害的責任，因此上
述限制及排除條款可能不適用於貴

用戶。當全部的默示擔保不允許排
除時，這些將限制於適用書面擔保
的期間之內。本保固所提供的特定
合法權利會依各地區的法律而有所
不同。

管轄法律

此有限保固及責任限制應受美國加
州法律管轄，並根據美國法律排除
法律原則衝突。聯合國大會在國際

貨品銷售的合約慣例完全不適用於
此有限保固及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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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規則
此裝置符合 FCC 規則中第 15 部份的規
定。操作必須受限於下列兩個條件：
(1) 本裝置不可產生有害的干擾，
而且
(2) 本裝置必須能夠承受所接收到的
任何干擾，包括承受可能造成不
良運作的干擾。
注意：依照 FCC 規則中第 15 部份的規
定測試證實，此裝置符合等級 B 數位裝
置之限制。這些限制可針對安裝過程中
的有害干擾提供適當的防護。此裝置會
產生、使用並釋出無線電頻率能量，如
果未按照說明進行安裝與使用，可能會
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然而，我
們不保證在特定的安裝過程中不會發生

干擾。若此裝置的確對於無線電或電視
接收造成有害干擾（您可開啟或關閉裝
置，以檢視是否有此情形），建議使用
者使用下列一項或多項量測方式，以修
正干擾：
重新定位或重新安置接收天線。
增加裝置和接收器的間隔距離。
 將裝置的插座連接到和接收器所連
接的不同電路。
 向廠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
術人員諮詢，以取得協助。
按照 FCC 規則中第 15 部份的規定，使
用者須注意任何未經 Polycom Inc. 明確
核准的變更或修改，可能導致使用者操
作此裝置的權利作廢。



加拿大通訊部注意事項
本 Class [B] 數位裝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規定。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 M B-003 du
Canada.

美國電信公司需求
此裝置符合 FCC 規則中第 68 部份的規
定。請參閱裝置上的標示標籤，以取得
下列資訊：
註冊號碼
等同鈴聲
 財產受讓人姓名
 型號
 序號和（或）製造日期
 原產國
如經要求，您必須向電信公司提供此
資訊。






注意：


此註冊裝置無法與合用話線或公共
投幣電話服務一同使用。





如果發現問題，客戶應中斷註冊裝
置與電話的連線，以判斷該裝置是
否故障。若確定發生故障，則應停
止使用該裝置，直到問題修正完畢
為止。
雖然不太可能發生，不過若本裝置
對網路造成破壞，電信公司會事先
通知您需要暫時停止服務。但若無
法事先通知，電信公司會儘快通知
您。您將被告知有權向 FCC 提出
申訴（若您認有這有必要）。
電信公司可能會針對其設施、裝
置、運作或程序進行變更，且此變
更可能會影響您裝置的運作。若發
生此情況，電信公司會預先通知
您，以便您進行必要的變更，以保
持服務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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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鈴聲數目 (REN)
REN 用於確定可連接至電話線路的裝
置數量。電話線路上過多的 REN 可能
導致裝置不會以鈴聲回應來電。通常
REN 的總數不應超過五 (5.0) 個。若要

確定可連接至線路的裝置數量（同時也
視 REN 總數而定），請連絡您當地的
電信公司。

自動撥號
當設定緊急號碼和（或）測試呼叫緊急
號碼時：

2. 在離峰時段執行此類活動，例如
清晨或深夜。

1. 保持在線上，並向派遣員簡短說
明呼叫原因。

電信公司連接器
符合 FCC 規定的電話線和模組插頭會
隨附在此裝置中。本裝置之設計可連接
至使用符合第 68 部份規定之相容模組

插孔的電話網路或建築物配線系統。
請參閱其餘的安裝說明，以取得詳細
資訊。

加拿大電信公司需求
「注意：加拿大工業部標籤可識別經過
認證的裝置。此認證表示裝置符合在適
當「終端裝置技術要求」文件中所規定
的電信網路保護、操作及安全等方面的
要求。加拿大工業局不保證裝置的運作
可以達到使用者的滿意程度。
在安裝此裝置之前，使用者應確認此裝
置已被允許連接到當地電信公司的設
施。該裝置也必須使用可接受的連線方
式加以安裝。用戶應瞭解，在某些情況
下，符合上述條件不一定能防止服務品
質的降低。認證裝置的維修應由供應商
指定的代表進行協調。如果使用者對此
裝置進行任何維修或變更，或者裝置發
生故障，都可能使電信公司有理由要求
使用者中斷連接裝置。

使用者應該自己確保使用者應確認將電
力設施、電話線路和內部金屬水管系統
（如果有）的電氣接地連線連接在一
起。此預防措施在偏遠地區可能特別
重要。
警告：使用者不應自行嘗試進行此類連
線，而是應該依照適當情況，連絡合適
的電氣檢驗單位或電工。」
「注意：指派給每個相關終端裝置的
「等同鈴聲數目」(REN)，指出允許連
接到電話介面的最大終端數目。介面上
的終端可由任何裝置的組合構成，唯一
的要求是所有裝置的「等同鈴聲數目」
總數不得超過 5。」
在認證/註冊號碼前的「IC：」一詞表示
僅符合加拿大工業部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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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資訊
此裝置符合 FCC 規則中第 68 部份的規
定以及 ACTA 所採用的需求。此裝置機
殼的外部上有一標籤，除了提供其他資
•
•
•
•
•

FCC 註冊號碼：
等同鈴聲數目 (REN)：
設備介面代碼 (FIC)：
服務訂購代碼 (SOC)：
USOC 插孔類型：

訊外，還包含格式如下的產品識別碼：
US:2HWTF09BSOUNDS2。如經要求，
您必須向電信公司提供此號碼。

US: 2HWTF09BSOUNDS2
0.25
02LS2
9.0Y
RJ11C

符合 FCC 規定的電話線和模組插頭會
隨附在此裝置中。本裝置之設計可連接
至使用符合第 68 部份規定之相容模組

插孔的電話網路或建築物配線系統。請
參閱「安裝說明」，以取得詳細資訊。

REN 用於確定可連接至電話線路的裝
置數量。電話線路上過多的 REN 可能
導致裝置不會以鈴聲回應來電。通常
REN 的總數不應超過五 (5.0) 個。若要

確定可連接至線路的裝置數量（同時也
視 REN 總數而定），請連絡您當地的
電信公司。

若本 SoundStation2™ 裝置對電話網路
造成破壞，電信公司會事先通知您需要
暫時停止服務。但若無法事先通知，電

信公司會儘快通知用戶。您將被告知
有權向 FCC 提出申訴（若您認有這有
必要）。

電信公司可能會針對其設施、裝置、運
作或程序進行變更，且此變更可能會影
響您裝置的運作。若發生此情況，電信

公司會預先通知您，以便您進行必要的
變更，以保持服務不中斷。

在 SoundStation2™ 出現問題時，
如需修復或保固的資訊，請聯
絡 Polycom Inc.︰ 1-888-248-4143；
1-408-474-2067 選擇 1；Willow Road,

Pleasanton, CA 94588-2708, USA；或
者 http://www.Polycom.com。若本裝置
對電話網路造成破壞，電信公司可能會
要求您中斷連接裝置，直到問題解決
為止。

連接至共同線 (party line) 服務須徵收州
稅。（請連絡各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公

共服務委員會或企業委員會，以取得詳
細資訊。）

本產品中所含部分軟體為
Copyright © 1995 - 2003, SPIRIT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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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標誌 R 及 TTE 指令（僅限 EU）
此 SoundStation2™ 裝置已通過 CE 標誌
的認證，此標誌表示裝置符合 EEC 指
令 89/336/EEC 及 73/23/EEC1999/5/EC
的規定。完整的「一致性聲明」可以
從 Polycom Ltd., 270 Bath Road, Slough,
Berkshire, SL1 4DX, UK 取得。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Hereby, Polycom Ltd. declares that this
SoundStation2™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9/5/EC.

Con la presente Polycom Ltd. dichiara
che il SoundStation2 soddisfa i requisiti
essenziali e le altre disposizioni pertinenti
della directtiva 1999/5/CE.

Konformitetserklæring

Hermed erklærer Polycom Ltd.,
at indeståSoundStation2 er I
overensstemmelse med de grundlæggende
krav og de relevante punkter I direktiv
1999/5/EF.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Hiermit erklärt Polycom Ltd., dass
SoundStation2 die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und sonstige maßgebliche
Bestimmungen der Richtlinie 1999/5/EG
erfüllt.

Par la présente, Polycom Ltd, declare
que ce SoundStation2 est conforme aux
conditions essentielles et à toute autre
modalité pertinente de la Directive 1999/5/
CE.

Verklaring Van Overeenstemming

Hierbij verklaart Polycom Ltd. dat
diens SoundStation2 voldoet aan de
basisvereisten en andere relevante
voorwaarden van EG-rightlijn 1999/5/EG.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Attravés da presente, a Polycom Ltd.
declara que este SoundStation2 se encontra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e outras desposições relevantes
da Directiva 1999/5/CE.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Por la presente declaración, Polycom Ltd.
declara que este SoundStation2 cumple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otras cláusulas
importantes de la directiva 1999/5/CE.
verensstämmelseförklaring

Vaatimustenmukaisuusvakuutus

Polycom Ltd. vakuuttaa täten, että
SoundStation2 on direktiivin 1999/5/EC
keskeisten vaatimusten ja sen muiden tätä
koskevien säännösten mukainen.

Polycom Ltd. förklarar harmed att denna
SoundStation2 överensstämmer med de
väsentliga kraven och övriga relevanta
stadganden i direktiv 1999/5/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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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注意事項
不含緊急 000 撥號的幹線供電 POT 語音電信。

警告
當主要電力中斷時，
此裝置將無法運作。
VCCI 等級 B（僅限日本）

RRL 聲明（僅限韓國）

Serial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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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呼叫者 ID
SoundStation2™ 必須被設定為您國家

中正在使用的來電顯示標準。 下表

為選擇正確設定的準則。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電信業者。

國家：

呼叫者 ID 標準：

美國、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盧森堡、挪
威、波蘭、西班牙、捷克共和國、斯洛維尼
亞、瑞士台灣、土耳其、南非、義大利
英國
中國、丹麥、芬蘭、希臘、荷蘭、葡萄牙、
瑞典、烏拉圭、巴西

Bell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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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I

British Telecom
DTMF

美國技術支援
網址 http://www.polycom.com/support
Polycom WW 總部：
Polycom, Inc. 總公司
4750 Willow Road
Pleasanton, CA 94588

Polycom®、SoundStation® 及 Polycom 標誌設計為 Polycom, Inc. 的美國及其他各國之註冊商標。
©2004 Polycom, Inc. 版權所有。
1725-16755-001 Rev. B (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