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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歡迎使用IPEVO Skype專屬話機FR-33.2

1. 歡迎使用IPEVO Skype專屬話機FR-33.2
FR-33.2 與傳統電話的差別
FR-33.2 是一支專為Skype打造，並具有高亮度LCD螢幕顯示的USB話機，它擁有接近傳統電話的功

能，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必須與電腦及Skype網路電話軟體一起使用，並透過USB介面連接電腦，與傳

統電話的原理不同，撥號方式也不同。

FR-33.2 話機是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送語音，可以直接撥號給另外一台電腦、行動電話或傳統電話。撥

號至電腦（PC to PC）時，只需點選Skype中的聯絡人項目，就可與對方通話；若是撥號至行動電話

或傳統電話（PC to Phone; 或稱SkypeOut），則需購買額外的預付點數。

相較於傳統電話，它最大的優勢在於低廉通話費率。使用PC to PC時，不需負擔任何通話費；PC to
家用電話，則依各地區的費率有所不同，沒有國際間漫遊的問題，因此不論你在臺灣、日本、加拿大

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打到美國每分鐘都只要0.017 歐元，幾乎是以市內電話費率打國際電話，相

當划算。

透過P2P（點對點）技術，只要通話的雙方上網頻寬穩定，Skype能提供的絕佳的通話品質，再搭配上

超優惠的費率，絕對會讓你覺得超划算喔！

而有了FR-33.2 話機這樣的設備，讓你使用網路電話時，感覺與使用一般傳統電話無異，學習及使用

都更容易。

FR-33.2與FR-33.1第一代的差異性
FR-33.2承接了IPEVO的經典USB話機之作 FR-33.1的優良血統，延續FR-33.1的出色外型、凹洞阻絕串

音技術、12°貼心通話角度等獨特設計。FR-33.2更多了手機等級的高亮度LCD螢幕顯示，功能上更

精進，多項嶄新設計，要帶給你更完整、內外兼具、超貼心好用的全功能USB話機！

FR-33.2的使用時機
無論與朋友聊天敘舊、與情人情話綿綿，使用FR-33.2話機，操作簡便就像一般電話輕鬆上手；輕巧

好拿，LCD螢幕顯示，長時間通話不手酸，自由活動不必枯坐電腦前，也不需再緊盯電腦螢幕操作；

音質優良無迴音干擾，通話好像面對面，情感傳遞更直接，盡享無壓力的溝通樂趣。

FR-33.2話機獨家搭配專屬錄音軟體，將FR-33.2的超優音質運用在錄製聲音檔案上，即按即錄，想到

就錄，雙向錄音，錄製不間斷，無論想錄製自彈自唱私人專輯、突顯個人風格的podcast節目，或錄

製會議記錄、語音筆記等，FR-33.2都是最佳選擇。
註：雙向錄音支援Skype 3.0以上版本。



4

2. 產品按鍵及功能說明

2-1 產品按鍵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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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按鍵及功能說明

14

15

按鍵功能說明 
1. 聽筒

2. LCD螢幕

3. 錄音快速鍵：

 按下此鍵可直接叫出FR-33.2專屬錄音程式，將FR-33.2當成高品質麥克風進行雙向錄音。

 註：雙向錄音支援Skype 3.0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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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按鍵及功能說明

4. 右功能鍵—已撥電話功能鍵

 按下此鍵可查看前十五筆已撥電話，方便重複撥打。

5. 上下推桿：

 (1) 話機待機模式下，上下撥動此推桿可在話機螢幕上進入「所有聯絡人」名單瀏覽。

 (2)  話機為PC mode(PC模式)下，上下撥動此推桿，可在電腦螢幕上的Skype聯絡人清單中上下捲

動，方便選擇聯絡人。若持續往上或往下按壓約一秒鐘，則可快速捲動瀏覽。

 (3) 在其他功能頁面中，也可上下移動用以選取不同項目。

6. 掛斷/取消鍵：

 (1) 通話完畢後按此鍵可掛斷電話。

 (2) 撥錯號碼時，可按此鍵消除號碼。

 (3) 進入選單模式時，按下此鍵可立即返回最上層待機狀態。

 (4) 長按此鍵約兩秒鐘，可隱藏Skype主視窗。

7. LIST鍵：

 (1)  第一次按下LIST鍵，話機螢幕會出現Skype所有聯絡人搜尋清單，此時利用話機上下推桿，即

可依序搜尋聯絡人姓名；或利用話機按鍵上的英文字母進行「首字母」快速搜尋聯絡人名單。

 (2) 再次按下LIST鍵，話機螢幕則會顯示SkypeOut聯絡名單。

 (3)  第三次及之後持續按下LIST鍵，話機螢幕則會依序顯示預設聯絡人群組名單，縮小名單範圍方便

更快速找到撥號對象；此時同樣可利用話機按鍵上的英文字母進行「首字母」快速搜尋聯絡人。

8. 麥克風

9. 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

 按下此鍵以進入功能選單，可執行LCD螢幕上所顯示的功能。

10. 接聽/撥出鍵：

 (1) 當有Skype來電時，可以按此鍵接聽。

 (2) 選定聯絡人或輸入欲撥出號碼後，按此鍵可以直接撥打給對方。

11. +鍵(SkypeOut鍵)：

  按下「+」鍵，再輸入國碼、區碼，再加上電話號碼，按下撥號鍵，就可撥到一般市話、行動電

話或國際電話。(使用此功能需購買SkypeOut點數) 

12.  Activate鍵：

 (1)  按下此鍵，話機螢幕上會顯示「PC mode」(PC模式)，表示觀看電腦螢幕進行操作，可於電腦

螢幕上看到Skype主視窗開啟。

 (2) 再按此鍵，則可切換Skype功能分頁，例如聯絡人、撥號、通話記錄等頁面。

13. 數字鍵：

 (1) 可直接輸入對方的電話號碼進行撥號。

 (2) 按下LIST鍵後，可依據數字鍵上的英文字母進行「首字母」搜尋聯絡人。

14. 音量調整：

 此組按鍵為話機音量調整功能。上方按鍵為音量加大，下方按鍵為音量減小。

15. 靜音鍵：

 在通話中按下此鍵，可以讓對方暫時聽不到你的聲音；再按一下便恢復正常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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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按鍵及功能說明

2-2 選單外觀與功能選單目錄
1. 待機模式
未對話機進行任何操作時，話機將處於待機模式。

4.新留言

5.響鈴狀態

6.進入功能選單

1.時鐘

2.Skype名稱

3.查看已撥電話

1. 時鐘

2. 你的Skype帳號名稱

3. 查看已撥電話

4. 新留言：

 當使用者有新增未聽留言時，則會顯示        此符號。

5. 響鈴狀態

  若設定話機來電鈴聲為正常鈴響之十種鈴聲時，則會顯示此      符號 ；若設定話機為來電靜音鈴

聲時，則會顯示靜音符號         。

6. 進入功能選單

2. 功能選單模式
按下功能鍵後，便會出現功能選單，使用者可在選單內利用話機上的上下推桿進行各項功能的選擇與

設定，包含通話記錄、聯絡人群組、語音信箱、設定、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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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按鍵及功能說明

3. 功能選單目錄
以下列出話機功能選單之各選項目錄，使用者可在選單內利用話機上的上下推桿進行各項功能的選擇

與設定。

已撥來電

未接來電

已接來電

所有聯絡人

SkypeOut群組

使用者自訂群組

Skype狀態

鈴聲設定

語言

來電鈴聲

按鍵音提示

通話記錄

聯絡人群組

語音信箱

設定

錄音機

功能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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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軟硬體快速安裝說明

3. 軟硬體快速安裝說明
3-1 置入隨機光碟片
將產品內附的程式光碟片放入光碟機中，開始自動執行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附註：如果光碟未自動執行，請手動執行光碟根目錄內IPEVO.exe檔案
 

3-2 安裝PChome-Skype主程式
點選「連結PChome-Skype」以下載最新版本PChome-Skype安裝，或手動連至http://skype.pchome.

com.tw 網站下載；若您尚未安裝PChome-Skype軟體，請先行下載安裝PChome-Skype主程式，進入

安裝目錄頁面後，依照Skype安裝程式指示，即可一步步完成安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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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軟硬體快速安裝說明

3-3 安裝FR-33.2驅動程式與錄音程式freeREC
PChome-Skype軟體安裝完成後，接下來依照螢幕所顯示的步驟，逐步安裝FR-33.2驅動程式。安裝

FR-33.2驅動程式時，也會同時自動安裝錄音軟體freeREC與IPEVO Control Center。軟硬體皆安裝完

成之後，電腦桌面會跳出一個Skype視窗，詢問您是否允許FR-33.2操控Skype軟體，這時，請選擇

「永久開放此程式使用Skype」，按下「確認」鍵即可。

3-4 確認FR-33.2話機正常使用中
軟硬體皆安裝設定完成之後，電腦桌面右下角會出現IPEVO Control Center圖示，表示FR-33.2正常

連線運作中；或是檢視FR-33.2的LCD螢幕，當螢幕畫面顯示正常待機畫面時，即可開始使用FR-33.2
話機。

step 1 step 2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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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1 呼叫Skype
在使用FR-33.2之前，必須先開啟電腦裡的Skype應用軟體。

當您需要把Skype軟體叫出來使用時，不必用滑鼠去點選電腦桌面工作列中的圖示，只需直接在

FR-33.2上按下「ACTIVATE鍵」，首先FR-33.2螢幕上會顯示「PC mode」(PC模式)，表示目前請搭配

觀看電腦螢幕使用話機，Skype軟體視窗會立刻跳出並顯現在電腦螢幕上。若想從「PC mode」(PC
模式)回到一般話機待機模式，按下「返回」即可；或長按話機上的「掛斷鍵」，則可同時將叫出的

Skype軟體視窗最小化且從「PC mode」(PC模式)回到一般話機待機模式。

4-2 撥打電話（撥打聯絡人、撥打SkypeOut）
IPEVO FR-33.2 話機可搭配Skype軟體撥打電話，一是撥打電話給PChome-Skype聯絡人，另一則是撥

打到一般市話、行動電話或國際電話。

Skype的兩種通話方式 

項目 撥號到Skype聯絡人 撥號到一般市話或行動電話

型式 PC to PC
PC to一般市話、行動電話或國際電話
 (或稱SkypeOut)　

費率 免費
依地區有所不同 (費率請參考http://skype.pchome.com.
tw/skypeout03.jsp )

電腦 雙方都必須在電腦前 接聽者不需待在電腦前

與Skype的關係 雙方都必須使用Skype 撥出者必須使用PChome-Skype，並購買SkypeOut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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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1. 撥打Skype聯絡人
使用FR-33.2撥打Skype聯絡人有兩種方式可使用：

方法一：利用FR-33.2 話機螢幕檢視名單撥打電話

Step.1
話機待機模式下，利用話機的上下推桿           可直接進入「所有聯絡人」名單檢視。或是

按下FR-33.2話機上的「LIST鍵」       ，話機螢幕上也會出現聯絡人清單以供選擇。

(1) 第一次按壓時會出現「所有聯絡人」名單；

(2) 若繼續按壓LIST鍵，第二次會出「SkypeOut聯絡人」名單；

(3) 第三次按壓後，將依序進入各「聯絡人群組」名單。

如上所列，依次按壓LIST鍵將可縮小聯絡人名單選取範圍，更方便快速找到特定聯絡人。

Step.2
若想撥打給名單上的任一對象，再利用話機的上下推桿        ，上下檢視選擇欲通話對象。撥打前先

檢視聯絡人狀態，可從FR-33.2的LCD螢幕上查看該聯絡人名稱前的顯示符號：

(1)      聯絡人上線中可立即撥打；

(2)      聯絡人離線無法撥打；

(3)      聯絡人忙碌：

(4)      聯絡人離開。

可參考聯絡人當時情況撥打電話。按下話機上的「接聽／撥號鍵」         ，接通後可進行通話。

Step.3
結束通話時，直接在FR-33.2話機上按下「掛斷鍵」          即可。

(3)      聯絡人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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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方法二：利用電腦螢幕檢視名單撥打電話

按下「ACTIVATE鍵」，FR-33.2話機螢幕上會顯示「PC mode」(PC模式)，表示目前請搭配觀看電腦

螢幕使用話機。Skype軟體視窗會立刻跳出顯現在電腦螢幕最上層，此時利用FR-33.2話機上的上下推

桿，上下檢視選擇該通話對象，然後按下話機上的「接聽／撥號鍵」         。

Skype開始進行撥號，撥通後進行通話，視窗中會顯示目前通話時間。

結束通話時，直接在FR-33.2話機上按下「掛斷鍵」         ，則可同時掛斷電話，並從「PC mode」(PC
模式)回到一般話機待機模式。

2. 使用SkypeOut撥打市話、手機或國際電話
Skype是免費的網路電話，當雙方都使用電腦及該軟體時，在網路上進行通話是相當方便而且完全免

費的。但有時候朋友不一定都在線上，或是身邊正好有電腦可以使用，這時如果要撥打市話、手機或

長途或國際電話，就可以利用SkypeOut這項超值便宜的服務。

使用SkypeOut前，你除了必須擁有Skype及帳號之外，還必須另外購買SkypeOut點數。雖然利用

Skype撥打一般市話是付費服務，但仍比傳統電話更便宜。購買之後，你就可以用FR-33.2話機直接撥

打全世界的任何電話號碼。購買SkypeOut點數請上：http://skype.pchome.com.tw/skypeout.jsp。

想用Skype撥打給一般室內電話、手機或國際電話時，只要按下FR-33.2話機上的「SkypeOut鍵」     ，

再依SkypeOut電話號碼輸入規則，利用FR-33.2上的數字鍵，鍵入欲撥號碼，接著按下話機上「接聽

／撥號鍵」       ，話機LCD螢幕會顯示撥打中的狀態以及SkypeOut可用餘額；撥通後即可開始通話。

結束通話時，按下「掛斷鍵」          即可。

想用Skype撥打給一般室內電話、手機或國際電話時，只要按下FR-33.2話機上的「SkypeOut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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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SkypeOut電話號碼輸入規則
不論你是撥打市內電話或長途電話，都依照同樣的電話號碼輸入規則，以下提供兩種電話號碼輸入

方式。

(1)  先輸入「00」或「+」，再輸入國碼，例如臺灣為「886」。接著再輸入不含「0」的區碼，撥打

台北地區的電話，就必須先輸入「008862」或「+8862」；若是撥打行動電話，同樣是把第一個

數字「0」省略。最後才輸入電話號碼。

 

 舉例如下：

 ◆ 撥打市內電話02-12345678，則必須輸入「00886212345678」或「+886212345678」。

 ◆ 撥打行動電話0912345678，則必須輸入「00886912345678」或「+886912345678」。

(2) 可利用Skype軟體上之國別選擇功能，帶入欲撥打的國家國碼。

  在Skype軟體上之選擇好欲撥打的國家國別後，接下來只需輸入區碼以及欲撥打的電話號碼即可

立即撥打。

   舉例如下：

 撥打臺灣的室內電話或手機，則先選擇國別為「臺灣」，

 ◆ 撥打市內電話02-12345678，則輸入「0212345678」。

 ◆ 撥打行動電話0912345678，則輸入「0912345678」。

「00」或「＋」 國碼 區碼 電話號碼



15

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3 接聽電話
當有人撥打Skype給你時，直接按下話機上的「接聽╱撥出鍵」       ，即可使用FR-33.2話機與對方通

話。結束通話時，按下話機上「掛斷鍵」 即可           。

4-4 調整音量
調整FR-33.2的音量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使用FR-33.2話機側邊的音量調整按鍵，即可調整話機聽筒

音量，此時在電腦螢幕右下角以及話機LCD螢幕會同步顯示聽筒音量圖示； 

另一種調整方式，是開啟電腦桌面上的IPEVO Control Center，調整「聲音輸出」和「聲音輸入」，

再按下「關閉」即可。（請參閱6. IPEVO Control Center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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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5 使用LIST鍵查看聯絡人名單
相信你一定有在手機中遍尋某聯絡人電話號碼卻久尋不著的經驗吧！當聯絡人數量增加到一個程度之

後，這樣的問題是難免的。這時候FR-33.2 話機的單鍵進入聯絡人名單以及字母快速搜尋功能，就是

最好的幫手。

Step.1 
按下FR-33.2話機上的「LIST鍵」       ，LCD螢幕上會出現聯絡人清單。

1. 第一次按壓時會出現「所有聯絡人」名單；

2. 若繼續按壓LIST鍵，第二次會出「SkypeOut聯絡人」名單；

3. 第三次按壓後，將依序進入各「聯絡人群組」名單。

如上所列，依次按壓LIST鍵將可縮小聯絡人名單選取範圍，進入特定聯絡人群組檢視；再利用話機之

上下推桿          ，上下捲動檢視聯絡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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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Step.2 
在聯絡人名單中，利用FR-33.2 數字鍵下方的英文字母，可依序搜尋該字母開頭的聯絡人姓名，更方

便快速找到特定聯絡人。若利用話機上「＊」鍵，則可尋找首字為中文字或特殊符號的聯絡人名單。

Step.3 
找到目標聯絡人之後，按下「接聽╱撥出鍵」         ，即可使用FR-33.2話機與對方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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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6使用快速撥號
快速撥號就如同用手機預設特定號碼，可快速撥給預先設定好的親朋好友。現在在FR-33.2 話機也可

使用這項功能。

只要在Skype裡為一些經常聯絡的特定對象，預先設定1至99之快速撥號代碼，以後就可以直接在話

機按下預先設定的代碼，「撥號」給聯絡人。甚至連比較長的SkypeOut號碼，如一般市話及手機甚

至國際電話，也可利用此設定方法，濃縮成1至99的簡速撥號，輕輕鬆鬆撥打出去。

Step.1 
開啟Skype軟體視窗，並切換到「聯絡人」分頁。 

Step.2 
點選要設定快速撥號的聯絡人，並按滑鼠右鍵，呼叫彈出式功能選單，接著按下「設定快速撥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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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Step.3
在對話視窗中輸入你所選定的快速撥號鍵。可設定1~2個數字。

Step.4 
設定完成後，該聯絡人項目後方會顯示其快速撥號鍵資訊。

設定好簡碼撥號之後，將來只需在FR-33.2話機直接輸入快速撥號碼，再按下「接聽╱撥出鍵」，即

可輕鬆與親友聯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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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7 查看已撥電話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即有快速按鍵可直接查看已撥電話資料，只要按下「右功能鍵-已撥電話

功能鍵」，進入已撥電話清單，可查看前十五筆已撥電話，方便重複撥打。

在話機LCD螢幕顯示的已撥電話選單下，可按下「詳細」查看該通已撥電話詳情，如聯絡人帳號(非聯

絡人則顯示SkypeOut電話號碼)、撥打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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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4-8 使用錄音功能
FR-33.2獨創方便實用的錄音功能，讓音質絕佳的FR-33.2話機除了可完整搭配Skype軟體使用外，更

搖身一變成為你最佳的個人收音麥克風。可錄製雙向錄音檔，更可錄製個人podcast錄音節目，上傳

到個人podcast，讓全世界都聽到你的主張。當要使用錄音功能時，只需在話機上按下「錄音快速

鍵」便可進行相關錄音操作。

註：雙向錄音支援Skype 3.0以上版本。

Step.1 
按下FR-33.2話機上的「錄音快速鍵」，話機LCD螢幕會顯示「錄音啟動中」狀態，接著會詢問是否

「要錄音」，同時電腦螢幕會跳出FR-33.2錄音程式主畫面，便可開始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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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33.2話機使用說明

Step.2 
開始錄音前，可先在FR-33.2錄音程式(freeREC)中進行相關錄音設定，包括錄音裝置選擇、錄音格

式、錄音品質設定、檔案名稱、錄音檔案存放位置等。（錄音程式詳細設定操作請見7. freeREC錄音

軟體使用說明）

相關錄音設定完成後，承Step.1，在話機LCD螢幕顯示的錄音選單下，按下「錄音」選項，即開始進

行錄音，話機LCD螢幕會顯示「錄音中」字樣。

電腦螢幕中的錄音程式主畫面也會

顯示出「RECORDING」字樣，並

同時顯示錄音檔將存放的位置、錄

音格式、錄音時間等資訊。

Step.3  
承Step.2，如欲暫停或停止錄音，在話機LCD螢幕顯示的錄音選單下，按下「暫停」或「停止」即

可；也可以電腦螢幕顯示之錄音程式主畫面進行操作。

錄音完成時，按下「停止」，檔案會自動儲存於先前設定的存檔位置，在電腦螢幕上錄音程式主畫面

中將看到剛錄好的錄音檔案，便可開啟聆聽此錄音檔的錄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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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1 查看通話記錄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按下「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便進入螢幕功能選單。選擇「通話記

錄」選項並按下「確定」。

進入「通話記錄」選項後，依序可見到「已撥電話」、「未接來電」、「已接來電」等三項紀錄，選

擇欲檢視的選項，按下「確定」來進行查看。

在話機LCD螢幕顯示的各項通話紀錄選單下，可按下「詳細」查看該通電話紀錄的詳情，如聯絡人帳

號(非聯絡人則顯示SkypeOut電話號碼)、撥打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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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2 查看群組聯絡人
想查看群組聯絡人名單，除了逐次按下FR-33.2話機上的「LIST鍵」     以依序查看「聯絡人群組」名

單外，也可經由話機功能選單來進入。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按下「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便進入螢幕功能選單。選擇「聯絡人群

組」選項並按下「確定」。

進入「聯絡人群組」選項後，第一項會見到「所有聯絡人」，接下來依序可見到你自行設定之各群組

類別，選擇欲檢視的選項，按下「確定」後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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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3收聽語音信箱
當有人在你的Skype語音信箱有新增未聽留言時，FR-33.2的LCD螢幕會顯示     此符號以提醒，此時

可利用功能選單進入語音信箱收聽留言。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按下「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進入螢幕功能選單。選擇「聯絡人群

組」選項並按下「確定」。

進入「語音信箱」選項後，依序可見你尚未收聽的新留言資訊，選擇欲收聽的選項，按下「確定」後

即可收聽。收聽完後的留言則成為已聽留言，將不再出現於此處的新留言列表中。

附註：若要使用語音信箱功能，須先行上網購買語音信箱加值服務，請上PChome-Skype網站查詢及進行購買
後，方可順利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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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4 功能設定
若要調整FR-33.2 話機與Skype的各項設定，包含Skype上線狀態、話機鈴聲設定、語言等，此時可利

用功能選單進入設定頁修改相關設定。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按下「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進入螢幕功能選單。選擇「設定」選項

並按下「確定」。

進入「設定」選項後，接下來依序可見到「Skype狀態」、「鈴聲設定」、「語言」等選項，選擇欲

檢視的選項，按下「確定」後即可進行設定更改。

1. 更改Skype上線狀態
選擇進入「Skype狀態」選項後，可在此更改使用者的上線狀態，共有七種狀態可供變更：上線中、

暫時離開、離開、請勿打擾、隱藏、開放聊天、離線等。

選定要更改的狀態後，按下「確定」即可成功變更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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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2. 更改FR-33.2來電鈴聲及話機按鍵音
選擇進入「鈴聲設定」選項後，可在此更改FR-33.2話機的來電鈴聲設定與話機按鍵音設定。

a. 更改FR-33.2來電鈴聲
從「鈴聲設定」選項進入後，再選擇進入「來電鈴聲」，共有十種有聲鈴聲以及來電鈴聲靜音總計

十一種可供變更，當瀏覽鈴聲選單時，會出現該鈴聲以做為試聽。選定要更改的鈴聲後，按下「確

定」即可成功變更FR-33.2來電鈴聲。

來電鈴聲靜音的選項在「鈴聲設定」項目的最後一項，要將響鈴設定為靜音時，直接選定「靜音」即

可成功變更。

若設定話機來電鈴聲為正常鈴響之十種鈴聲時，回到FR-33.2待機畫面時，螢幕上會顯示此符號    ；

若設定話機為來電靜音鈴聲時，則會顯示靜音符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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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b. 更改FR-33.2話機按鍵音
從「鈴聲設定」選項進入後，再選擇進入「按鍵音提示」，在此可選擇要將FR-33.2話機的按鍵音開

啟或關閉。選擇完畢後按下「確定」即可成功變更。

c. 設定話機顯示語言
如要更改FR-33.2話機的顯示語言，選擇進入「語言」選項後，可在此更改語言介面。選定要更改的

語言後，按下「確定」即可成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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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33.2話機功能選單說明

5-5 啟動錄音功能
當要使用FR-33.2話機提供的錄音功能時，除了直接按下FR-33.2話機上的「錄音快速鍵」      以開啟

錄音功能外，也可經由話機功能選單來進入。

在FR-33.2話機待機狀態下，按下「左功能鍵—功能選單鍵」便進入螢幕功能選單。選擇「錄音機」

選項並按下「確定」。

進入「錄音機」選項後，話機LCD螢幕會顯示「錄音啟動中」狀態，接著會詢問是否「要錄音」，同

時電腦螢幕會跳出FR-33.2錄音程式主畫面，便可開始進行操作。

當要使用FR-33.2話機提供的錄音功能時，除了直接按下FR-33.2話機上的「錄音快速鍵」      以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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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PEVO Control Center使用說明

6. IPEVO Control Center使用說明
6-1 開啟「IPEVO Control Center」程式
IPEVO FR-33.2 話機除了基本的撥出及接聽功能之外，你也可以利用「IPEVO Control Center」來設定

話機的音訊設定、鈴聲設定，以及控制台語言選擇等等。

在電腦桌面右下角工作列中的FR-33.2圖示，以滑鼠雙擊該圖示隨即出現「IPEVO Control Center」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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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PEVO Control Center使用說明

6-2 音訊設定
開啟「IPEVO Control Center」視窗後，在「音訊設定」中，可調整FR-33.2聲音輸出、聲音輸入、

Skype音訊裝置選擇以及視窗系統預設音訊裝置。

音量設定：藉由移動滑桿來調整話機聽筒的音量，以及麥克風的感度。

Skype音訊裝置選擇：你可以指定Skype的聲音輸入及輸出設備。當你使用 FR-33.2 話機時，在此項目

中，將「聲音輸出」、「聲音輸入」、「鈴響裝置」這三項音效裝置，分別都改成「FR-33.2」，然

後按下「關閉」鍵。

視窗系統預設音訊裝置：這是用來指定除了Skype之外，其他程式或裝置要使用哪一種音效輸出、輸

入裝置。開啟視窗系統音效控制面板，建議你將「音效播放預設裝置」指定為喇叭；「音效錄音預設

裝置」則指定麥克風等錄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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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PEVO Control Center使用說明

6-3 鈴聲設定
開啟「IPEVO Control Center」視窗後，在「其它設定」分頁中，共有十組有聲來電鈴聲可供選擇，

另包含「靜音」選項，可依據不同場合及喜好調整鈴聲。選擇鈴聲時，按下「試聽」鍵便可先進行試

聽，確認欲選鈴聲後，按下「關閉」即可成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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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eREC錄音軟體使用說明

7. freeREC錄音軟體使用說明
7-1 開啟freeREC
當要使用錄音功能時，只需在FR-33.2話機上按下「錄音快速鍵」     ，LCD螢幕會顯示詢問是否要錄

音的訊息，同時電腦螢幕會跳出freeREC主畫面，便可開始進行操作。
註：FR-33.2錄音軟體提供之雙向錄音功能，支援Skype 3.0以上版本。

當要使用錄音功能時，只需在FR-33.2話機上按下「錄音快速鍵」     ，LCD螢幕會顯示詢問是否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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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eREC錄音軟體使用說明

錄音前，可先於錄音程式主畫面中設定錄音檔案欲存放位置，可自行選擇錄音檔錄製完成後自動儲存

的位置，預設路徑是存放在「我的文件(My Documents)」中新增的「IPEVO Audio」資料夾。

7-2 調整一般錄音設定
開啟freeREC主畫面後，在軟體介面中點選「功能設定」，即可開啟錄音軟體之功能設定選項，預設頁

面為「一般設定」分頁，在此分頁中可進行相關錄音設定。修改設定完成後，按下「確定」完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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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eREC錄音軟體使用說明

(1) 錄音格式：

 可視個人需求選擇錄音格式為「WAV」檔或「MP3」檔案。

  附註：請注意此處錄音格式所提供之選擇中，「MP3格式」及其連帶設定功能，依據不同販售國家，可能
會有無法提供之情況，特此告知。

(2) 音訊設定：

  依據所選擇之錄音格式，將可進行相關錄音品質設定；「WAV」格式下可設定Sample Rate 錄音

取樣頻率，最高可達44.1K；「MP3」格式下可設定Sample Rate 錄音取樣頻率、Bit Rate等兩種

設定，Sample Rate 錄音取樣頻率最高可達44.1K、Bit Rate位元傳輸率最高達256K bits。

(3) 檔案名稱設定：

 可選擇設定檔案名稱為預設的「日期+時間」，或是視個人需求自訂檔案名稱。

(4) 隨機迴播模式：

  在此設定所需的迴播時間，可視需求設定倒退重複播放之秒數，共有三秒、六秒、十秒三種選

擇；回到FR-33.2錄音程式主畫面時，在任何錄音檔播放途中，按下面板上「隨機迴播」     按

鍵，即可依先前設定的迴播秒數，重複聆聽沒聽清楚的部分。

7-3 調整錄音裝置
開啟freeREC主畫面後，在軟體介面中點選「功能設定」，即可開啟錄音軟體之功能設定選項，切換

頁面到「裝置設定」分頁，以進行錄音裝置設定。將「錄音裝置」和「播放裝置」的下拉選單內容，

都改為「FR-33.2」後，按下「確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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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麥克風測試與音量控制
開啟freeREC後，可直接在主畫面上進行音量調整與麥克風測試。

(1) 音量控制：

  在主畫面中可調整錄音軟體所設定的音效裝置之音量大小；同時也可選擇「麥克風靜音」與「麥

克風感度自動調整」功能。

(2) 麥克風測試

  使用FR-33.2錄音前，可先進行麥克風測試，確認FR-33.2已連接完成可正常收音。選擇下圖紅框

線標示處「麥克風測試」來進行測試。按下該選項後，會有倒數15秒的麥克風測試時間，請對著

FR-33.2正常講話，此時會看到控制台左方之綠色橫桿來回跑動，表示麥克風收音正常，即可開始

使用FR-33.2進行錄音。

7-5 個人化設定--改變程式介面語言與更換面板
開啟freeREC主畫面後，在軟體介面中點選「功能設定」，即可開啟錄音軟體之功能設定選項，切換

頁面到「個人化設定」分頁，以進行程式介面語言變更與錄音程式面板更換。

(1) 語言選擇：

 在此處可選擇使用freeREC的介面語言。 

(2) 面板選擇：

 在此處可更換freeREC的不同風格面板，共提供三種面板樣式，可依據喜好選擇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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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疑難排解Q＆A

8. 疑難排解Q＆A 
8-1 如果不小心選擇了「請勿開放此程式使用Skype」，該如何變更設定？

Step.1 
在安裝FR-33.2驅動程式之後，電腦桌面會出現Skype的警告畫面，原本應選「永久開放此程式使用

Skype」，但若不小心點選「請勿開放此程式使用Skype」，這時，開啟Skype軟體視窗，從「功能」

項目的下拉選單中點選「設定選項」。

Step.2
進入「設定選項」視窗後，首先點選「進階」標籤頁，然後點選「管理其它程式使用Skype的權限」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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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進入「管理其它程式使用Skype的權限」

頁面後，點選IPEVO Control Center，然

後按下「變更」鍵，即會出現Skype警告

畫面。

Step.4
這時，將您不小心點選的「請勿開放此程

式使用Skype」，改成「永久開放此程式

使用Skype」選項，然後按「確認」鍵。

Step.5
改完設定，再次進入S t e p.3之下列畫

面時，可檢視一下此時IPEVO Control 

Center之右下方是否出現「並排黑色相反

向箭頭」，如有出現即表示已改為「永久

開放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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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電腦接上FR-33.2話機，其他軟體或遊戲的音效無法正常從喇叭發音？
先進入「IPEVO Control Center」、點選「音訊設定」分頁後，開啟視窗系統音效控制面版，將「音

效播放預設裝置」指定在電腦原本的音效卡裝置，其他音樂或遊戲軟體即可正常發音。

8-3 電腦接上FR-33.2話機話機，Skype聲音從喇叭出來，沒從話機出來？
若Skype的聲音無法從FR-33.2播放出來，那麼，先開啟「IPEVO Control Center」，點選「音訊設

定」標籤頁，在「Skype音訊裝置選擇」項目中，將「聲音輸出」、「聲音輸入」、「鈴聲裝置」三

個項目的下拉選單，分別改成 FR-33.2，然後按下「關閉」鍵，即可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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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產品保固與聯絡資訊

保固條款
本硬體產品FR-33.2(以下簡稱本產品)是愛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比科技)專為Skype通訊軟體所設計

的網路電話機，任何非使用本產品於Skype通訊服務使用之行為，均屬於非正常用途，愛比科技對於因非正常

使用所生之損壞，不提供產品保固服務。愛比科技對本產品的保固責任限於下列條款：

◎ 本產品保固限於原購買國家有效。

◎ 本產品保固限於硬體產品，且使用者必須依愛比科技所建議之使用方法正常使用及儲存。

◎  本產品保固期間為自購買起一年內，且非人為因素，如意外、濫用、誤用或是經過未授權的修復、修改或解

體，而導致本產品無法使用者。若因本產品瑕疵需退換貨時，請先將本產品送回原購買處，並附上購買收據

影本，退換貨後的保固期為原始保固期的剩餘時間。

◎ 本產品保固係由愛比科技提供，在保固期內若使用者發現產品不良，愛比科技可選擇： 

 (1) 使用全新或修理後的零件免費修理該產品。 

 (2)  用全新或能用的舊零件製造且在功能上至少與原來產品相當的產品來更換該產品，更換下來的零件歸愛

比科技所有。

 (3) 以全新的產品做更換。

除外及限制條款
如愛比科發現使用者在使用本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拒絕提供產品保固服務：

◎ 若本產品被非愛比科技專業人員以外的人拆卸或解體

◎ 若本產品被不正常的配戴、使用或儲存

◎ 若本產品被使用於非正常之目的

◎ 若由外力造成之不良或不當的操作

◎ 若使用非本產品所附之配件造成之不良

◎ 若因網路品質造成通話品質不良

本協議明示的擔保條件，將取代所有其他的保證責任。愛比科技拒絕所有其他保證，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適售
性、適合某特定用途以及不侵害他人權益之默示擔保責任，除愛比科技之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對此擔保進行任

何修改、延伸或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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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說明

‧支援Skype軟體操作使用

‧USB 1.1/2.0隨插即用（需安裝驅動程式）

‧檔案錄音格式：WAV或MP3格式

    註：「MP3格式」依據不同販售國家，可能會有無法提供之情況。

‧支援多國語言顯示

‧10種來電鈴聲切換

‧尺寸：16.5(長)×3.8(寬)×2.5(高) cm
‧重量：110 g

系統需求
‧Windows XP與Vista作業系統，Mac OS X 10.4~10.6 
‧400MHz 以上CPU，128MB以上主記憶體容量，50MB硬碟空間

‧寬頻上網環境(ADSL或Cable Modem)
‧USB介面

‧CD-ROM光碟機

聯絡資訊
如果您有任何與產品相關的問題，歡迎您透過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繫：

客服信箱：service@ipevo.com
客服專線電話：(02) 5550-8686
客服Skype帳號：ipevo_cs

愛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53號3樓
客服信箱：service@ipevo.com  |  客服電話：(02) 5550-8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