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操作說明書

來電顯示電話機

KX-T7703/KX-T7705

隨機配件

● 聽筒 × 1 ● 聽筒線 × 1    ● 電話線 × 1

＊本說明書上之商標仍屬 PANASONIC 公司所有    

使用本電話機前，請先閱讀此操作說明書，

並妥善存放以便日後參考。

版權聲明
本說明書的版權屬軍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擁有。根據版權法的規定，未經本公司事先的書面同意，不
得以任何形式對本手冊進行整體或部份複製。





準備工作

操作面板

KX-T7703 KX-T7705

① 顯示幕 ① 顯示幕

② 按鍵盤 ② 按鍵盤

③ [＊] (複頻鍵) ③ [＊] (複頻鍵)
④ [CALLER ID] (來電顯示[▼]) ④ [CALLER ID] (來電顯示[▼])
⑤ [MENU] 功能 ⑤ [MENU] 功能

[MUTE] 靜音 [MUTE] 靜音

[▲] [▲]
⑥ [CLEAR] 清除鍵 ⑥ SP-VOL [+][-] 擴音音量

[FLASH] 暫切鍵 ⑦ 擴音/免持聽筒鍵

⑦ [EXIT] 退出設定鍵 ⑧ [CLEAR] 清除鍵

[REDIAL] 重撥鍵 [FLASH] 暫切鍵

⑧ 響鈴調整鍵 ⑨ [EXIT] 退出設定鍵

[REDIAL] 重撥鍵

⑩ 響鈴調整鍵

 注意：

　 ● 說明書中所記載之所有內容插圖與功能規格，日後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說明書中所記載之所有內容插圖與功能規格將以實物為準。

　 ● 為保持最佳通話品質，請勿與多台電話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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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設定：

按【MENU】→【▼】或【▲】直到顯示 "F1 31-12-2011" → 輸入西元年後兩

碼；例2012年，按【12】→【MENU】→ 輸入日期/月份後兩碼；例07月15日

，按【1507】→ 【MENU】→ 輸入時間；例9點30分，按【0930】→

【MENU】→【＃】選擇『AM』、『PM』或『24-Hour』→【MENU】→ 

【EXIT】退出設定。

二、撥號模式： 台灣電信機房使用TONE，預設也是TONE

按【MENU】→【▼】或【▲】直到顯示『F3 tonE』→ 按【1】選擇複頻

『tonE』或按【2】選擇脈衝『PULSE 』→【MENU】→【EXIT】退出設定。

三、音量選擇：

話機左側，調整【RINGER】選擇『HIGH』高、『LOW』低、或『OFF』

關掉響鈴。預設為『HIGH』高。

四、螢幕濃淡：

按【MENU】→【▼】或【▲】直到顯示『F2 Lcd』→ 按【1】/【２】/【３】

/【４】選擇濃淡度 →【MENU】→【EXIT】退出設定。

五、撥打電話：

拿起聽筒 → 撥號 → 通話結束 → 掛回聽筒。

若裝在總機上要撥打內線 ：拿起聽筒或【SP-PHONE】，撥打分機號碼；

撥打外線 ：拿起聽筒或【SP-PHONE】，按【９】/【０】/【１】後再撥打。

● 抓外線的設定碼，會根據您的總機設定而不同。請洽您的電話公司。

六、重撥：

末五組重撥：按【REDIAL】→【▼】或【▲】直到顯示所需的號碼出現 →

拿起聽筒或按【SP-PHONE】撥出。

七、保留：

KX-TDA／TDE／NCP系列：

　按【FLASH】→【＊５０】→ 掛回聽筒 → 恢復通話拿起聽筒按【＊５０】。

KX-TE系列：

　按【FLASH】→ 掛回聽筒 → 恢復通話，拿起聽筒按【FLASH】。

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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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接聽保留外線：

KX-TDA／TDE／NCP系列：

　拿起聽筒按【＊５３】→ 按外線線路代號(三位元)。

KX-TE系列：

　拿起聽筒按【５３】或【＃５９】→ 按外線線路代號(三位元)。

九、轉接給分機：

按【FLASH】後按分機號碼。

十、三方會談：

按【FLASH】→ 撥給要三方會談的對象 →【FLASH】→【３】。

退出三方會談請直接掛回聽筒或按下【SP-PHONE】。

十一、快速撥號： 《快速撥號是儲存在總機PBX內 ，而非話機內。》

 設定/儲存：

KX-TDA／TDE／NCP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３０】→ 輸入您選擇的兩位元快

　速撥號代碼 → 輸入對方的電話號碼 → 完成設定， 按【＃】後，請直接掛

　回聽筒或按下【SP-PHONE】。

KX-TE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２＊】→ 輸入您選擇的兩位元快速

　撥號代碼 → 輸入對方的電話號碼 → 完成設定， 按【＃】後，請直接掛回

　聽筒或按下【SP-PHONE】。

 撥出：

KX-TDA／TDE／NCP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 輸入您設定的兩位元快

    速撥號代碼。

KX-TE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１＊】或【＃】或【＃＃】→ 輸入

　您設定的兩位元快速撥號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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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勿打擾設定：
KX-TDA／TDE／NCP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７１】→ 輸入您要阻擋的電話選項

　【０】：所有的電話皆不接聽；

　【１】：只不接聽外線，仍接聽內線；

　【２】：只不接聽內線，仍接聽外線；

　→ 按【１】設定或按【０】取消設定 → 完成設定，請直接掛回聽筒或按

　【SP-PHONE】。

KX-TE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７１】→ 按【４】設定或按【０】

　取消設定 → 完成設定，請按【＃】或【０】後，直接掛回聽筒或按下

　【SP-PHONE】。

十三、轉接設定：
《若您要離開位置，您可以設定轉接給其它的分機。》

KX-TDA／TDE／NCP系列：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７１】→ 輸入您要轉接的電話選項

　【０】：所有的電話皆轉接；

　【１】：只轉接外線，仍接聽內線；

　【２】：只轉接內線，仍接聽外線；

　→ 輸入您所要設定的選項：

　【０】：取消轉接；

　【２】：轉接所有的電話；

　【３】：忙線時才轉接；

　【４】：未接聽時才轉接；

　【５】：忙線或未接聽時再轉接；

　→ 輸入您所要轉接的分機號碼，若要轉接給外線電話，請先輸入【０】或

         【９】後再輸入電話 → 按【＃】後，按【SP-PHONE】或直接掛回聽筒

         完成設定。

KX-TE系列：

　ａ. 設定轉接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７１】→ 輸入您要轉接的電話選項

　【１】：所有的電話皆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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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忙線或未接聽時再轉接；

　→ 輸入您所要轉接的分機號碼，若要轉接給外線電話，跳過上一個步驟，直

         接輸入【３】後，按【９】/【０】/【１】，再輸入外線電話號碼 → 按

        【＃】後， 按【SP-PHONE】或直接掛回聽筒完成設定。

　b. 取消轉接

　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 按【７１】→ 【０】→ 【＃】→ 請直接掛

    回聽筒或按下【SP-PHONE】。

十四、來電顯示：

《本機將自動儲存 30 組不同的最新來電者資訊。如本機無法顯示來電者資訊，可

    能是因為下列問題。請洽您的電信服務公司確認您的地區是否有來電顯示服務

　“OUT OF AREA”：來電者撥打的地區沒有提供來電顯示服務。 

　“PRIVATE CALLER”：來電者設定不傳送來電者資訊。 

　“LONG DISTANCE”：來電者撥打的是長途電話。》 

檢視來電顯示資料並回撥：

　按【CALLER ID】→【▼】從新的來電開始檢視，或【▲】從舊的來電開始檢

　視 → 您可以直接拿起聽筒或按下【SP-PHONE】直接回撥給來電者 → 退出按

  【EXIT】。

刪除來電顯示資料：

　按【CALLER ID】→ 按【▼】/【▲】選擇你要刪除的來電顯示 → 按住

  【CLEAR】→ 退出按【EXIT】。

刪除所有的來電顯示資料：

　按【MENU】→ 按【▼】/【▲】直到出現"F5 Cid ALL ErASE" → 按【１】

　選擇"no"(不刪除) 或按【２】選擇"YES"(刪除) →【MENU】→【EXIT】。

十五、話中插接：

《使用此功能前必須有跟電信供應商申請來電插接功能才能使用》 

電話在通話中，可以選擇另一通來話通話，並保留原通話，隨時做切換通話。

當有通話中有來話時，僅須輕按電話掛斷鍵或按 [FLASH] 暫切鍵 。

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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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姓名 電話

顧客地址

產品名稱 型號 序號

 ◆ 為確保您的權益，享有完善的售後服務、保證，請於

 　 購買時填寫上列資料，加蓋經銷商店章，未蓋經銷商

 　 店章者，此書無效。

 ◆ 保證書請妥善保存，若發生產品故障時，請提示此保

 　 證書至各經銷商（店）維修，服務。

 ◆ 保證期限自購買日起，一年內有效。

 ◆ 保證書說明，請參閱下列所述。

　一、機器在正常使用狀態下，自購買日起一年內所發生之故障情形，予以免費維修（限適用於

　　　台灣地區內有效）。

　二、雖在保證期間內，如有下列情形亦得酌收工本費，敬請見諒。

　　　1. 未出示保證書之產品。

　　　2. 保證書填寫資料與產品不符或有塗改、未填寫等。

　　　3. 擅自拆裝或修改而導致損壞者。

　　　4. 使用非原廠所售之耗材而導致零件損壞者。

　　　5. 因人為處理疏忽、操作不當或火災、水災、風災、地震、電擊、異常電壓、鼠蟲害等，

　　　    自然災害或環境不良所造成之故障及損傷等。

　　　6. 購買後因搬運摔傷或產品刮傷、泡水、進水等。

　　　7. 一般消耗性零件，例：液晶、電池、天線、變壓器、掃瞄器、感熱頭、滾筒、碳粉、鐵粉

　　　   、轉寫帶、感熱紙、磁頭、錄音頭、馬達、皮帶等其他自然耗損品及機身以外之配件。

　三、網路或賣場通路所購買之產品，一律以送修方式處理，如需人員到府服務，酌收交通服務費。

　四、本服務保證書為對本產品於保固期間內，做免費服務，故本保證書內容於法律上並不涉及

　　　消費者所購買之交易事項，不具法律上之限制權利，惟該服務保障書提供消費者之免費維

　　　修，故視為本公司所提供消費者之有價證件，不容塗寫及偽造。

退換貨注意事項：

無線電話機、有線電話機、傳真機、配件、耗材等3C商品，恕不適用七天內不滿意可退換貨之條款。

店，將先送至原廠檢測，由廠商檢測判定非人為故障，由原廠更換新品。

退貨請憑發票及銷售憑單（下列如有缺件恕不接受退貨）：

1. 產品外殼及鏡面刮傷、受損。



2. 商品彩盒、配件、電池、說明書、保證卡，等須齊全。


＊＊＊ 電池、碳粉、感光鼓、轉寫帶、感熱紙、墨水匣等耗材，經拆封恕不退換。 ＊＊＊

保證書說明：

產品服務保證書

購買日期

經

銷

商

(
店

)

蓋

章

．．．．．．．．～～～～～～～～～～～～～～～～～～～～～～～～～～．．．．．．．．

購買上述產品時，除新品故障以外，人為因素造成之不良品，均不可退換貨。新品故障七日內送回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