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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號碼

2  產品規格

talkfree box ID為此設備的預設號碼，不須任何
設定即可直接免費撥打。

智慧型聲音引擎

電話接口：RJ-11

尺寸：94×73×18(mm)重量：100(g)

Micro USB電源

網路接口：RJ-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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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ame：BV1106

001600162031MAC：
001600162031BOX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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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產品配件

02

talkfree box

網路線
電源接頭

USB線



3-2  安裝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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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網路

* 請額外準備一台電話機

talkfree box 市內電話

安裝環境(1) 網路接口有DHCP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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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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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free box 市內電話

安裝環境(1) 網路接口有DHCP功能

3-2  安裝環境示意圖

安裝環境(2) 如網路接口無DHCP功能，請將此
產品裝設於有DHCP功能之路由器後方

網路
電源

talkfree box

WAN LAN

市內電話

WAN LAN1 LAN2 LAN4LAN3

* 請額外準備一台電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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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步驟

talkfree box不能接中華電信或其他固網市話局
線，請另外準備一台電話機與talkfree box連接。

※ 網路環境影響通訊品質
talkfree box與FreePP APP之通訊品質，依裝置端的網路環
境而定，最佳使用環境為box對box；對手機建議使用Wi-Fi
環境優於3G品質，以便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3 步驟輕鬆安裝

接上網路線

接入電源線

接上電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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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立即免費撥打

完成以上安裝步驟後即可用這台talkfree box開始

免費撥打FreePP電話，您可直撥任一台talkfree 
box ID號碼，或任一台已下載FreePP APP的智

慧型手機。

1、talkfree box互打：請直撥對方Box ID號碼

2、撥打智慧型手機〈請先安裝FreePP APP〉：

撥打00＋國碼＋手機號碼

6  FreePP APP下載

智慧型手機可直接利用QR CODE下載，也可至

官網(www.FreePP.com)瞭解更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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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階設定

更改talkfree box ID號碼

talkfree box ID號碼可與市話或手機號碼進行綁

定功能，讓您不改變撥打習慣，也讓親朋好友不

用多記一組電話號碼。

(指定更改的號碼必須是有效且可接通的，因系

統會打電話到您指定的號碼，通過驗證才能完成

設定。)

步驟一：輸入指令碼

設定為市話號碼：請拿起連接talkfree box的話機

，輸入指令＃32＊00國碼＋區碼＋市話號碼＃

，系統將會覆誦您輸入的號碼，正確請掛上電話

，等待系統來電的通知，若發現輸入有誤，請重

新輸入正確指令。

(例如：設定台灣市話，國碼為886，區碼為03，
市 話 號 碼 為 6 0 0 1 2 3 4， 請 輸 入 ＃ 3 2＊

0088636001234＃)

07



7  進階設定

更改talkfree box ID號碼

talkfree box ID號碼可與市話或手機號碼進行綁

定功能，讓您不改變撥打習慣，也讓親朋好友不

用多記一組電話號碼。

(指定更改的號碼必須是有效且可接通的，因系

統會打電話到您指定的號碼，通過驗證才能完成

設定。)

步驟一：輸入指令碼

設定為市話號碼：請拿起連接talkfree box的話機

，輸入指令＃32＊00國碼＋區碼＋市話號碼＃

，系統將會覆誦您輸入的號碼，正確請掛上電話

，等待系統來電的通知，若發現輸入有誤，請重

新輸入正確指令。

(例如：設定台灣市話，國碼為886，區碼為03，
市 話 號 碼 為 6 0 0 1 2 3 4， 請 輸 入 ＃ 3 2＊

0088636001234＃)

07

設定為手機門號：請拿起連接talkfree box的話機

，輸入指令＃32＊00國碼＋手機門號＃，系統

將會覆誦您輸入的號碼，正確請掛上電話，等待

系統來電的通知，若發現輸入有誤，請重新輸入

正確指令。

(例如：設定台灣手機，國碼為886，手機門號為

0988-123123，請輸入＃32＊00886988123123
＃)

步驟二 : 輸入驗證碼

當您接起系統來電通知，請輸入驗證碼 01，即

完成所有設定。

若沒接到系統來電，表示可能您輸入的電話號碼

不正確，請重新操作步驟一。

(註：若您需要更改為其他號碼，只需重新操作

以上步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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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進階查詢

1.查詢設定的國碼

請拿起連接talkfree box的話機，輸入指令＃＊

31＃，系統將會告知您目前設定的國碼。

2.查詢設定的市話號碼或手機門號

請拿起連接talkfree box的話機，輸入指令＃＊

32＃，系統將會告知您目前綁定的號碼。

9 恢復原廠設定

請長按Reset鍵約五秒，燈號只剩下Power，紅

燈會開始閃爍，待恢復成亮藍燈，即恢復為原廠

設定。

10 進階免費撥打

撥打免費FreePP電話

使用相同國碼：發話端請直撥受話端設定的區碼

＋市話號碼或手機門號            
使用不同國碼：發話端請輸入00＋受話端國碼＋

區碼＋市話號碼 或00＋受話端國碼＋手機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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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 A   
886- 02-1231234

用戶 B  
886- 07-5675678

* 室內電話

* 室內電話

用戶 C  
886 -0988-321321 台北

花蓮

高雄

A打給B   
07-5675678

B打給C  
0988-321321

* 手機

國碼相同

若用戶皆設定為相同國碼，互相撥打不需加國碼

即可直接撥打，只需直撥對方綁定的號碼或

FreePP號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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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碼不同

若用戶設定為不同國碼，撥號前需加上對方設定

之國碼，只要對方BOX的國碼設定不變，就算對

方旅行至其他國家，其撥打方式仍相同。

A打給D   
0081-3-4564567

E打給A 
00886-21231234

D打給E  
001-7149148888

　 設定台灣國碼 A
886- 02-1231234

* 室內電話

　 設定美國國碼 E
1- 7149148888

* 手機

　 設定日本國碼 D
81- 03-4564567

* 室內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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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撥打非FreePP用戶

12

FreePP與不同的電信商合作，提供您更省錢的

網外通訊服務，若需撥打非FreePP用戶，請至

FreePP官網：www.FreePP.com 節費點數專區

瞭解更多詳情。

12 系統自動升級

talkfree box具備系統自動升級功能，系統升級中

，藍綠燈號交閃，拿起話筒時，將會有語音提示

「系統升級中」，請等候約兩分鐘的系統升級時

間，燈號恢復即可正常使用。



13 設備燈號說明

電源 狀態

供電正常 綠燈亮

網路偵測 紅燈閃綠燈亮

網路斷線 紅燈亮綠燈亮

網路連線 藍燈亮綠燈亮

系統升級 紅燈閃綠燈閃

燈號

狀態

網路偵測時所需時間，依所在位置的網路環境而

定，一般約為5-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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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竹縣新竹工業區中華路15-1號

Tel：+886-35981104 E-mail：customer@FreeP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