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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據機

電腦的數據機必須使用 6 接腳的 RJ-11 數據機纜線連接至類比電話線路 (未隨附於電腦)。在某些國家/
地區，還需要使用該國家/地區專用的數據機轉接器。數位 PBX 系統的接頭可能類似類比電話接頭，但
與數據機不相容。

警告！ 將內建的類比數據機連接至數位線路會造成數據機永久損壞。如果不小心連接數位線
路，請立即拔下數據機纜線。

如果數據機纜線包含了雜訊抑止迴路 (1)，可防止電視或無線電接收干擾，請將纜線有迴路的一端 (2) 朝
向電腦。

注意 電腦的外觀可能與本指南中的圖例看起來不同，而數據機接頭的位置，則會因機型而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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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連接數據機纜線

警告！ 為降低觸電、火災，或損壞設備的風險，請勿將數據機纜線 (未隨附於電腦) 插入 RJ-45
（網路）接頭。

若要連接數據機纜線：

1. 將數據機纜線插入電腦上的數據機接頭 (1)。

2. 將數據機纜線插入牆上的 RJ-11 電話接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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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定國家/地區的數據機纜線轉接器
電話接頭依國家/地區而有所不同。若要在您購買電腦以外的國家/地區使用數據機和數據機纜線 (未隨附
於電腦)，您必須取得各國家/地區專用的數據機纜線轉接器。

若要將數據機連接至沒有 RJ-11 電話接頭的類比電話線：

1. 將數據機纜線插入電腦上的數據機接頭 (1)。

2. 將數據機纜線插入各國家/地區專用的數據機轉接器 (2)。

3. 將國家/地區專用的數據機纜線轉接器 (3) 插入牆上的電話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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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位置設定

檢視目前國家/地區選項

若要檢視數據機目前的國家/地區設定：

1. 請選擇開始>控制台。

2. 按一下時鐘、語言和地區。

3. 按一下地區和語言選項。

4. 在「位置」之下，檢視您目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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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行時，請新增「新位置」

在預設狀況下，唯一適用您數據機的位置設定，是您購買此電腦的國家/地區。當您到不同國家/地區旅
行時，請將內建式數據機的位置設定設至您使用數據機所在國家/地區的操作標準。

當您新增位置設定後，會將它們儲存在電腦中，讓您隨時切換設定。您可對任何國家/地區新增多個位置
設定。

小心 若要避免遺失您的本國/地區設定，請勿刪除您目前的數據機國家/地區設定。若要保留您
當地國家/地區的組態，又希望數據機能在其他國家/地區使用，請加入即將前往使用數據機的國
家/地區的新組態。

小心 若要避免您的數據機設定違反您前往國家/地區的電信法規/法令，請選擇您電腦所在的國
家/地區。若國家/地區選擇不正確，則您的數據機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若要為數據機新增位置設定：

1. 請選擇開始>控制台>硬體與聲音>電話和數據機選項。

2. 在「撥號規則」標籤上，按一下「新增」。（出現「新增位置」視窗。）

3. 在「位置名稱」方塊中，鍵入新位置設定的名稱（家用、公司等等）。

4. 從國家/地區下拉式清單中，按一下您的國家或地區（如果數據機不支援您選擇的國家/地區，則
「國家/地區」選項預設會顯示為美國或英國）。

5. 輸入區碼、電信業者代碼（若有需要），與存取外線的號碼（若有需要）。

6. 在撥號使用旁，按一下按鍵式或轉盤式。

7. 按一下「確定」，以儲存您的新位置設定。（出現「撥號規則」視窗。）則

● 若要將您的新位置設定為目前的位置，請選擇「確定」。

● 若要選擇另一個位置設定為目前的位置設定，請從「位置」清單中按一下您的偏好設定，再按
一下「確定」。

注意 您可使用上述的程序，選擇您本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地點來新增位置設定。例如，
您可在撥號規則中新增名稱為「工作」的設定來存取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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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旅行連線問題

如果在購買電腦以外的國家/地區使用時遭遇數據機連線問題，請嘗試以下建議。

● 檢查電話線類型。

數據機需要類比而不是數位電話線。PBX 的線路通常是數位線路。描述為資料線、傳真線、數據
機線或標準電話線的電話線路通常算是類比線路。

● 檢查是轉盤式或按鍵式撥號。

類比電話線路 種撥號模式中的其中一種：轉盤式或按鍵式撥號。您可在「電話和數據機選項」設
定中選擇這些撥號模式選項。選取的撥號模式選項必須為您所在位置電話線支援的撥號模式。

若要判斷電話線支援的撥號模式，請先撥幾個電話按鍵，然後再聽是否為喀嗒聲（轉盤式）或按鍵
音。喀嗒聲表示電話線路支援轉盤式撥號。按鍵音表示電話線路支援按鍵式撥號。

若要變更您目前數據機位置設定的撥號模式選項：

a. 請選擇開始>控制台>硬體與聲音>電話和數據機選項。

b. 按一下「撥號規則」標籤。

c. 請選擇您的數據機位置設定。

d. 按一下「編輯」。

e. 按一下「按鍵式」或「轉盤式」。

f. 請按「確定」兩下。

● 檢查您撥的電話號碼以及遠端數據機的回應。

先撥打電話號碼，確認遠端數據機有回應，然後掛斷。

● 設定數據機忽略撥號聲。

如果數據機接收到無法辨識的撥號聲，它將不會撥號，並顯示「沒有撥號音」錯誤訊息。

若要將數據機設定成在撥號前忽略所有的撥號音：

a. 請選擇開始>控制台>硬體與聲音>電話和數據機選項。

b. 按一下「數據機」標籤。

c. 在清單中按一下該數據機。

d. 請按一下「內容」。

e. 請按一下「數據機」。

f. 取消選擇「聽到撥號音後開始撥號」核取方塊。

g. 請按「確定」兩下。

如果在清除「聽到撥號音後開始撥號」核取方塊之後仍收到「沒有撥號音」錯誤訊息：

1. 請選擇開始>控制台>硬體與聲音>電話和數據機選項。

2. 按一下「撥號規則」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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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選擇您的目前的數據機位置設定。

4. 按一下「編輯」。

5. 從國家/地區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目前的位置，並在「區碼」方塊中輸入區碼。如果數據機不支援您
選擇的國家/地區，則「國家/地區」選項預設會顯示為美國或英國。

6. 請按一下「套用」，然後按一下「確定」。

7. 在「電話和數據機選項」視窗中，請按一下「數據機」標籤。

8. 在清單中按一下該數據機，然後按一下「內容」。

9. 請按一下數據機。

10. 取消選擇「聽到撥號音後開始撥號」核取方塊。

11. 請按「確定」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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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域網路

連接區域網路 (LAN) 需使用 8 接腳的 RJ-45 網路纜線（未隨附於電腦）。如果網路纜線包含了雜訊抑
止迴路 (1)，可防止電視或無線電接收干擾，請將纜線有迴路的一端 (2) 朝向電腦。

注意 電腦的外觀可能與本指南中的圖例看起來不同，而網路接頭的位置則會因機型而有所不
同。

若要連接網路纜線：

1. 將網路纜線插入電腦上的網路接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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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纜線的另一端插入牆上的網路接頭 (2)。

警告！ 為降低觸電、火災，或損壞設備的風險，請勿將數據機電話纜線插入 RJ-45（網
路）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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