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操作說明書

來電顯示電話機

KX-TS560

KX-TS580

□單模 □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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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為平行輸入，已通過電信法規審定，適合台灣使用，螢幕顯示為英文介面。



配件資訊

● 聽筒 × 1 ● 聽筒線 × 1 ● 電話線 × 1

產品規格

操作環境： 5℃~40℃ ；20%~80%（相對溼度）

尺寸： 約 高95mm × 寬190mm × 深 196mm

重量： 約618g

供應電源： 鹼性3號"AA"/1.5V（拋棄式電池） × 3顆（需另購）

製造商： Panasonic Communications Co., Ltd.

進口商： 軍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維修服務站： 電話：(02)2594-1188

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3段113巷53號

審定合格號碼： KX-TS560:CCAB09T1017AT7 / KX-TS580:CCAB09T10170T5

安裝電池/更換電池               

       1. 依圖示開啟電池蓋。
   2.確認放入的電池正負方向是正確的。
   3.蓋上電池蓋。
   ● 裝上電池後，若未設定時間，螢幕會
      顯示"SET CLOCK"。
   ● 當螢幕開始閃爍      ，代表電力
      過低。請盡快更換電池。

　　電池使用警告

◆電池請至少每三個月檢查或更換；請選購拋棄式電池，勿使用充電式電池，避免

　造成漏液，電池漏出的電解液會腐蝕本產品（此項故障不在保固範圍內）。

◆應使用同型號，建議使用 Panasonic電池，請慎選品質優良的電池；新舊電池應避

　免混在一起使用。否則會增加漏出電解液的風險。

◆請勿將電池擲入火中，有可能引起爆炸。

◆請將廢棄電池送至各地指定的回收站中回收，勿任意丟棄。

◆請勿敲打或企圖拆解電池。否則電池內部具毒性的電解液將外漏，有可能因此造

　成灼傷或腐蝕肌膚。如果吞下電解液，可能會中毒。

◆請將電池遠離具導電性的物品如耳環、鑰匙以避免電池短路，否則將有可能導致

　電池發熱造成灼傷。

◆當產品不使用時，應把電池取出，另作存放，避免存放過久而電解液漏出時損壞

　使用該電池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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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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面板

1. 顯示幕 ： 　Display

2. 響鈴指示燈 ： 　RINGER indicator

3. 功能 / 退出鍵 ： 【FUNCTION / EXIT】

4. 靜音鍵 / 刪除鍵 ： 【MUTE / CLEAR】

5. 響鈴調整鍵 ： 　RINGER selector

6. 確定鍵 ： 【ENTER】

7. 音量 / 搜尋 / 編輯鍵 ： 　Navigator Key (　　　　　　　　

【LOUD / SEARCH】【　　EDIT】)

8. 複頻鍵 ： 【＊】【 TONE】

9. 免持聽筒對講 ： 【SP-PHONE】 (Speakerphone)（限KX-TS580）

10. 暫停 / 重撥鍵 ： 【PAUSE / REDIAL】

11. 暫切鍵 ： 【FLASH】

12. 鍵盤鎖  /  保留鍵 ： 【　DIAL LOCK /  HOLD】

13. 麥克風 ： 　MIC（限KX-TS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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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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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為 KX-TS580



一、時間設定：
裝上電池螢幕會顯示『SET  CLOCK』→ 按【                       】→【▼】一次，

顯示『SET  CLOCK ?』→ 按【ENTER】→ 輸入年；例2012年，按【12】→

【ENTER】→ 輸入時間；例9點30分，按【0930】→【ENTER】→【＃】選

擇『AM』、『PM』或『24H』→【ENTER】→ 輸入日期；例 ：5月21日，

按【2105】→【ENTER】→【EXIT】退出設定。

二、撥號模式：
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DIAL MODE ?』→

【ENTER】→【▼】或【▲】選擇脈衝『Pulse』複頻『Tone』→【EXIT】

退出設定。

三、螢幕對比：
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LCD CONTRAST ?』→

【ENTER】→【▼】或【▲】選擇亮度，共四段選擇→【ENTER】→

【EXIT】退出設定。

四、響鈴選擇：
話機右側，調整【RINGER】選擇『HIGH』高、『LOW』低、『OFF』關

掉響鈴。

五、撥打電話： （【SP-PHONE】限KX-TS580）

拿起聽筒 → 按要撥的電話號碼，螢幕會顯示通話時間 → 通話結束 → 掛

回聽筒。按【SP-PHONE】→ 按要撥的電話號碼，螢幕會顯示通話時間

 → 通話結束 →再按【SP-PHONE】。

六、重撥：
末碼重撥：拿起聽筒 → 按【REDIAL】。

末20碼重撥：按【REDIAL】→【▼】或【▲】直到顯示所需的號碼出

現 → 拿起聽筒自動撥出。刪除重撥記憶：按【REDIAL】→ 按【▼】或

【▲】搜尋 →【CLEAR】刪除→【EXIT】離開。

七、音量選擇：
通話中 → 按【▼】或【▲】選擇大、小聲，共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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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接聽電話：
電話響鈴 → 拿起聽筒 → 通話結束 → 掛回聽筒。

九、來電顯示：
《若無法正常來電顯示，需加裝轉接盒，50組來電顯示記憶。》

查尋：

按【▼】或【▲】進入來電紀錄 →【▼】查尋最新來電記錄 →【EXIT】

退出設定。

回撥：

按【▼】或【▲】進入來電紀錄 → 重複【▼】或【▲】選擇所要的號碼

→ 拿起聽筒自動撥出。

編輯：

按【▼】或【▲】進入來電紀錄 → 重複【▼】或【▲】選擇所要的號碼

→【ENTER】→ 按【數字鍵】增加數字或按【CLEAR】或【＃】刪除數

字 →【EXIT】退出設定。

儲存：

按【▼】或【▲】進入來電紀錄 → 重複【▼】或【▲】選擇所要的號碼

→【ENTER】兩次 →顯示『ENTER NAME』可輸入英文名字 →【ENTER】

→ 【EXIT】退出設定。

單一刪除：

按【▼】或【▲】進入來電紀錄 → 重複【▼】或【▲】選擇所要刪除的

電話號碼 →【CLEAR】→【EXIT】退出。

全部刪除：

 按【CLEAR】顯示『ALL ERASE ?』→【ENTER】清除所有來電紀錄。

十、撥號暫停： （【SP-PHONE】限KX-TS580）

當連接PBX交換機系統或是撥打長途電話時，可按【PAUSE】以延遲撥號

的時間。例如要抓取總機系統的外線碼9時，先按9抓取外線後，再按一次

【PAUSE】→撥電話號碼→拿起聽筒或按【SP-PHONE】。

十一、免持聽筒：（【SP-PHONE】限KX-TS580）

按【SP-PHONE】 → 通話結束 →按【SP-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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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電話簿：
 《您可在電話簿中儲存最多50個姓名和電話號碼。》

輸入：按【FUNCTION 】→【ENTER】→【客戶名稱】最多15字元 →

【ENTER】→【電話號碼】最多32字元 →【ENTER】→【EXIT】退出

設定。

撥出：按【◄】或【►】找到【PHONEBOOK LIST】→【▼】或【▲】

選擇要的項目 → 拿起聽筒立即撥出 。或拿起聽筒 → 按【◄】或【►】

進入電話簿 →【▼】或【▲】選擇要的項目 →【SP-PHONE】立即撥出 。

編輯：按【◄】或【►】找到【PHONEBOOK LIST】 →【▼】或【▲】

選擇所要的項目 →【ENTER】→【數字鍵】輸入姓名或按【CLEAR】刪

除 →【ENTER】。

刪除：按【◄】或【►】找到【PHONEBOOK LIST】 →【▼】或【▲】

選擇所要刪除的項目 →【CLEAR】→【ENTER】→【EXIT】退出。

十三、區域碼：
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AREA CODE?』→

【ENTER】→輸入您的區域密碼（最多8字元）；例如：093，按【093】

→【ENTER】→【EXIT】退出。

刪除：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AREA CODE?』

→按【CLEAR】→【ENTER】→【EXIT】退出。

十四、來電插撥：
按【FLASH】→ 第二通通話結束，回第一通電話 →【FLASH 】。

十五、暫切：
若您將本機安裝在PBX交換機系統之下時，可按【FLASH】轉接外線電

話至其他分機。

十六、切斷時間：
《可選擇『0.8，0.9，1，1.1，1.6，2，2.5，3，4，6，7，9』秒，原廠設定

『6』秒。》

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FLASH TIME ?』

→【ENTER】→【▼】或【▲】選擇切斷時間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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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設定密碼：
《預設值『1111』。密碼更改後，建議您將密碼記錄下來，以防遺忘。》

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CHANGE PASSWORD ?』

→【ENTER】→ 輸入原始密碼【1111】→【ENTER】→ 輸入4位數新密

碼 →【ENTER】→【EXIT】退出設定。

當忘了您所設定的密碼時，請依下列步驟解除。

1. 按【FUNCTION】→ 選擇『CHANGE  PASSWORD ? 』→【ENTER】→ 

    輸入解除碼【*7000】→【ENTER】→ 輸入4位數新密碼 →【ENTER】

    →【EXIT】退出設定。

2. 按【DIAL LOCK】→ 4位數新密碼 →【ENTER】設定完成。

十八、按鍵鎖：
《當設定鍵盤上鎖時，所有按鍵皆無法動作，只可接聽來電。》

設定：按【DIAL LOCK】→ 4位數密碼 →【ENTER】。

解除：按【DIAL LOCK】→ 4位數密碼 →【ENTER】。

十九、長途限撥：
《可設定任2碼，設定後將控制您所設定的2碼無法撥出，也可只設定1碼。》

設定：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CALL 

RESTRICT ?』→【ENTER】→ 輸入要控制的字頭【0-9】→【ENTER】

→【EXIT】退出設定。

解除：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CALL RESTRICT

 ?』→【ENTER】→  按【CLEAR】 螢幕出現兩條虛線→【ENTER】→

【EXIT】退出設定。

二十、保留音樂： （【SP-PHONE】限KX-TS580）

《可設定保留時有音樂聲。》

設定：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HOLD 

MUSIC ?』→【ENTER】→【▼】或【▲】選擇『On 』→【ENTER】→

【EXIT】退出設定。

解除：按【FUNCTION】→【▼】或【▲】直到顯示『SET HOLD  

MUSIC ?』→【ENTER】→【▼】或【▲】選擇『Off 』→【ENTER】→

【EXIT】退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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