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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上述安全說明

當您使用電話裝置時，務必遵守下列的安全預防措施，以減低火災、觸電

及人體傷害的危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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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配線 

規則。

• 裝置所連接的插座必須裝設在裝置的附

近，並且必須隨時可以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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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在您的所在區域有雷暴雨發生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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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您認為天然瓦斯外洩，請立即通

報，但請勿在有問題的區域中使用電話。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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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因為它們可能會接觸

到導致觸電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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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減低觸電危險，請勿拆解

SoundStation2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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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插座是特別為潮濕的場所設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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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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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選擇 Polycom 
SoundStation2W™。您可以在本使

用者指南中，找到快速設定、使

用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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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電話的準備。最

後，您務必檢查零件清單，並閱讀

本指南中的安全注意事項一節，再

開始使用 SoundStation2W™。

概觀

SoundStation2W™ 為 Polycom 的下

一代無線會議電話，可供使用者在

必須進行團隊合作的任何地點進行

會議，即使是在沒有電話線的室內

也可以進行。與原有的 SoundStation
相比，音質更加提升，而且標準 

2.4 GHz(WDCT) 或 1.9 GHz (DECT)
技術包含語音加密功能，通話時間

長達 24 小時，並且可透過行動電話 

撥號，因此 SoundStation2W™ 成為日

常會議的新標準。SoundStation2W™
為電路切換式平台，相容於任何類比

電話線路或類比終端配接器。

Connection Diagram 



SoundStation2W™ 使用者指南 — 6

零件清單

下列項目包含在您的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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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經

銷商。

SoundStation2W™ 主控台 電池組
-SoundStation2W™ Basic 專用 2 電池芯電池

-SoundStation2W™ EX 專用的 4 電池芯電池

主控台充電模組

SoundStation2W™ 基座

基座電源供應器

電話線

行動電話連接器

註冊卡

Connec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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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SoundStation2W™

就緒狀態

在接上電源時，SoundStation2W™ 

會在與基座通訊之後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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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基座接上電源，並且接上類比電話線。

安裝電池。 等候電話登錄至基座。

►為求最佳效能，請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將主控台完全充電 

（BASIC 須充電 4 小時，EX 須充電 8 小時）。

REDIALSP DIALPH BOOK

(312)555-1212

ReadyReady

1

2
BONG!

Analog telephone
li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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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及主控台可以在必要時加以掛載。基座也可以掛

載在桌面下。背面有可以鎖上掛載用螺絲的螺絲孔。

主控台也可以使用標準的膝上型電腦安全纜線鎖在定

位。如果室內的電話不得從家中移除，以及想要移除

室內牆上的類比電話線時，可以在室內使用此功能。

主控台的側面有鎖定墊圈，可以鎖住纜線的鎖定端。

掛載選項

牆面掛載孔

主控台底部及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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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LED 指示器

按鈕

瞭解顯示

位在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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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表
顯示設定及選
項的功能表。

結束
結束目前的畫面，返
回上一個功能表。

軟體鍵
畫面會顯示這些鍵的
標籤，以識別其內容
感應式功能。

電話
接聽來電、撥出電
話、結束通話，以及
提供撥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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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音
在通話期間開啟或關閉麥克風
靜音。

音量
用於調整話筒、耳機、
喇叭和鈴聲的音量，以
及調整顯示對比。

選取
選擇功能表項目。

捲動
向上或向下導覽所
顯示的清單。

訊號強度

資訊區域

電池壽命

此電話的號碼

軟體鍵功能
畫面會顯示這些鍵的標籤，以識
別其內容感應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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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Station2W™ 有兩種不同的格

式。此產品使用 2.4 GHz WDCT（全

球數位無線電信）或 1.9 GHz DECT
（數位強化無線電信）標準技術。

WDCT 廣泛使用於北美洲、南美洲

及中國，DECT 則使用於歐洲、亞

洲部分地區及澳大利亞。WDCT 及

DECT 屬於數位展頻通訊協定，這

類通訊協定相當安全可靠，音質極

佳，並且支援多種撥號功能。數位

展頻已經在軍事用途應用多年，因

為訊號攔截和干擾的可能性不高。

數位展頻技術可以將語音資料流分

割為小片段，並且在大範圍的頻率

將這些片段傳送到接收器。只有唯

一登錄至發報器的接收器可以重新

組合訊號，並且傳送語音資料流。

SoundStation2W™ 主控台和基座可

做為發報器和接收器。主控台只會

重新組合與相符的基座來回傳送的

訊號。因此，在配對基座的 150 英

呎之內，主控台都可以運作。主控

台和基座的一對一配對方式可安全

地傳送語音訊號。

SoundStation2W™ 會使用頻率跳躍

編碼執行數位展頻。頻率跳躍會使

用 2.4 GHz 和 1.9 GHz 的頻寬，以

迅速切換的頻率傳送音效訊號片段。

頻率跳躍可以讓 SoundStation2W™
自動偵測和避免可能產生干擾的來

源，例如，其他 SoundStation2W™
電話或 802.11x WLAN 用戶端。

無線技術

安全性

SoundStation2W™ 極為安全的語音通訊解決方

案。 強固的安全性包含五項因素：

1. 唯一配對的主控台和基座。

2. WDCT 及 DECT 數位展頻技

術提供安全的傳輸方式。

3. 頻率跳躍 WDCT 及 DECT 的

實作方式讓語音訊號不容易

被攔截。

4. 基座及主控台之間有 64 位元

語音機加密。這可以再加上

一層安全性，以提供值得信

賴的 SoundStation2W™ 解決

方案。

5. 「Aux 輸出」記錄可以從主控

台使用者介面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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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模式」是 SoundStation 2W™
提供的額外新式操作模式。這項功能

可以結合行動電話的便利性與會議電

話的音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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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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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式中，通話會透過

行動電話網路進行。這不需要與基座進

行 2.4 GHz (WDCT) 或 1.9 GHz (DECT)
無線連結。

「行動電話模式」讓任何一處的會議都

能夠有無限的彈性，即使在沒有類比線

路或電話語音基層結構的狀況下也是

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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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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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

子產品商店與行動電話經銷商都

可以買到通用免持裝置套件的轉

接器。

►主控台上的 LCD 會在偵測到連 

接的行動電話時，顯示「行動電話

輸入」。

►行動電話介面適用於「行動電 

話模式」中的所有撥號及通話管理

功能。

►請勿在使用「行動電話模式」時

按下主控台上的 。

►當行動電話連接到 
SoundStation2W™ 時，無法直接從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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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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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在此模式中使用

SoundStation2W™，基座不需要啟動。

主控台可以另外做為喇叭及麥克風。

►當行動電話連接到 

SoundStation2W™ 後，某些行動電話

可能必須等到啟動通話後才會被偵

測到。

►音質會因為行動電話連線及機型

而不同。

►請確認先將行動電話的通話掛斷

後，再從 SoundStation2W™ 中斷纜

線連接。

行動電話模式

► 使用行動電話，您可以撥打電

話，並利用 SoundStation2W™
的高品質喇叭及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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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undStation2W™

直接撥號

1. 若要取得撥號音，請按下 

 鍵。

2. 撥出所要的號碼。

► 若要取消通話，請按下 

 鍵。

間接撥號

1. 從 Ready（就緒）畫面，撥出

所要的號碼。

2. 按下 鍵或 SEND（傳送）軟

體鍵以撥打電話。

► 如果輸入錯誤的電話號碼，請

按下 <DEL（< 刪除）軟體鍵。

► 按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可以

取消通話。

接聽來電

按下 鍵或任何數字鍵可以接聽

來電。 按下 按鈕將不理會其他

所有的電話活動。當電話鈴響時，三

個 LED 會閃爍綠燈。

OR

SENDOR

SEND

► 為求最佳效能，請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將主控台完全充電

（BASIC 須充電 4 小時，EX 須充電 8 小時）。

SoundStation2W™ 可以透過類比線路或類比終端配

接器 (ATA) 撥打電話。 下列幾種方法可以用於啟動

通話。

接聽第二通來電

如果電話系統是設定為支援「通話等

待」，則在通話中時接到其他來電時，

會聽到「通話等待」音。

► 按下 Conference（會議）按鈕

 可以接聽來電。第一通電

話將會自動進入保留狀態。

► 使用 Conference（會議）

來回切換通話。

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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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通話

若要結束通話，請按下  鍵。

通話保留

在通話保留時，您無法聽見遠端的一

方，他們也無法聽見您。

► 若要保留通話， 請按下HOLD（保

留）軟體鍵。SoundStation2W™
上方的 LED 將會閃爍紅燈。

► 若要恢復通話，請按下 RESUME
（恢復通話）軟體鍵。

通話靜音

當通話靜音時，您可以聽見遠端的一

方，但是他們無法聽見您。

► 若要通話靜音，請按下靜音按

鈕 。SoundStation2W™
上方的 LED 將會在通話靜音時

閃爍紅燈。

► 若要解除靜音，請再按一次靜

音按鈕。

通話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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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用通話視窗中看見此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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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撥號號碼

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式，在電話

簿中快速撥出任何項目：

快速撥號號碼

1. 輸入一位數或二位數的快速撥號

號碼。

2. 按下 Phone（電話）按鈕或 SEND 
（傳送）軟體鍵。

如果快速撥號項目不存在，Not 
Assigned（未指派）注意項目便會出現。

您可以輸入新的快速撥號號碼，或按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以結束快速撥號

功能表。

軟體鍵優先

當 SP DIAL（快速撥號）軟體鍵可供使 

用時：

1. 按下 SP DIAL（快速撥號）軟 

體鍵。

2. 輸入一位數或二位數的快速撥號

號碼（如果您輸入一位數，會出

現短暫延遲）。

重撥

SoundStation2W™ 會儲存上次撥出的號

碼，此電話號碼可以使用 REDIAL（重撥）

軟體鍵重新撥打。

► 按下 REDIAL（重撥）軟體鍵，便會

顯示並撥打上次撥出的號碼。

 或

► 按下  鍵，然後按下 REDIAL 
（重撥）軟體鍵，便會顯示並撥打

上次撥出的號碼。

►若為一位數數字，您不須撥

出開頭的 0。例如，02，您也可

以只按下 2。

►若要建立電話簿項目，並指

派快速撥號號碼，請參閱第 20
頁的「新增項目」。



Connection Diagram 

►您也可以在使用 Select（選取）

按鈕選取項目之後，存取 DIAL 
（撥號）軟體鍵。

電話簿中的項目可以自動撥出。

1. 選擇您想要撥出的項目。（請參閱 

第 17 頁的「在清單中快速選擇」。）

2. 按下 DIAL（撥號）軟體鍵。您將會 

看到及聽到撥出的電話。

使用電話簿撥號

鈴聲音量調整

當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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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號音音量調整

當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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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用通話期間，按下「音量」按鈕

可以調整喇叭音量。

顯示對比調整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並

選擇 Settings（設定），然後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

個選項，並選擇 Contrast（對

比），然後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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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儲存）軟體鍵或「選 

取」按鈕，以套用選取的對比

設定。

► 按下 Exit（結束）按鈕可以取

消此變更。

SoundStation2W™ 使用者指南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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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聲類型選取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並選擇 Settings（設定），然後

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

個選項，並選擇 Ringer Type
（鈴聲類型），然後按下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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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選取）按鈕，以套用選

取的鈴聲設定。

► 按下 Exit（結束）按鈕可以取

消此變更。

背光調整

按下鍵台上的任何按鈕時或有來電時，

SoundStation2W™ 的顯示便會亮起。

若要開啟或關閉背光：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並

選擇 Settings（設定），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個

選項，並選擇 Back Light（背

光），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

按鈕。

► 目前的背光狀態將會顯示。

3. 按下 ON（開）或 OFF（關）軟體鍵，

或按下「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OFF（關）和 ON（開）。

4.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
（選取）按鈕以套用選取的背光

設定，或按下 Exit（結束）按鈕

取消此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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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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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u（功能表）按鈕，並選

擇 Settings（設定）。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個選

項，並選擇 Language（語言），然

後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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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 
（選取）按鈕以套用選取的語言設

定，或按下 Exit（結束）按鈕取消

此變更。

SETTINGS

PHONE BOOK

THIS PHONE

BRIDGE SETUP

BACKLIGHT

LANGUAGE

RINGER TYPE

SETTINGS

進行會議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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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建立多方通話。

► 請連絡您的系統管理員，以

決定能夠共同與會的人數。
► 您的系統管理員可能需要啟

動多方會議功能，或者提供

與您的電話系統相關的特定

說明。

新增呼叫

1. 在現用通話期間，按下

Confer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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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下 Conference（會議）按

鈕  或 JOIN（加入）軟體鍵，

以加入第二個通話。若要

中斷第二個通話，則再按下

Conference（會議）按鈕 。

 或
1. 按下 HOLD（保留）軟體鍵以將

第一通電話保留。

2. 按下 Conference（會議）按鈕

，並輸入您要撥打的號碼， 

您可以使用「重撥」或「直

接撥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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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接器軟體鍵

您可以將偏好的會議橋接器廠商的電話號碼

設定到 SoundStation2W™ 中，以便需要時立

即可用。

設定橋接器號碼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使

用「捲動」按鈕選擇 Bridge 
Setup（橋接器設定），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選擇 Enter Phone Number（輸入

電話號碼），並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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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 刪除）軟體鍵修正錯誤。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按 

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以取消此

程序。

編輯橋接器軟體鍵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使

用「捲動」按鈕選擇 Bridge 
Setup（橋接器設定），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選擇 EDIT（編輯）軟體鍵，並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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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 刪除）軟體鍵修正 

錯誤。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按 

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以取消此

程序。

►如果已設定橋接器號碼，則

SPEED DIAL（快速撥號）軟體鍵將

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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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橋接器軟體鍵撥打電話

電話簿

1. 按下 BRI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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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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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撥出或搜尋此清單中的任何連

絡人。

選取 PH BOOK（電話簿）軟體鍵會顯示

依名稱分類的「電話簿」清單，此

清單可以依 「名稱」、 「公司」或「快

速撥號」加以分類。

在清單中快速選擇：

名稱或公司清單：按下與名稱或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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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撥號清單：按下某個數字鍵以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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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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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項目

1. 按下 PH BOOK（電話簿）軟體鍵，

然後按下 NEW（新增）軟體鍵。

2. 使用撥號鍵台上的英數字元

鍵，在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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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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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確定）軟體鍵以儲存電

話簿項目，或按下 BACK（返回）

軟體鍵以編輯項目。

編輯項目

1. 選擇您要編輯的項目，然後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按下 CHA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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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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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確定）軟體鍵以儲存電

話簿項目，或按下 BACK（返回）

軟體鍵以編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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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系統資訊

此功能會顯示下列關於 SoundStation2W™ 的資訊：

位置及號碼、系統資訊，以及註冊資訊。此功能可

以方便您識別電話在家中的室內位置。

刪除項目

1. 選擇您要刪除的項目，然後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按下 REMOVE（移除）軟體鍵， 

按下 OK（確定）軟體鍵以移除項

目，或按下 CANCEL（取消）軟體

鍵結束功能表而不移除 

項目。

位置及號碼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並選擇 This Phone（此電話），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各個選項，並選擇 Location 
and Number（位置及號碼），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系統資訊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並選擇 This Phone（此電話），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

各個選項，並選擇 System 
Information（系統資訊），然

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註冊資訊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並選擇 This Phone（此電話），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示各

個選項，並選擇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註冊資訊），然

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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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模式

電話具備省電功能，可延長電池使用的

時間。在經過一分鐘的閒置之後，產品

會切換為「備用」。即使通話中出現暫停，

只要有現用通話，主控台就不會切換為

「備用」。

如果主控台登錄至基座，電話會切換 

為「備用」模式，LCD 會顯示「就緒」

訊息。 

即使主控台未登錄至基座，主控台也會

切換為「備用」模式。在主控台未登錄

至基座時，如果主控台切換為「備用」

模式，LCD 會顯示「無訊號」訊息。

只要按下按鍵就可以恢復電話系統。 因

此，在一般按下按鍵之後，所有的電話

功能就立即可用。在電話處於「備用」

模式時，來電及傳呼的功能都可以正常

運作，而有來電及傳呼時會將電話切換

為現用模式。

►「備用」模式可以省電，但並非為

「關閉」功能。如果要將電話完全關 

閉，請拔除電池。

►在「備用」模式中，LCD 顯示器

仍然會顯示預估的剩餘通話時間。通

話時間會以時數數字的方式顯示在電

池圖示的右側。

►即使主控台未登錄至基座，主控

台也會切換為「備用」模式。例如，

如果您攜帶電話旅行到遠方，但未攜

帶基座，則主控台會切換為「備用」

模式，以保留電力。

►如果主控台仍然在範圍之內，而

且基座仍然有電力，則主控台會從 

「備用」模式自動重新登錄至基座。

►在某些狀況下，當行動電話插入

時，即使行動電話未進行任何現用通

話，電話也不會切換為「備用」模

式。在這些狀況下，LCD 訊息會持

續顯示 Mobile Phone In（行動電話

輸入）。此時可關閉行動電話，或者

從主控台拔除行動電話，以進入「備

用」模式。

►電話不會在充電時進入「備用」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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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SoundStation2W™ 使用充電式鋰電

池。電池需要在固定時間充電。將

隨附的充電器安裝在主控台之後，

充電器就可以用來進行電池充電。

與膝上型電腦或行動電話相同的

是，SoundStation2W™ 也可以在充

電時使用或繼續運作。電池無法在

主控台外部充電。

►在電池經過調節之後，即可達

到最佳電池效能。電池必須經過

四或五充電及放電循環，才可以

達到最佳效能。

►通話時間是以正常通話之下最

佳音量的狀況加以計算的。

2 電池蕊電池 4 電池蕊電池

充電時間 4 小時 8 小時

通話時間 12 小時 24 小時

備用時間 80 小時 160 小時

一般通話時間及備用時間如下所示：

充電狀態

SoundStation2W™ 顯示器會以動態

的電池圖示指示電池正在充電。

低電量

SoundStation2W™ 顯示器會指示電池

電量不足。當剩餘通話時間約為總電

量的 20%（含）以下時，會顯示電池

電量不足的警告。當使用者完成通話

之後掛上聽筒時，警告便會觸發。這

會確保使用者看見低電量警告。除

了主控台 LCD 會顯“Low Battery, 
Please Charge,＂（電池電量不足，請

充電）的訊息之外，您也會聽見警示

嗶聲。

LCD 上顯示的電池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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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呼主控台

妳可以使用傳呼功能，找出忘記放 

在何處的主控台。在進行傳呼時，主

控台會發出嗶聲。這可以讓您找到主

控台。

1. 按下基座上的 Page（傳呼） 按

鈕，以找出 SoundStation2W™
主控台。

2. 主控台會發出聲音，以指示它

的位置。主控台會持續發出嗶

聲，直到按下主控台上的任何按

鍵或按下基座上的 Page（傳呼）

按鈕為止。

1. 透過基座上的輔助插孔連接外部

錄音裝置，例如卡匣錄音機。

2. 按下電話主控台上的 Menu（功能

表）按鈕，並選擇 Settings（設定），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3. 選擇 Aux Audio Out（Aux 音效輸

出），然後下 Select（選取）按鈕。

按下 ON（開）或 OFF（關），或

者使用使用「捲動」按鈕循環顯

示各個選項。按下 SAVE（儲存）軟

體鍵或 Select（選取）按鈕，以儲

存設定。

► 電話終止之後，Aux Audio Out 
（Aux 音效輸出）會回復到「關閉」

設定。「Aux 音效輸出」不支援外

部喇叭系統。

輔助音效輸出

SoundStation2W™ 允許將喇叭輸出另外連接到外部

錄音裝置。外部錄音裝置應該連接到基座。 

►「Aux 音效輸出」不支援外部

喇叭系統。

Page

Power On

I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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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訊息摘要

下列訊息會顯示在主控台 LCD 上，以表示各種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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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訊號 訊號強度太弱，無法進行通話。 天線圖示不會顯示任何長度。

通話已結束 通話已中斷。 Call End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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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Phone In（行動電話輸入）

搜尋訊號 嘗試連絡基座，以建立連線。 Searching for Signal（搜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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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 已插上充電器，電池正在充電。 Charging（充電中）

基座傳呼 已按下 Page（傳呼）按鈕，以找出主控台。 基座傳呼。 按下任何按鍵可停
止嗶聲。

電量不足 電池中的電量已用盡。 必須充電，才能繼
續正常使用 SoundStation2W™。

剩餘通話時間，以及警示聲。

來電 電話接到來電。 Incoming Call（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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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訊號

主控台與基座失去連絡時，會顯示 No Signal（無訊

號）。請確認下列各項：

疑難排解

► 檢查基座電源是否開啟。

► 確定主控台未超出允許範圍

（150 英呎）之外。

► 將主控台移到主控台與基座

之間較少障礙或牆壁的位置。

► 如果主控台與基座之間隔著

多道磚牆，這便會減少基座

與主控台之間可用的範圍。

無撥號音

基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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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查基座電源是否開啟。

► 檢查主控台是否可供操作。

► 檢查基座是否連接到類比電

話 (POTS) 線。

沒有鈴響

► 檢查鈴聲是否未關閉。請 

參閱第 15 頁的「鈴聲類型 

選取」。

► 嘗試提高鈴聲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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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移動 SoundStation2W™ 遠離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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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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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主控台。

► 請勿在通話期間碰觸主控台。

► 若要避免 SoundStation2W™
周圍出現過多的雜音，請勿

在主控台附近放置電腦、投

影機、紙張、杯子、咖啡壺

之類的物品。

► 在每次通話剛開始時，請讓各

個位置的人依序輪流說話，以

便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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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的連線。 

► 在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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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便可以有效執行：

► 將 SoundStation2W™ 放置在會

議桌的中央。

► SoundStation2W™ 最適合在

10’x20’（含）或更小的室內 

使用。

► 請勿在通話期間移動

SoundStation2W™。

► 請勿將紙張雜亂放置在

SoundStation2W™ 附近。

► 如果使用延伸麥克風，請將纜

線完全展開，並且不要將麥克

風對著主控台。

► 請以正常談話程度說話，並直

接對著 SoundStation2W™ 或延

伸麥克風說話。

► 在清潔 SoundStation2W™ 之前，

請先拔除基座及主控台上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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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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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 位置名稱 輸入 SoundStation2W™ 的位置名稱，例如「會議

室 B」。

2 此電話 # 輸入 SoundStation2W™ 的電話號碼。

電話系統：

1 呼叫者 ID 將呼叫者 ID 開啟或關閉（如果可以）。

密碼：

1 在必要時設定密碼。 

測試：

1 麥克風測試 檢視每個麥克風所接收的取樣等級。

2 主控台喇叭測試 選取音質測試訊號以驅動SoundStation2W™喇叭。

3 還原預設值 重設所有自訂設定和資料輸入項目。 還原原始預

設值。

軟體：

1 升級軟體 允許 SoundStation2W™ 作業軟體升級為新版本。

「管理設定」功能表包含下列選項。必要時，您可以設定存取

SoundStation2W™ 管理選項的密碼。在第一次使用電話時，不需要任

何密碼。

管理設定 — 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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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密碼：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使

用「捲動」按鈕選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使用「捲動」

按鈕選擇 Passcode（密碼），然

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按下 ASSIGN（指派）軟體鍵，然後

輸入三位數密碼。如果輸入錯誤，

請按下 <DEL（< 刪除）軟體鍵清

除錯誤。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如果

您選擇不儲存密碼，可以按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或 Exit（結 

束）按鈕。

當您從Admin Setup（管理設定）功能表選取

Passcode（密碼）時，畫面會顯示目前是否已 

指派密碼。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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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Contact Support and Ser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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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 Setup（管理 
設定）功能表時輸入密碼。

1. 從 Admin Setup（管理設定）功

能表中，使用「捲動」按鈕選

擇 Passcode（密碼），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按下 REMOVE（移除）軟體鍵，輸

入目前的密碼，然後按下 ENTER 
（輸入）軟體鍵。若您決定不要移

除密碼，請按下 CANCEL（取消）軟

體鍵或 Exit（結束）按鈕。

 ►如果輸入錯誤的密碼，系統會

通知您再試一次。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 <DEL 
（< 刪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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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密碼：

1. 從 Admin Setup（管理設定）功

能表中，使用「捲動」按鈕選

擇 Passcode（密碼），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按下 CHANGE（變更）軟體鍵，輸入

目前的密碼，然後按下 ENTER 
（輸入）軟體鍵。若您決定不要變

更密碼，請按下 CANCEL（取消）軟

體鍵或 Exit（結束）按鈕。

 ►如果輸入錯誤的密碼，系統會

通知您再試一次。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 <DEL 
（< 刪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3. 系統會提示您輸入新密碼。請輸

入新密碼，然後按下 SAVE（儲存）

軟體鍵。如果您選擇不儲存密碼，

可以按下 CANCEL（取消）軟體鍵或

Exit（結束）按鈕。

您可以指派與您的 SoundStation2W™ 關聯的位置名稱，

例如「會議室 B」，以及電話號碼。您可以指派位置名稱，

以便您能夠將電話返回至「家中室內」的位置，或者找出

相符基座的位置。

指派位置名稱：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選

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並

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然後

輸入密碼（如果需要），並按下

ENTER（輸入）軟體鍵。使用「捲

動」按鈕選擇 Location（位置），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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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Contact Support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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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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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Location 
Name（位置名稱），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使用撥號

鍵台輸入位置名稱，從主要功

能表選取 This Phone（此電話）

功能表的 Location Name and 
Nu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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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 
（< 刪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
（選取）按鈕，以儲存輸入項目。 

您也可以按下 Exit（結束）按鈕

取消輸入。

指派電話號碼：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選

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並

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然後

輸入密碼（如果需要），並按下

ENTER（輸入）軟體鍵。使用「捲

動」按鈕選擇 Location（位置），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This 
Phone #（此電話 #），然後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 輸入

SoundStation2W™ 的電話號碼。

►如果輸入錯誤，請按下 <DEL 
（< 刪除）軟體鍵清除錯誤。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
（選取）按鈕，以儲存輸入項目。 

您也可以按下 Exit（結束）按鈕

取消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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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者 ID*

您可以將呼叫者 ID 開啟或關閉。呼叫者 ID 預設為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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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系統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選

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並

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然後

輸入密碼（如果需要），並按下

ENTER（輸入）軟體鍵。使用「捲

動」按鈕選擇 Phone System（電

話系統），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

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呼叫者

ID，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

按鈕。按下 ON（開）或 OFF（關）

軟體鍵，或者使用使用「捲動」

按鈕循環顯示各個選項。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
（選取）按鈕，以儲存輸入項目。 

您也可以按下 Exit（結束）按鈕

取消輸入。

警示聲

您可以開啟或關閉「電池電量不足」及「訊號強度」

警示聲。 「電池電量不足」警示聲預設為開啟，「訊號

強度」警示音預設為關閉。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選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

並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然後輸入密碼（如果需要），

並按下 ENTER（輸入）軟體鍵。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Phone 
System（電話系統），然後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Audible Alerts（警示聲），然

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電

池電量不足」或「訊號強度」，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按下 ON（開）或 OFF（關）軟體鍵，

或者使用使用「捲動」按鈕

循環顯示各個選項。

3. 按下 SAVE（儲存）軟體鍵或

Select（選取）按鈕，以儲存

輸入項目。您也可以按下 Exit
（結束）按鈕取消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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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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u（功能表）按鈕，選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並按

下 Select（選取）按鈕，然後輸入

密碼（若要需要），並按下 ENTER 
（輸入）軟體鍵。

2. 從可用選項中選擇 Phone System 
followed by Flash Timing（暫切時

間之後的電話系統），然後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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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儲存）軟體鍵以儲存變

更。您也可以按下 Exit（結束）

按鈕取消您的選擇。

5. 在大約 15 秒之後，您應該會聽

見撥號音，並且應該會在主控台

LCD 畫面上看見「就緒」。這表

示主控台及基座已經重新連接。

此時，新的設定便已經啟用。

LOCATION

PHONE SYSTEM

PASSCODE

ADMIN SETUP

FLASH TIMING

500 mS
SAVE

如果您在通話中變更「暫切時間」

設定，在使用者完成通話之後掛

上聽筒時，新的設定會立刻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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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 1

MIC 3MIC 2

MIC 4 MIC 5

麥克風測試

您可以測試 SoundStation2W™ 的麥克

風，以確保達到最佳運作效果。

主控台喇叭測試

您可以選取音質測試訊號來驅動 SoundStation2W™
的喇叭，以進行喇叭測試，並採樣室內音質。

測試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

選擇 Admin Setup（管理設

定），並按下 Select（選取）按

鈕，然後輸入密碼（如果需

要），並按下 ENTER（輸入）軟

體鍵。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Diagnostics（測試），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Mic 
Test（麥克風測試），然後按下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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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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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下 Menu（功能表）按鈕，選

擇 Admin Setup（管理設定），

並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然

後輸入密碼（如果需要），並按

下 ENTER（輸入）軟體鍵。使用 

「捲動」按鈕選擇 Diagnostics 
（測試），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

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Console 
Speaker Test（主控台喇叭測試），

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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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連絡

Polycom 技術支援。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所需的

訊號。

 ►「正弦掃描」是由 100 Hz 到

3,500 Hz 的正弦波組成的測試

訊號，其掃描頻率是依據類似

時間所運行的連續線性頻率或

(t)=A*sin(kt)。
 ►1 KHz 複頻為維持在 1,000 Hz

產生的複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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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雜音」是發出一致能量

的訊號，對於 SoundStation2W™
而言，所有的頻率皆在相關

波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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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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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u（功能表）按鈕，

選擇 Admin Setup（管理設

定），並按下 Select（選取）按

鈕，然後輸入密碼（如果需

要），並按下 ENTER（輸入）軟

體鍵。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Diagnostics（測試），然後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

2. 使用「捲動」按鈕選擇 Restore 
Defaults（還原預設值），然後

按下 Select（選取）按鈕。若

確定要還原預設值，請按下 OK
（確定）軟體鍵，或者按 CANCEL

（取消）軟體鍵或 Exit（結束）

按鈕返回 Diagnostics（測試）

子功能表。

►當您還原所有預設值時， 

「電話簿」中的項目及「快速

撥號」號碼不會刪除。

軟體升級

如需軟體升級的資訊，請參閱 Polycom 網站的

SoundStation2W™ 部份，網址為 www.polycom.com。



規格及保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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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固

有限保固及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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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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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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此發報器所使用的天線必須

加以安裝，以供 20 公分範圍的所有

人使用，並且不得有其他任何的發

報器天線同時使用。

附件 J — 用戶資訊

CE 標誌 R 及 TTE 指令

SoundStation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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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C 1999/5/EC 的規定。

完整的「一致性聲明」可從 Polycom 
Ltd, 270 Bath Road, Slough, Berkshire, 
SL1 4DX, UK 取得。

一致性聲明：

Polycom Ltd. 在此聲明此

SoundStation2W 符合指令 1999/5/EC 的
基本要求及其他相關規定。

Konformitetserklæring:
Hermed erklærer Polycom Ltd., at in-
destående SoundStation2W er i overens-
stemmelse med de grundlæggende krav og 
de relevante punkter i direktiv 1999/5/EF.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Hiermit erklärt Polycom Ltd., dass der 
SoundStation2W die grundlegenden 
Anforderungen und sonstige maßgebliche 
Bestimmungen der Richtlinie 1999/5/EG 
erfüllt.

Δήλωση Συµµόρφωσης:
Δια του παρόντος, η εταιρεία Polycom 
Ltd. δηλώνει ότι η παρούσα συσκευή 
(δρομολογητής) SoundStation2W πληροί 
τις βασικές απαιτήσεις και άλλες βασικές 
προϋποθέσεις της Οδηγίας 1999/5/ΕK.

Vaatimustenmukaisuusvakuutus:
Polycom Ltd. vakuuttaa täten, että 
SoundStation2W on direktiivin 1999/5/EC 
keskeisten vaatimusten ja sen muiden tätä 
koskevien säännösten mukainen.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
Par la présente, Polycom Ltd. déclare 
que ce SoundStation2W  est conforme 
aux conditions essentielles et à toute 
autre modalité pertinente de la Directive 
1999/5/CE.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Con la presente Polycom Ltd. dichiara che 
il SoundStation2W  soddisfa i requisiti 
essenziali e le altre disposizioni pertinenti 
della direttiva 1999/5/CE.

Verklaring van overeenstemming:
Hierbij verklaart Polycom Ltd. dat diens 
SoundStation2W voldoet aan de basisv-
ereisten en andere relevante voorwaarden 
van EG-richtlijn 1999/5/EG.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Através da presente, a Polycom Ltd. de-
clara que este SoundStation2W se encontra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
senciais e outras disposições relevantes da 
Directiva 1999/5/CE.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Por la presente declaración, Polycom Ltd. 
declara que este SoundStation2W  cumple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otras cláusulas 
importantes de la directiva 1999/5/CE.

Överensstämmelseförklaring:
Polycom Ltd. förklarar härmed att denna 
SoundStation2W överensstämmer med 
de väsentliga kraven och övriga relevanta 
stadganden i direktiv 1999/5/EG.



SoundStation2W™ 管理員指南 — 41

安裝說明

執行安裝時必須符合所有國家的相關配線規則。

插頭做為中斷連接裝置

此裝置連接的通訊插座必須安裝在裝置附近，且必須可以

便於隨時使用。

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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