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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com VoxBox 藍牙/USB 免持聽筒可讓您在通
話中傳送及接收音訊，以 USB 線連接電腦或與藍
牙裝置配對後還可播放音樂。

Polycom VoxBox 功能
以下圖表說明 VoxBox 免持聽筒的各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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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不充電時，VoxBox 會在閒置 10 分鐘後
自動關機。移除 USB 線即可結束充電模式。

為 VoxBox 充電
免持聽筒充電時間可能需要三到六小時不等，依剩
餘電量和充電方式而定。
如要充電：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將 Micro USB 線從 VoxBox 上的 USB 連

接埠連接至您電腦上的 USB 連接埠。
 將 Micro USB 線從免持聽筒連接至一個

USB 插頭然後插到插座上。
電源按鈕會閃黃燈直到完全充電完畢。

啟動 VoxBox 時，音量指示器會顯示為白色直到使
用免持聽筒。

將您的電腦連接到 VoxBox

如要啟動 VoxBox：

使用 Micro USB 線來將 VoxBox 連接到您的電
腦，然後使用 VoxBox 來作為您的喇叭和麥克風。

» 按下電源按鈕。

關閉 VoxBox
不使用時，請記得關閉 VoxBox 以節約電源。
如要關閉 VoxBox：
» 按住電源按鈕兩秒。
狀態指示燈會閃白燈，免持聽筒關閉時會發出
一個聲音。

如要連接到 VoxBox：
1 將 Micro USB 線從 VoxBox 上的 USB 連接埠
連接至您電腦上的 USB 連接埠。
2 在您的電腦的系統設定或通訊用戶端中，
將 VoxBox 設為您的預設音訊裝置。

將藍牙裝置與 VoxBox 配對

關閉藍牙

更新 VoxBox 裝置軟體

將 VoxBox 與您的藍牙裝置配對可將其使用作為您
裝置的外部麥克風和喇叭。

如要使用 USB 線來將 VoxBox 連接到您的裝置，
請關閉藍牙。

如要與藍牙裝置配對：

如要關閉藍牙：

將 VoxBox 連接到您的電腦上以更新為任何可用的
軟體更新。有可用的更新時，應用程式圖示上會顯
示一個紅色指示。

1 按住藍牙按鈕兩秒以讓 VoxBox 進入可被偵測
模式。
狀態指示燈會閃藍燈。
2 在您的裝置上啟用藍牙，然後從可用裝置清單
中選取 Polycom VoxBox。

» 在免持聽筒上按下藍牙按鈕。

清除儲存的藍牙裝置
免持聽筒可儲存最多 10 部配對的裝置。清除藍牙
快取以移除儲存放在 VoxBox 上的任何裝置資料。
如要清除儲存的藍牙裝置：

在配對的裝置之間切換
VoxBox 可與最多十部裝置配對，並可與最多兩部
裝置連線。但是免持聽筒一次只能傳輸音訊給一部
裝置。

» 同時按住藍牙及音量減 (-) 按鈕五秒。
裝置會發出一個聲響然後狀態指示燈會閃
藍燈。

下載 VoxBox 應用程式

如要在配對的裝置之間切換：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關閉一部連線裝置上的藍牙。
 在一部裝置上停止播放音訊，並在另一部

已連線裝置上開始播放音訊。
 在可用藍牙裝置清單上選取 Polycom

VoxBox 來作為音訊來源。

VoxBox Companion 應用程式可優化與通訊用戶
端的通話控制功能。您還可使用此應用程式來更新
VoxBox 軟體及尋求協助。
此應用程式支援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Mac® 電腦。
如要下載 VoxBox 應用程式：

取消與藍牙裝置的配對
與一部藍牙裝置使用完 VoxBox，請從您的裝置上
取消配對。

1 在您的電腦上，在 Polycom Support 中找到
VoxBox 技術支援頁面。

如要更新 VoxBox 軟體：
1 使用 USB 線來將 VoxBox 連接到電腦。
2 在系統匣的應用程式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然後按一下「Updates」（更新）。
接著會顯示軟體更新頁面，如果有的話就會提
供應用程式和免持聽筒的軟體更新。
3 在 Firmware Update（韌體更新）下，
如果有可用更新的話請按一下「Update」
（更新）。

更新應用程式軟體
您可以在有任何可用的更新時，更新應用程式軟
體。有可用的更新時，應用程式圖示上會顯示一個
紅色指示。
1 在系統匣的應用程式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然後按一下「Updates」（更新）。
2 在 Software Update（軟體更新）下，
如果有可用更新的話請按一下「Update」
（更新）。

2 按一下 VoxBox Companion 應用程式連結。
3 同意 Polycom 的使用者條款與條件，然後按
一下「Submit」（送出）。

如要取消與藍牙裝置的配對：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4 在電腦上安裝應用程式。

 在免持聽筒上按下藍牙按鈕來關閉藍牙。

5 依照安裝指示完成安裝。

 從您裝置上的免持聽筒中斷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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