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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流程 

請按照以下步驟，完成firmware更新 

1.到中心FTP抓回新版firmware 
ftp://ftp.tn.edu.tw/P104SSTD021114 
放在喜歡位置，如C槽 

操作流程_1 

更新 

02111420060630.azf

ftp://ftp.tn.edu.tw/P104S-STD-021114-2006-06-30.azf


操作流程 

2.開啟命令提示字元，切換到C:\，執行 

tftp i  XX.XX.XX.XX  PUT P104SSTD 
(其中XX.XX.XX.XX請設定學校話機的 

提示符號出現時即傳輸完成。 

操作流程_2 

執行 

STD02111420060630.azf 
請設定學校話機的IP)



操作流程 

3.步驟2進行時，請千萬不要突然關閉電源或中斷連線 
tftp傳輸完畢時，話機會出現 
開機。 

操作流程_3 

請千萬不要突然關閉電源或中斷連線， 
話機會出現Upgrading...然後自動重新



操作流程 

4.話機重新開機後，請在話機上 

a. 先按 ＂speaker” 再按 

b. “輸入話機密碼＂ 
c. 按二次“OK鍵＂ 恢復出廠預設值 c. 按二次“OK鍵＂ 恢復出廠預設值 

5.重新設定話機IP及號碼等資訊 

請參考中心 網路電話相關說明 

http://voip.tn.edu.tw/explain.aspx 

操作流程_4 

請在話機上(重要步驟) 
再按 “255＊000 #“ 

恢復出廠預設值 恢復出廠預設值 

及號碼等資訊。 

網路電話相關說明 

http://voip.tn.edu.tw/explain.aspx

http://voip.tn.edu.tw/explain.aspx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1 

l 查詢安裝前版本 
(先按＂Mute/Func.”再按 

_1 

再按＂3”)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2 

l Tftp傳輸後韌體更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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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後韌體更新中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3 

l 韌體更新後話機重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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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體更新後話機重開機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4 

l 重開機過程 

_4 

注意 
開機完成後 

因新版本的軔體與前一版本差異較大, 
會發生不穩定的問題,需做初始化動作 

先按speaker再按255＊000# 
即可進入恢復出廠預設值程序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5 

l 恢復出廠預設值_1 

若已設定話機密碼， 
會先要求輸入密碼。 

密碼輸入完請按ok 

若無設定密碼會直接 
跳過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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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是否恢復出廠預 
設值? 請按＂OK”鍵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6 

l 恢復出廠預設值_2 

再按一次＂OK”鍵 
復出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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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確認要恢



操作過程影像流程_7 

l 恢復出廠預設值_3 
預設搜尋時間較久 

可在重開機時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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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搜尋時間較久，請等待 

可在重開機時按住MENU鍵跳過DHCP檢查



話機IP設定 

l 話機初始化後，所有的設定將會被清除 

l 所以需先設話機IP， 
過網頁來設定。 

l 網路話機基本操作方式 l 網路話機基本操作方式 

利用” ▲” ” ▼”切換選項 

利用” ◄” ” ►”和數字鍵做變更設定 

所有的設定將會被清除。 

，剩下的設定都可以透 

網路話機基本操作方式 網路話機基本操作方式 

切換選項 

和數字鍵做變更設定



話機IP設定_1 

l 設定Display Name 
當按MENU時會出現Display Name 
用的號碼 : ex:69094 

Display Name，此處輸入該話機使 

輸入完成後，按方 輸入完成後，按方 
向鍵 ” � ”



話機IP設定_2 

l 關閉DHCP 
利用”�”找到DHCP選項，利用 利用”�”切換為DISABLE



話機IP設定_3 

l 設定IP位置 
利用”�”找到IP Address選項 選項 

輸入IP :  ex: 192.168.1.1 輸入IP :  ex: 192.168.1.1 
輸入方式建議以 
192168001001 方式較不會 
出現錯誤



話機IP設定_4 

l 設定Subnet Mask 

按”�”找到SubNet Mask選項 選項 

注意： 注意： 
Subnet Mask 子網路遮罩 
若學校分配到的IP數是 
半個C請輸入255.255.255.128 
1個C是255.255.255.0



話機IP設定_5 

l 結束話機IP設定 
按下MENU後，話機會請求確認更新 話機會請求確認更新，請按OK儲存設定。



網頁模式設定 

l 設定完話機IP後，就可以直接透過網頁瀏 
覽器來設定其它話機的設定 

l 如 http://163.26.X.X 

若無法連線到話機，請參考話機IP設定 

就可以直接透過網頁瀏 
覽器來設定其它話機的設定。 

http://163.26.X.X:9999/ 

設定，檢查話機IP設定是否正確。



網頁模式設定_1 

l 輸入密碼 
初始化後，密碼已清除 

按確定即可繼續。 
密碼已清除，此時則不需輸入任何密碼，



網頁模式設定_2 

l 時間設定 

調整時區 

校時設定 

記得按 

版本已更新 

記得按Submit送出儲存



網頁模式設定_3 

l 話機IP設定 
Router IP ：通訊閘道 EX:163.26.X.254 
Subnet Mask 子網路遮罩:若學校分配到的 

請輸入255.255.255.128 ，1個C是255.255.255.0 

記得按Submit 

EX:163.26.X.254 

若學校分配到的IP數是半個C 
255.255.255.0 

Submit送出儲存



網頁模式設定_4 
l  Rigistar Server Domain(SIP SERVER) 

記得按 

Rigistar Server Domain(SIP SERVER)輸入163.26.2.3 

記得按Submit送出儲存



網頁模式設定_5 

l SIP帳號密碼設定 

Submit送出儲存成功後，UnRegister 
到設定2開始再做檢查。 

話機使用號碼/帳號 

帳號的密碼 

註冊狀態 

UnRegister會變為Rigister，若無則回



網頁模式設定_6 

l 開啟顯示未接來電功能 

記得按Submit 

開啟顯示未接來電功能 

Submit送出儲存喔 ! 

開啟顯示未接來電



網頁模式設定_7 

l 重新啟動話機



話機帳號密碼設定 

l 恢復出廠預設值後，話機並無設定任何密碼 
，有心人可能透網路去修改話機的設定 
議將話機設定密碼，提高安全性 

話機並無設定任何密碼 
有心人可能透網路去修改話機的設定，建 

提高安全性。



話機密碼設定_1 

l 連線到話機 
Ex: http://163.26.X.X:9999 

話機若已有設定密碼 
請輸入帳號密碼。 
若無則直接按確定 

:9999/ 

話機若已有設定密碼



話機帳號密碼設定_2 

l 設定使用者帳號 

注意:帳號有分大小寫 

完成後Submit送出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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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帳號 輸入帳號 

送出儲存 ! 接下來才是變更密碼！



話機帳號密碼設定_3 

l 變更密碼 

Change 點選Change後會出現右 
邊的小視窗，即可輸入密 
碼。 

Old Password:話機初始 
化後或本身無設密碼則免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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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機帳號密碼設定_4 

l 結束密碼變更 
變更後如圖 

完成後Submit送出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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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儲存



話機帳號密碼設定_5 

l 變更話機帳號密碼後 
調查，以備日後查詢 

l 網址為http://voip.tn.edu.tw/survey.aspx 
l 請詳實填寫各話機的 l 請詳實填寫各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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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話機帳號密碼後，請至網站填報話機 
以備日後查詢。 
http://voip.tn.edu.tw/survey.aspx 

請詳實填寫各話機的IP帳號密碼等資料。 請詳實填寫各話機的IP帳號密碼等資料。

http://voip.tn.edu.tw/survey.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