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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這個不景氣的社會中，各行各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並隨
著教育普及的提升，各學校間的競爭也隨之增加，尤其是大專院

校，因為就學學生的年齡層較大也較廣，學生的自主性也增強，

如何吸引這些學生來就讀自己的學校，並提高學生的忠誠度進而

打出良好的校譽吸引更多人來就讀，是學校管理中一項重要的門

檻，因此本組將運用企業營運方式轉換成學校管理制度，讓學生

及早融入校園，使用企業的經營模式為顧客關係管理及客服中心

方式來服務學生。 
  現在的顧客關係管理大部份都列入客服中心之內，而設計客

服中心的目的是為了能讓企業的服務人員與顧客一起完成某項事

件的處理，並實行企業與顧客的高效率互動，客服中心所提供的

服務是顧客滿意度的指標，理所當然就成為企業競爭的必備單位 
。客服中心的互動通路模式有：電話、傳真、Web、電子郵件、
簡訊、視訊和即時通訊等方式，顧客透過以上模式與企業的客服

中心進行連絡，達到與顧客高效率互動的實現。本專題規劃以學

校為企業，學生為顧客的模式，將學生列為學校服務核心，適時

了解學生需求，並快速提供完善的服務，便可大幅提升學生滿意

度。 
  因為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盛行，文書跟著Ｅ化，學校也

慢慢將客服中心融入學校裡不可或缺的部份，利用客服中心的概

念，延伸出另一個專為學生解決問題的即時輔導中心，使客服中

心成為學校接觸學生的第一窗口，並且是學校跟學生之間的溝通

橋樑，不論學生身在何處，只要可以利用電話，都可透過專線與

客服中心立即取得到有效的服務。而本研究的動機，是以商業的

客服中心為基本構想，建構出一個能方便又省時解決學生問題的

系統；本系統是使用鼎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再以專線電話做為

媒介，架構出本系獨自的線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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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企業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的概念，最主要是可以從中找出最具

有價值的顧客並加以區隔，界定出不同價值的顧客群，其主要目

的在於滿足顧客的需求、提高顧客滿意度、增加顧客忠誠度並增

加營業利潤。不過，這樣的理念在學校體系中並不適用，學生並

不能感同身受，所以為了能讓學生理解，此系統以上課方式作為

輔助教學或成為本系獨特的線上學生服務中心。 
本研究目的希望藉由商業的顧客關係管理之客服中心的基本

架構概念轉換為學生服務中心，經過本研究的評估後是可行的;爾
後再進一步規劃設計整個系統流程。 

總合上述，將系統之具體說明如下： 
A．探討顧客對企業之間的滿意度、忠誠度等觀念，並將此理
論套用到學生跟學校之間，可以使學生更容易了解到顧客及

企業之間的 CRM關係。 
B．將系統功能操作方式製作成書面資料，讓書面做為上課輔助
教材，可以讓使用者較快熟悉系統操作的方向，做為系統入

門的導讀。 
C．以專線電話為媒介，幫助系上導入此系統並輔導本系師生們
操作，進而提高資訊互動的便利性，以此增加學生的滿意

度，構成本系獨特的學生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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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專題在進行的研究的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困難與限制如下： 
     
    A.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專題研究對象只針對本科系學生，而學生基本資料方面 
  取得部分有的涉及個人隱私，因此研究對象方面範圍較小。 

B.研究結果的限制 
 目前本組的成果在於完成系統設定及系統測試，因系統方

面尚未橋接整合成為正式的 CTI客服中心系統，因此目前
屬於導入前期，所以學生滿意度的研究探討，只能以訪談

方式告知學生目前這些系統的功能，然後請學生以直覺法

告知對於此套系統的觀感，將數據歸納後，再來預測其系

統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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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顧客關係管理（CRM）理論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的本質是

一種企業策略的執行，而它的目標是將顧客的長期價值極大化，

讓公司的業務、行銷與顧客服務都能以顧客為核心，則透過資訊

科技的協助，有效做好顧客關係管理的工作，並精確地衡量成效。 
顧客關係管理係指企業運用完整資源，全面瞭解每位獨立顧

客，並透過管道與顧客互動，而達成提升顧客終身價值之目的，

換言之，傳統行銷以商品為核心，而顧客關係管理則以顧客為核

心。前者重視何種商品為暢銷品，而後者則重視何種顧客為忠誠

者。因此，為瞭解每位獨立顧客，首先必須建置完整的消費者資

料庫，資料庫中應記載每位顧客的互動資料，包括顧客基本資料、

顧客交易資料、顧客服務資料、活動回應資料及其他相關互動記

錄。繼而分析整體資料庫，找出顧客交易軌跡，以預測顧客購買

偏好，並把握所有與顧客接觸機會，達成促使顧客購買之目的。 
本節將在顧客關係管理裡分為四項：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 

、顧客關係管理之執行步驟、實施顧客關係管理之程序、顧

客關係管理之架構進行整理。 
 
2.1.1顧客關係管理的定義 
整理如下表 2-1： 
年代 學者 定義 

Bhatia 

顧客關係管理是利用軟體與相關

科技的支援，針對銷售、行銷、顧

客服務與支援等範疇，自動化與改

善企業流程。 1999 

Kalakota & Robinson
是一種整合性銷售、行銷與服務策

略下，所發展出組織的一致性。 

2000 R.S.Swift 

企業藉由與顧客充分的互動，來了

解及影響顧客的行為，以提升顧客

的贏取（Customer Acquisition），
顧客的留住率（Customer 
Retention），顧客的忠誠度
（Customer Loyalty）及顧客獲利
率（Customer Profitability）的一種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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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wana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及區別

顧客，以發展出適合顧客個別需要

的產品服務（P/S）的一種企業程
序與資訊科技的組合模式。 

吳欣穎 

有效利用企業功能支援與資訊化

能力，暸解顧客需求，探尋適合的

顧客，以協助最有效的方式購得產

品，提供整合性服務，並有效掌握

交易資訊。 

盧坤利 

利用資訊庫技術，使企業可以蒐集

所有的顧客相關資料，加以大量轉

換、載入、分析，並將這些資料加

以預測及分析，作為行銷策略制訂

的參考。 
表 2-1CRM定義 

 
Bhatia（1999）[註 1]指出所謂的顧客關係管理是利用軟體與

相關科技的支援，針對銷售、行銷、顧客服務與支援等範疇，自

動化與改善企業流程，而同時顧客關係管理的應用軟體不僅僅在

於多重企業功能（銷售、行銷、顧客服務與支援）的協調，也整

合了顧客溝通的多重管道，面對面（Face To Face）、電話中心（Call 
Center）與網際網路（Web），使得組織可視情況選用不同顧客所
偏好的互動模式。 

Kalakota & Robinson（1999）[註 2]對於顧客關係管理是一種
整合性銷售、行銷與服務策略下，所發展出組織的一致性。然而

在企業結合流程與科技的整合之下，找出顧客的真正需求，並同

時要求企業內部在產品與服務上力求改進，以致於顧客滿意與顧

客忠誠度的提升。 
R.S.Swift（2000）[註 3]針對 CRM是企業藉由與顧客充分的

互動，來了解及影響顧客的行為，以提升顧客的贏取率（Customer 
Acquisition），顧客的留住率（Customer Retention），顧客的忠誠
度（Customer Loyalty）及顧客獲利率（Customer Profitability）的
一種經營模式；然而 A. Tiwana（2000）[註 4]發現 CRM是企業從
各種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及區別顧客，以發展出適合顧客個別需要的

產品服務（P/S）的一種企業程序與資訊科技的組合模式。其目的在
用以管理與老顧客的關係，以使他們達到最高的忠誠度，留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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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潤貢獻度，並同時有效率選擇性的吸引好的新顧客。 
吳欣穎（2000）[註 5]認為將顧客關係管理歸納為企業有效利

用企業功能支援與資訊化能力，暸解顧客需求，探尋適合的顧客，

以協助最有效的方式購得產品，提供整合性服務，並有效掌握交

易資訊，以調整行銷策略，確保顧客滿意並開發市場機會，創造

更高利潤，其盧坤利（2000）[註 6]將國內外的顧客關係文獻整理
為「利用資訊庫技術，使企業可以蒐集所有的顧客相關資料，加

以大量轉換、載入、分析，並將這些資料加以預測及分析，作為

行銷策略制訂的參考，使其執行的成功機率提高，而達到提高利

潤及降低成本的目的之系統」。 
童啟晟（2000）[註 7]提出 CRM是一種支援介面系統，包括

行銷與銷售系統。其中行銷部分包括市場研究、產品測試開發管

理、廣告行銷、活動管理、利潤與顧客區隔分析等；銷售部份則

包括電話行銷及來電顧客服務系統。因此，在 CRM之領域中，相
關資訊科技之運用亦是相當重要之一個環節。將上述學者對 CRM
所做的定義。 
 
2.1.2顧客關係管理之執行步驟： 

Kalakota & Robinson（1999）[註 2]則在 E-Business：Roadmap 
For Success一書中提到，企業必須妥善管理顧客之生命週期，而
企業在 CRM之執行面上必須執行三個階段步驟，包括取得、增強
及維持，才能為企業創長期之利潤，也同時配合不同階段下各異

的功能性解決方案，產生整合性顧客關係管理應用。以下將此三

階段分述如下： 
A. 取得新的顧客： 
藉由在便利與創新上的突破，將產品與服務提升到新的境

界，以贏得新的顧客。對顧客而言，價值來自於優異的產品，

再加上卓越的服務；因此該階段之策略目標為降低顧客第一

次消費的障礙，讓潛在顧客能平順的轉換成有交易的顧客。 
B. 改進現有顧客的收益性： 
藉著鼓勵及有效運用交叉銷售（Cross-Selling）及提升銷售
（Up-Selling），使企業能增強與現有顧客的關係，也同時
對顧客而言，其價值在於以低廉的成本獲取企業所提供之最

大便利，因此，一次購足（One-Stop-Shopping）之服務便是
最明顯之實例。 

C. 長期維持有助企業獲利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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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顧客的重點在於服務的調整能力，亦即提供顧客想要

的，而非市場所想要的產品，其價值來自於企業透過顧客偏

好模型（Propensity Model）之建立，運用該模型分析顧客
之喜好及生命週期內之購買行為變化，以獲取顧客對企業之

長期利益。 
    另外，為了有效推行顧客為中心之管理流程，Kalakota & 
Robinson提出整合式顧客管理關係之觀念，如圖 2-1： 
   
   
   
   
   
   
   
   
   
   
   

 圖 2-1整合式顧客關係管理觀念 
圖 2-1整合式顧客管理關係觀念 

 
2.1.3實施顧客關係管理之程序 

NCR公司助理副總裁Ronald S.Swift在遠擎智慧企業部所舉辨之
2000年「一對一行銷」研討會中名為「一對一行銷執行顧客關係管
理以提升企業利潤」之專題演講中指出，以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的四大

步驟為知識發掘、市場規劃、顧客互動、及分析與修正，此顧客關係

管理包含四個相互緊密關聯的循環過程，分別如下[註 8]： 
A. 知識發掘（Knowledge Discovery）  

       擁有一個龐大而隨時更新顧客資料庫最大的功用在於盡
可能反映出顧客的全貌產生各種綜效，進而幫助決策者和

市場行銷人員做出下列決定： 
甲. 顧客確認：辨別出信用良好、有正面價值的顧客，並
且投入最多資源在利潤貢獻度最高的顧客身上，同

時，對企業營運於來損失的顧客，也需要分析其背景，

且並盡量減少帶來的損失。 
乙. 顧客區隔：將不同背景、需求的顧客區隔開來，以依
其個別需求作一對一行銷。 

顧客生命週 獲取   增強   鞏固 

部份功能性 

解決方案 

直效行銷 交叉與提升銷 主動服務 

 完全整合

的 

銷售能力的自動 顧客支援 

整合式顧客關係管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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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顧客預測：從現有的銷售情況、顧客反應出預測，訂
定不同的市場行銷策略。 

B. 市場規劃 （Market Planning） 
       有詳細深入的顧客資料，即可用來設計新的市場行銷計

畫，亦即先據此擬定出一個與顧客有效的溝通模式，再依

顧客之反映，進一步設計出促銷活動，並找出有效的行銷

管道與吸引顧客上門之誘因。 
C. 顧客互動 （Customer InteraCTIon） 

       針對的是運用相關即時的資訊與產品，透過各種互動管道和
辨公室前端應用軟體（Front Office Application，包括顧客服務
應用軟體、業務應用軟體、互動應用軟體），執行與管理和顧

客以及潛在顧客之間的溝通。 
D. 分析與修正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分析與顧客互動所得到的新資訊，持續瞭解顧客的需

求，並根據該結論來修正之前所擬之行銷策略，以尋求

新的商機。Ronald S.Swift強調，此階段可以回答下列幾
項重要問題： 
甲. 何種產品或產品組合為公司帶來最大的營收與利潤? 
乙. 通常什麼樣的顧客最會流失? 
丙. 什麼樣子的顧客是最忠實的顧客?他們通常會在什麼
時候用我們的產品或服務? 

丁. 某一項產品的促銷活動為該產品帶來多少營收? 
戊. 不同的定價策略是否會改變我們的市場佔有率? 
己. 如果用交叉銷售的特別促銷方式可以吸引哪些顧客前來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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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CRM之循環過程  

 
2.1.4顧客關係管理之架構 
  到目前為止早有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數種對顧客關係管理方
式，本研究彙整各學者所提出的 CRM架構。 
   林義堡（1999）[註 9]提出，以顧客知識形成的流程來看，從自
顧客端所獲取的原始資料，到整理分析成為有價值的顧客資訊，

顧客關係管理的架構圖如下四個階段來劃分及圖 2-3： 
A. 資料、資訊的蒐集： 
知識是經由資料（Data）與資訊（ Informat ion）     
蒐集整理而來，因此一個重要的課題便是如何即時地、全

面地、便利地蒐集顧客相關的資料，否則片面性的資訊無

法涵括所有的服務需求，延遲的資訊可能延誤商機，不便

的資料蒐集方式則會使效率大打折扣。 
B. 資料、資訊的儲存與累積： 
資料的儲存，關係到後續資料使用的便利性，因此如何適當

地、安全地儲存也是重要的步驟。適當的資料儲存程式，

能讓後續的資料處理速度加快，而安全的資料控管方式，

才能保障商業機密。 
C. 資料、資訊的吸收與整理： 

整理各種資料與資訊、萃取其中精華並將其制度化，並找出

背後不易理解的隱藏知識等，皆提升企業力與提供主動關係

行銷的課題。 
D. 資料、資訊的展現與應用：資料蒐集的最終目的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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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使用者友善的使用介面，即時地、安全地、方便

地將資訊與知識等整合性的資訊呈現給最終使用者是非

常重要的環節，同時此程序也影響整個系統的成敗。 
 

    吳欣穎（2000）[註 5]針對整合性顧客關係管理應用的三步驟，
將顧客關係管理擴大為企業對顧客滿意實現的四大核心關係。依

企業與顧客間的關係進展，區分為顧客獲取、顧客購買、顧客服

務及顧客分析四大部份。而顧客關係乃以此實現顧客滿意的四大

核心關係為中心，分別就顧客發展與資料回饋兩種資訊的流動方

向 
，建立循環性的顧客關係流程，也同時各種資料處理與行銷管理

的輔助科技更賦予顧客關係管理新一層的意義。因此，這個以顧

客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就以核心關係、顧客關係與資訊科技建立

起顧客關係管理的整合性架構。 
 
 

 
     圖 2-3顧客關係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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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理論 
  隨著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伴隨著顧客導向的商 
業趨勢，有效快速的回應顧客需求，是顧客服務品質的基本要求。 
在企業競爭日益激烈及產品技術及功能愈形接近的情況下，能即 
時及有效的提供顧客所需要的產品及差異化服務，就能佔有競爭 
優勢，創造企業的價值。 
 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出現，為企業與顧客搭起了一
道橋樑，在強調服務的年代，客服中心成為企業與顧客接觸的最

佳管道，因此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就在顧客服務愈來愈重
要的趨勢中因應而生。 
  本節將在電話客服中心裡分為三項：（一）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定義、（二）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演進、
（三）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之構面。 
 
2.2.1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定義 
近年來，服務業日漸蓬勃發展，相對的競爭也非常激烈，有鑒

於學者Heskett（1990）[註10]所說的：開發一個新顧客所需的成本
為維護一個舊顧客的五倍以上。因此，取勝的關鍵不再只是自家

產品的優越性，如何提升服務品質、重視顧客被服務的感覺才是

目前服務業主要的競爭因素，而這也是客服中心出現的原因。  
  Serchuk（1997）[註11]對於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可
提供給組織的價值在於，電話客服中心能為企業提供更多與顧客

接觸的機會，而電話客服中心是贏得競爭優勢、提供銷售管道

的單位中心，另一位國外學者Holt（1998）[註12]提到，組織之
所以成立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主要是因為電話客服中
心能夠降低營運成本、得到顧客忠誠度、快速反應及解決問

題，而Taylor & Bain（1999）[註13]定義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具有三大要素：「(1)員工專門處理顧客服務、(2)工作
中同時使用到電話和電腦、(3)使用自動話務分配系統來處理電
話」。且廖志德（2000）[註14]指出在顧客滿意度日形重要的
環境下，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不但能協助企業善用電腦、
網路及電話科技，將以往被動的查詢服務模式轉變為主動且機

動的全方位服務模式，提供更方便的人機介面與有效的資料管

理及後續的服務追蹤，因此有許多企業開始認真地衡量及評估

引進電話客服中心對企業產生的效益。 
  Cleveland & Minnucci（2000）[註15]認為電話客服中心（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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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利用人員結合電話、電腦與網路等資訊科技，一方面
可依據顧客的需求，提供最迅速、正確、專業的服務；另一方

面則可依據企業的策略，主動或被動的提供產品資訊以進行服

務、行銷和銷售等工作。因此，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是
一個由策略(strategy)、人員(people)、流程(process)和科技
(technology)所構成的系統，這個系統能有效的將企業資源整合
起來以與顧客互動，滿足顧客的需求，而電話客服中心是一個

集語音技術、呼叫處理、網路、系統整合等多種資訊技術為一

體的綜合性服務系統。 
趙新民（2001）[註 16]也指出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

是企業直接服務與面對顧客的第一線，對於許多產業而言，它

肩負起企業既有顧客的維持與新客源的開發之重要使命。因

此，深入了解電話客服中心的定位、功能與應用、基礎建設、

運作模式等將有助於發揮電話客服中心的價值與效益。電話客

服中心是接觸顧客的一扇窗口，協助服務顧客以及增加產品的

銷售。電話客服中心從起初的幾條客服專線開始演進，隨著科

技的進步而賦予了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更多元方便的功
能。從部門組織的角度來思考，可以把電話客服中心定義為『一

個或是一群組的電話服務，專門為特定的業別與服務屬性，接

收來電或外撥電話』，或是『專門設計一個最迅速、最有效率

及便捷的接收來電與外撥電話的環境』。 
 
2.2.2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演進 
 李明德、曾俊欽(2003) [註 17]，客服中心起源於二十世紀七
十年代，系統發展經歷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隨著科技的進

步，透過多元化的管道，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客服中心起源於 1970年代，發展至今，在李明德和曾世

忠（2003）[註 18]著作「科技客服，客服中心的系統建置」中
提到，電話客服中心總共歷經了四個階段：  

(1)  第一代客服中心－申訴專線：客服中心發展初期，各
項技術發展尚未純熟，各企業主要以一條服務專線受理顧客抱

怨、諮詢等服務，服務品質不高。  
(2) 第二代客服中心－自動話務分配系統、互動式語音回

覆系統：由於通訊技術發展的日漸純熟，因此出現了能夠透過

電腦運算，自動將電話轉給適當的客服人員的自動話務分配系

統（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 ACD）。之後，企業又發現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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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會來電詢問相同的問題，客服人員必須一直重複回答相同

的答案，於是互動式語音回覆系統（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IVR）便應運而生，其主要是將一些單純且容易回答，加上重
複性高的問題輸入互動式語音回覆系統中，能夠在顧客來電

時，自動的提供其答案。  
(3) 第三代客服中心－電腦電話整合技術（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CTI）：到了 1990年代，在客服中心系統
發展史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透過最新的電腦與電話整合技

術，每當顧客來電時，便會連線至電腦資料庫擷取客戶資訊，

在轉接給適合的客服人員同時，其電腦螢幕上會自動顯示出顧

客的資訊，並記錄每一次的服務內容。 
(4) 第四代客服中心－multi-channel：客服中心系統發展至

今，便已進入第四代，最重點式的突破即為整合了網際網路技

術，使客戶不僅能夠透過電話與客服中心聯絡，更能夠連至公

司網頁自行點選需要的查詢資訊，此時，客服中心正式轉型為

提供顧客多重服務管道的多媒體接觸中心（multimedia contact 
center）。  

 
  隨著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演進的過程，其定位也隨
即發生變化。以過去而言，由於功能與應用的限制使得電話客

服中心只能夠單純地提供一些簡單的服務項目，而且其服務顧

客所產生的電話費、技術支援、人力資源、設備等，完全成為

企業設立電話客服中心必須負擔的成本，因而，電話客服中心

（Call Center）除了服務的定位外，亦被視為成本中心(Cost 
Center)。然而，由於資訊科技的普及與快速發展，使得電話客
服中心的功能與應用大量增加，也造成電話客服中心逐漸擴展

出新的定位。 
就服務定位來看，目前企業將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視

為提供顧客服務主要通路的原因有二： 
(一) 電話客服中心可以直接與顧客進行對話，適時反應市場

狀況與消費者聲音，以掌握並確保顧客對服務的滿意度。 
(二) 電話客服中心透過人員與顧客的互動聯繫，較易掌握顧

客需求並可立即直接回應。基於上述的原因，縱使電話客服中心

的初期設立的成本昂貴，然而在其效益一旦發揮之後，往往有助

於企業市場上的競爭，因此，成本中心的概念逐漸轉移成利潤中

心(Profit Center)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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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電話客服中心所能夠提供的效益並不僅只於服

務顧客而已，包括企業整體服務成本的降低、顧客滿意度與效率

的提升、行銷與銷售管道的增加等，都是新一代電話客服中心功

能發揮後，所帶來的具體效益(Bradshaw,1999) [註19]。如表2 
產業 應用 

電信業(第一類電信事業、第二類

電信事業)a 
顧客服務、帳務繳款、施工派

工、設備報修等。 
金融保險業(銀行、壽險或產物保
險、證券或信託基金公司、信用卡

機構等)a, b 

顧客金融、電話行銷、帳款催

收、關係維繫、保險理賠、語

音下單等。 
政府機構d 便民諮詢、民眾意見、公共服

務、急難報案。 
高科技製造業a 技術支援、客訴處理、保固維

修。 
醫療業a 語音掛號、查詢、諮詢服務。

媒體業d 民意調查、收視率調查、叩應

節目。 
運輸快遞業a 租車、訂位、快遞查詢等。 
社福機構d 生命線、捐款專線、心理諮

商、電話關懷。 
教育機構d 語音註冊、語音查榜、成績查

詢。 

詐騙集團d 

 

簡訊詐騙、信用卡詐騙、恐嚇

詐騙。 

表2-2各產業電話客服中心的功能 
註：資料來源：a.林琬儒，2000[註 19]。 b.高子欽，2003[註 20]。
c. 曾世忠，2003[註 18]。d.廖恩青，2004[註 21]撰寫整理。 
 
2.2.3電話客服中心（Call Center）之構面 
  吳欣穎（2000）[註 5]指出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下，各產業
所設立的電話客服中心可以三種不同的構面來描述： 
(一) 應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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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新民，2001) [註 16]指出以整體功能面來看，電話 
客服中主要可分為進線服務、外撥服務等應用作業形式： 
A．進線服務： 
進線服務指服務專線的接聽，即顧客可透過撥打電話客服

中心專線電話，由語音或客服人員提供各項進線服務。使服務

範圍包括電話下單、產品諮詢、問題答覆、客訴處理、資料查

詢與修改、技術技援等，也隨著時代演進，除了電話外，顧客

藉由傳真、E-mail等廣義的來電服務管道，同時透過資料傳輸
媒介陸續運用在進入電話客服中心尋求協助服務。 
   B．外撥服務： 

高子欽(2003) [註 20]指出顧客導向的市場潮流驅策下，以
服務專線來提供服務的模式已漸漸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於是

主動撥出電話進行顧客關懷，已成為潮流等資料傳輸媒介來接觸

顧客以進行特定商業活動，而外撥服務內容包括顧客聯繫、售後

客服、電話行銷、帳款催收、活動通知、顧客調查等等。 
(二)功能面： 

電話客服中心的功能面，一般可以提供各種與行銷、 銷
售、服務、調查等相關應用，而在配合各產業的特性後，由於

著重的部份不同，使各自衍生許多特殊的應用項目。然而，與

進線、外撥的功能模式結合後，電話客服中心更可以做到電話

行銷、訂單輸入、帳款催收、顧客支援服務、產品資訊提供、

滿意度調查等應用。 
(三)傳輸面： 
傳統電話客服中心的資訊傳輸往往只能夠透過電話或傳真

的方式，而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增加了許多資訊傳輸

的方式，包括電子郵件、自動語音系統、網路線上留言及網路

電話等，同時這些不同的傳輸媒體之間也不斷的進行整合，企

圖能夠即時回應顧客的需求，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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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網路電話(VOIP)理論 
  網路電話簡單的說就是透過網路來使用封包傳遞，將類比

的語音轉換成為數位的資料，再傳遞給另一方，來達到類似傳

統公眾電話網路(PSTN)電話的功能，但事實上的運作越有其複
雜性，網路電話因為利用了大量的數位技術，因此也比傳統的

電話網路更具附加價值，主要可分為三種模式： 
PC-to-PC網路電話模式：為最原始的網路電話模式，原理

是運用 Internet傳遞語音資料封包，這種模式雖有許多的缺
點，但卻也是現階段最多使用者所使用的模式。做法為：PC
兩端必須使用相同的通訊協定，通話時需連接網路，並且利用

PC來進行通話，因不需經過 PSTN，所以通話價格上也相對的
便宜。許多網路業者都提供給使用者免費使用，並且提供相當

高品質的話質，而缺點就是使用者必須使用電腦，並且需連線

上網際網路，反而造成部分使用者的不便。 

 
圖 2-4 PC-to-PC網路電話模式 
 
 

PC-to-Phone網路電話模式：此模式透過 PSTN modem 
gateway將數位封包轉換成類比訊號，再透過 PSTN網路傳遞
訊號。因為 PSTN網路收費較 Internet高，因此 PC-to-Phone
模式被業者視為最容易獲利的方式，如 SeedNet和 Skype都有
提供這類型的收費服務，雖然需收費，但仍比傳統的 PSTN網
路或行動電話便宜許多。 

 
圖 2-5 PC-to-Phone網路電話模式 
 

Phone-to-Phone網路電話模式：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
得 VOIP的技術蓬勃發展，因而迫使著電信業務必須以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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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作為基礎。導致此模式是目前網路電話通訊業者開發的重

點，許多企業運用此模式來作為節費電話。 

 
圖 2-6 Phone-to-Phone網路電話模式 

 
2.3.1網路電話(VOIP)定義 

VOIP是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的簡稱，是一種透過網際
網路或其他使用 IP技術的網路，來實現新型的電話通訊，根據實
質的操作目的，可將 VOIP引申翻譯成網路電話。[註 22] 

網路電話，是指利用網路電話軟、硬體將輸入的聲音信號取

樣，然後將該訊號壓縮轉換成數位語音封包，並透過 TCP或 UDP
協定，以網際網路作為通訊媒介，以數據分封交換的方式傳送給

遠端的對方，而收話端會將網路封包重組回語音封包，再解壓縮

且轉換，恢復成語音的訊號，並以壓縮演算法對延遲或失蹤的訊

號做補償以及微調，以進行雙方通話。廣義的定義為：透過網際

網路進行交談之應用，並以語音交談為主。[註 23]  網路電話服
務需具備兩種條件：『網路電話應用服務』及『連結網路電話應

用』，(Voice-over-Internet-protocol application)是指使用軟、硬體、
或網路設備，透過公眾網路或利用網路協定之私人網路或其他相

關協定，提供使用者即時之雙方或多方的語音通訊。而「連結網

路電話應用」指網路電話應用可接收或傳送語音通訊到公眾交換

電話網路系統。 
  網路電話技術上的定義為：將原本為類比的聲音訊號以數據

封包(Data Packet)的型式在 IP數據網路(IP Network)上做即時的傳
遞。台灣第二類電信事業管理規則(2004年)，將網路電話定義為：
「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與接收所提供之語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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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網路電話的演進 
  網路電話(Internet Telephony, IT)起源於 1995年 2月以色列軟
體公司 VocalTec所推出的第一套網路軟體 Internet Phone (簡稱
I-Phone)，這家以色列公司首度將語音訊號壓縮為 IP封包 
，在兩台電腦之間成功地互相對話，這是最早期時，形式最為簡

單的 VoIP技術。因此網路電話又稱為 IP電話，為了因應人們過
去使用傳統電話的習慣，之後陸續的有以電話型態的產品出現。 
  有些業者想到不僅是可以運用軟體可以做到 VoIP功能，再進
一步的只運用硬體設備就可做到 IPhone的功能，做法很簡單，只
需接上傳統電話機就可以打國際電話、室內電話、手機⋯等，不

必再透過電腦的耳機和麥克風，就和撥打傳統電話一樣的簡單且

方便。 
  在 2000年之前，網路電話一度被喻為網路世界的殺手級應
用。電信業者們以及製造商們紛紛注意到這個趨勢，因此把握商

機，在 1996年至 2000年間出現了大量的可以連結 Internet與公眾
電話網路(PSTN)的通訊設備。但由於在 1996年至 2000年間所使
用的網路環境大多以窄頻的撥接方式為主，技術不夠成熟，速度

也不夠快，所以導致通話常有斷續、延遲的狀況發生，音訊品質

也比不上傳統電話。而近幾年來，隨著網路頻寬加寬，以及閘道

器數據封包技術的提升，使得網路電話已可媲美傳統電話，快速、

方便，最重要的是可節費，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裝設網

路電話，網路電話已一步步的侵蝕著傳統電話的客源。[註 24] 
  未來消費者所重視的將會是更好的通話品質、附加價值以及
通訊服務整合，網路電話的發展將朝向與電子商務服務整合，讓

消費者可直接在網路商店上，即時的與服務人員對談，影像、傳

真、聽語音信箱、多方對談…等。 
 
2.3.3網路電話系統之功能 

利用傳統電話或網路電話皆可撥打電話進入系統，接著進入

語音服務，使用者可依照自己的需求進入不同的選項來做查詢，

如所需要進入到關於個人化查詢之選項時，系統可能會要求輸入

辨識碼，伺服器即可查詢出是哪位顧客和叫出所要查詢的資料，

近期公告可以事先錄音好，以語音方式撥出，意見與建議也可以

用錄音方式留下使用者的留言。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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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網路電話流程圖 

2.3.4網路電話的運用 
 由於網路已建置於各機關學校，運用網路連接至世界各地的特

性，使用網路電話，取代原本傳統電話的高費率通話費，以較低

成本的電信費用通話。臺北市政府為了增進便民服務、有效進行

民眾與各機關間的業務聯絡洽詢、降低公務上的電話費用，導入

網路電話平台，與既有電信網路整合，創新服務。 
  網路電話運用在政府機構上─臺北市政府導入網路電話平台

所獲得的效益為：[註 25] 
A．有效降低公務通訊費用：透過網路（Internet）與交換機的         
整合應用，讓各機關與各級學校能以網內互撥的方式溝通聯

繫，達到網內互撥免費的節費效果。 
B．網路電話讓市民與市府溝通更順暢：市民不論身在何處，只        
要以電腦連上臺北市政府或各級機關學校的網頁，即可進行 

免費通話，不僅便利市民洽公，更為民眾省下通話費。 
C．各機關間的業務聯繫使用原有電話號碼：只需使用既有話機， 

即可通話。 
D．提升寬頻網路的應用：藉由語音、資料、視訊與既有網路之整    
合，創新服務並提升寬頻網路之應用。 

  網路電話運用在企業上可為企業帶來營運效益，所獲得的效

益為： 
A．降低通訊成本：可即時視訊，減輕外出奔波的辛苦與費用。網        

路電話網內互打免費，更可大幅降低電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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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升工作效率：各部門單位之間的聯繫、與顧客之間的聯繫，
可隨時隨地即時語音溝通，大幅減少往返時間，隨時多方討

論、解決問題。 
C．拓展業務：對於顧客的拜訪是一定不能少的，只要透過網路電
話，在公司裡也能親自、即時地服務外地的顧客，減少往來

交通費用以及電話費。 
D．增加企業價值延伸顧客基礎：可跨國、跨區域亦可於兩岸三地
的公司與工廠間之聯繫縮短往返時間及通話費。 

  網路電話運用在個人上，所獲得的效益為： 
A．節省通話費用：與跨區域、跨國界的親朋友有聯繫，比撥打傳
統電話的費用，明顯減少許多。 

B．極佳的移動能力：移動一個 IP電話到另一個房間是非常容易
的，只需電話插入到新房間裡面的一個乙太網路(Ethernet)插
座內即可使用。 

C．極佳的多媒體整合協同能力：VoIP技術易於整合資料、語音、
電子郵件、傳真、視訊等服務到單一平台上，如此在多媒體

的整合管理與系統升級上，將更具方便性與彈性。 
D．更先進的服務：VoIP將提供更多的新服務，如語音郵件、電
子商務功能、客服中心的服務、以及整合現有的各種電話服

務，包括緊急通報系統(如 112、119…)、電話位置定位、即時
訊息服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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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研究流程 
  本研究按照圖 3-1製作，首先確定「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品質、
顧客滿意」運用於校務管理之方向，引發探討顧客關係管理以科

技系統作為媒介對「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之動機與研究目的，

進而規劃設計適用於本科系的客服中心並測試系統，將系統評估

與改善後，最後再藉由訪談，歸納出結論與建議。 
 
 
 
 
 
 
 
 
 
  
 
 
 
 
 
 
 
 
 
 
 
 
 

   
 
 

     圖 3-1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對象訪談 

建立系統內容設計 

系統評估與改善 

規劃研究架構 

相關文獻資料探討 

設定研究目的 

測試系統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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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方法 
    因為這幾年以來顧客關係管裡在企業造成熱門的話題，但是
應用在學校方面卻很少見，而其兩者的關係在文獻資料中更是少

之又少，所以本專題的研究設計是採用探索性個案研究。一般研

究的功能有四個層次：了解、解釋、預測及控制，因此個案研究

的功能偏重在「客觀事實的了解」及「主觀的解釋」。 
  Benbasat等人(1987) [註 26]認為個案研究法的優點有三項(1)
研究者可在自然而非操弄得環境下了解現況，並可從實務中觀察

衍生理論；(2)個案研究較易於明白整個事件過程發生的本質與複
雜；(3)面對迅速變化的研究領域(例如，資訊科技)，個案研究法
較能洞燭機先。 

本專題是將鼎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與舜遠客服中心對科系

管理的影響，研究對象為該科系學生，並使用多種資料收集方

法，如閱讀紀錄文獻、實地觀察、訪談、問卷調查等。研究中不

操控變數，只針對系統對服務能力如何產生影響，以及服務能力

與學生滿意度的關係，然後對個案實際上發生的事實做資料的收

集並加以解釋，最後做出該科系導入系統前後差異的結論。 
  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方法概括以下三大方向： 
(一)文獻資料統整分析 
    首先針對顧客關係管理對企業的影響因素做分析，發現客服
中心對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的影響，進而收集客服中心所需之程序

規劃資料，以作為本研究的理論依據。 
(二)系統功能分析 
    藉由鼎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設計客服中心，該科系提供學生
基本資料，由本組操作系統後輔助該科系使用，系統測試後了解

學生關係管理與管理者的系統功能，並製作系統流程圖分析各系

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的特色。 
(三)預測分析 
     目前系統還在測試中，並未正式上線，因此本組以商務科
技管理系客服中心對於該科系學生預計使用之觀感，探討其文獻

理論與系統架構結合後的功能運作，預測其應用程度的可行性與

正確性。訪談對象為該科系學生，訪談內容為此套系統對學生來

說是否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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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架構 
    本專題所要探討的是影響個案科系導入 CRM與客服中心的
關鍵成功因素與效益分析，如何將 CRM與客服中心應用到學校
上增加競爭優勢。本專題根據文獻探討與預測的結果，建構出關

鍵成功因素與效益分析的觀念架構，探討科系在導入 CRM與客
服中心時，如何根據所處的環境及科系本身所擁有的競爭能力和

資源，考量科系目前在競爭環境中所處的地位，並依此發展科系

導入顧客關係管理之策略目標，再經由觀察科系導入 CRM和電
話客服的過程、系統架構等，發掘出科系在導入 CRM與電話客
服之關鍵成功因素與效益，進而訂出適合的解決之道，為科系建

立出競爭優勢。考量「科系本身關鍵成功因素」、「系統特性」、

「CRM系統內涵」，藉此探討個案科系在導入 CRM與電話客服
之後的效益。如下圖 3-2 

 
圖 3-2研究架構 

 

影響導入CRM和客服中心的關鍵成功因素與效益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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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成果 
4.1導入個案科系簡介 

    嶺東科技大學的商務科技管理系鑑於全球經濟客觀環境條件
及產業結構調整之變遷，工商企業需朝國際化、效率化、精緻化

轉型。因此，此科系專門培養精通外語及溝通技巧、熟悉辦公室

科技應用與具備國際觀管理知識的專業商務管理人才。 

科系重點特色： 

A．專業管理課程配合 e化教學訓練系統，加強學生企業 e化之實    
務應用。 

B．運用情境式教學、角色扮演、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等方式，
使教學更活潑，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C．實施校內與校外實務實習，期使理論與實務兼備。 

D．舉辦校外參觀，分組個案研究及專題製作。 
E．成立系友會，整合系內與系友資源，拓展同學對職場或升學之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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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系統介紹 
CRM系統：鼎新 

1.客戶模組：掌握學生資料，做好接觸管理。  
2.業務模組：協助主管定期產生各種統計或分析報表掌  

握處理人員的工作過程、彙整統計業務活

動記錄、並隨時隨地可以掌控系上的狀況  
3.服務模組：讓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可以在線上紀錄並解  

決客戶問題，並做學生問題的追蹤處理， 
以提昇學生滿意度。  

     4.行銷模組：一對一專屬訊息內容傳送，資訊活動管理。 
5.維修管理模組：提供維修及保固的完整流程。  

Call Center系統：舜遠 
TelePCX(電腦化之電話交換機)是一個用 TeleAPG 應用程式

構建的交換機模組，整合了交換機、自動總機和語音郵件的所有

功能。TelePCX 有以下優點： 
  1.使用方便：用戶可透過電話來進行互動式的設定。 
  2.易於升級：所有的程式都是基於電腦的標準文件，不涉及專  
        門的所有權。 
  3.易於擴充：使用相同的模組文件，基於電腦模組的硬體可以  
        增加後續板卡來擴展。 
  4.彈性設定：TelePCX - IP PBX讓可以隨心所欲地設計自己的  
        電話處理流程： 

（1.）電話進線： 
可以設定來電先由人員接答，若無人接聽再轉入自動總

機；或由自動總機接答後，轉接客服人員；或直接由自

動語音應答系統(IVR)/傳真回覆系統(FOD)接答。當分機
忙線或無人接聽時，來電者可以在留言後，選擇回到自

動總機，或改撥其他分機，不必重新撥號，享受便利的

電話流程及服務。 

（2.）電話外撥–限撥： 
透過使用權限的設定，可以限定只有某些分機可以撥打

國際長途電話或是行動電話，藉此達到撥號管理的效

益，減少不必要的通話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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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動節費： 
固網的開放帶來多元的電信服務及電信費率選擇，

TelePCX支援高智慧的節費功能(Least Cost Routing)，
可以透過 Server端的設定，指定特定的地區使用特定的
電信服務網路，在不改變員工撥號的習慣下，選擇最經

濟的電信費率。在電信促銷費率變動頻繁的情況下，

TelePCX無疑是企業節費考量的最佳選擇。  

（4.）個人化的電話管理： 
分機使用者可以依據不同的情況設定電話過濾、電話插

撥、指定轉接或電話跟隨等功能，既可過濾不必要的電

話，又不會錯過重要客戶的來電，將時間作最佳的規劃

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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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系統的整合與導入後成果 
   CTI系統整合的範圍： 

1. 數位電話交換機(PABX)： 
  與客戶作第一類接觸的所有電話必經之地，含客戶撥電話進線      
  (Inbound)與電話中心人員主動外撥電話(Outbound)；在加入  
  Web Enable的功能後，可執行包括Web Call Back等相關工  
  作，並配合 VoIP的相關作業進行。 
2.自動話務分配與其管理報表(ACD & Report)： 
  由交換機提供的通話原始資料並彙整出相關報表，提供管理人  
  員參考。 
3.自動語音處理系統(IVR)： 
  將客戶的語音查詢連接到資料庫，客戶可利用這個語音系統查  
  詢常態資料，減少電話中心人員應答的電話數量。常見應用如  
  查詢帳戶餘額、帳單明細、出貨日期等。 
4.數位錄音系統(Recording System)： 
  紀錄所有通話，除了通話內容外，還可紀錄應答服務的值機員  
  姓名、通話長度以及來話資料(CLID)等的 CTI整合資料，提供   
  日後客戶進一步追蹤時的查詢，主管更可藉數位錄音系統的功  
  能來評估值機人員的績效，並配合人員訓練來提升客服中心的  
  服務品質。 
5.電腦電話整合系統(CTI)： 
  負責包括 Screen Pop-up，Skill-Base-Routing等工作，並接收由  
  各不同單元所傳送過來的資料。 
6.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 
  負責包括企業各項產品的銷售技巧以及問題回答的標準模  
  式，並與 CTI整合系統結合提供值機員更快速與直接的線上學  
  習與執行工具。 

 
CTI導入後成果：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使用軟/硬體組件，將交換機及電腦整合成一
體，並提供雙向的傳輸功能，電腦電話整合系統在電話進線時，

系統會自動帶出學生的相關資訊，供客服人員使用，並且可以縮

短十秒鐘的電話設定轉連時間；如果學生使用系統內部有紀錄的

手機或室內電話撥打客服專線電話，客服人員在接起該通電話的

同時就可以直接稱呼客戶的大名，以此貼心的感覺拉近與學生間

的距離，目的仍是增加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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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生撥打電話至電腦電話整合系統時，會先經由一段自動
語音查詢系統的簡單錄音問話，請學生將學號用電話的鍵盤輸

入，此時，自動語音查詢系統會重覆一遍學生的學號，確認是否

正確。常聽到的就是正確請按「1」，錯誤請按「2」，確認資料
正確後，電腦將客戶資料由資料庫取出，經過聲音轉換及播放，

轉達客戶帳戶查詢內容，不須經過客服人員，即可解決問題。 
    系統成效功能包括以下七大類： 

1. 進線話務分配（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ACD）模式： 
 進線話務分配功能，能依值機員的受話頻率等資料，將客
戶的來話平均分配給每位值機員，讓每位值機員隨時保持最

佳狀態。 
2. 進線話務分配報表： 
    各種話務量的統計報表，包括外線、Agent、Agent Group、

Abandon Calls等資料。主管人員則可依據這些報表資料作
出各種評估報告。 

3. 客戶管理路由功能（Customer Controlled Routing；CCR）： 
     客戶管理路由功能，意指在學生進線時能夠藉由系統自動

區分服務等級並且進行處理，例如：服務的優先順序、群

組、等待時間、不同階段的語音應答等設定。 
4. 無固定地點服務： 

     在二十四小時或客服人員採二班制以上的客服中心常用的
功能，即客服人員上班時並沒有固定座位，各系統則必須

要能支援此項功能以方便相關主管能隨時了解線上客服人

員值班狀況。 
5. 資料視窗彈跳： 

     當學生撥電話進客服中心時，客服人員馬上可以在電腦螢
幕上看到顧客基本資料與前次交易事項等歷史資料，避免

因為電話轉接而降低了服務效率和品質。 
6. 量身訂做功能： 

 當學生撥打電話進入電話進客服中心時，可由學生選擇所
需的服務內容或等級，而系統事先則設定好一套學生服務

的等級或客服人員的能力選項，在學生選定後系統可自動

將顧客所需的服務或等級轉接給適當的客服人員進行服

務工作。 
7. Web應用功能： 

    各種Web上常應用的功能包括Web Call Back、Cha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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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eb White Board、VoIP等 
 
CTI系統畫面說明： 
1.客服人員登入 

 
    圖 4-1 CTI系統登入 
畫面說明：客服人員須先輸入帳號密碼，進入客服人員話務臺。 
 
2.客服人員話務臺 

 
   圖 4-2客服人員話務臺 

畫面說明：進入客服人員話務臺後，將紅色字的”離席”按鈕點一      
     下，變成綠字的”準備就緒”即可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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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戶服務登入處理作業 

 
圖 4-3客戶服務登入處理作業 

畫面說明：當學生撥打電話進客服系統，客服人員的螢幕會彈跳  
     顯示出此學生的資料畫面。 
 
4.系上學生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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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系上學生個人資料 

 
5.系上學生個人資料建立作業 

 
圖 4-5系上學生個人資料建立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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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在潛客及客戶維繫模組裡的日常異動管理下，選擇個  
          人資料建立作業可出現此視窗。 

 
圖 4-6系上學生個人資料建立作業-2 

作業說明：輸入學生姓名、生日、性別、年齡等基本資料。 
 

 
圖 4-7系上學生個人資料建立作業-3 

作業說明：輸入地址、聯絡電話、E-Mail、緊急聯絡人等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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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來電紀錄 

 
圖 4-8來電紀錄 

畫面說明：畫面紀錄了打電話進來的學生姓名、日期和時間，可   
     供客服人員查詢。 
 
7.客戶服務處理回覆建立作業 

 
圖 4-9客戶服務處理回覆建立作業 

畫面說明：紀錄處理學生問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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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案件派工調整作業 

 
圖 4-10案件派工調整作業 

畫面說明：當客服人員無法解決問題時，可請求案件重新案件派   
           工。 
 
9.結案反調作業 

 
圖 4-11結案反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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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當結案後的案件有問題需要再處理時，案件結案可將  
     案件調回原結案部門。 
 
10.結案案件複查紀錄建立作業 

 
圖 4-12結案案件複查紀錄建立作業 

畫面說明：可對結案的案件進行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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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傳統的學生服務全由人力配置達成，對系上來說需負擔高額的
人力成本。而將電腦與傳統電話的功能整合，自動化控制的電腦，

將可擔任學生服務的第一線，透過電話語音將撥打進來的電話分

類，最後需要人力處理的個案，才轉接至服務人員。 而且 CTI可
以大幅提高客服人員回覆重複性高的問題，也可提供撥出和撥入

的服務，包括電話、傳真和網路上的訊息皆可處理。 

學生關係管理的學生滿意度部份，本組使用簡單訪談法來評估

此系統的可行性與否。訪談對象為本班與學弟妹三個班共四個班

級裡，每班各隨機抽取 5個人做訪談，採不記名方式，總計對二
十人進行訪談。問題設計了 3個答案供系上同學作回答，分別是
同意、不同意與無意見。訪談題目與結果如以下： 

 
訪談問題：請問您認為系上導入 CTI作為系上與學生之間的溝通管
道，其功能帶來的效率是否能增進您對系上的滿意度？ 

95%

0%

5%

同意

不同意

無意見

 
圖 5-1訪談結果圓餅圖 

 
訪談結果認為同意的有 19位同學，無意見的有 1位同學。由

以上訪談的結果我們了解到系上多數同學對此系統正式的啟用均

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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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期待或贊同的。 
系統在下班時間後的留言功能、問題回覆的主動與方便、發佈

證照或考試等訊息的即時統一、語音按鍵設定問題處理的分門別

類，皆能輔助系上老師和同學相互連繫或溝通。因此我們評估系

上若導入 CTI系統，能藉著系統快速、主動性的優點，成為系上
與學生溝通的最佳橋樑，而導入此系統作為輔助商科系上學生關

係管理是有幫助的。 

5.2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給後續研究者，往後可校友這部份的

資料登錄更加完整，將校友的連絡資料收集彙整後再進一步做電

訪，最後在電訪過程中把校友目前的就業狀況等輸入至資料庫，

透過這系統可讓系上做為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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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年月份 
 
 
 
 
 
工作項目 
 

96 
年 
2 
月

96 
年 
2 
月 

96
年 
3 
月

96 
年 
4 
月 

96 
年 
5 
月 

96
年

6 
月

96
年

7 
月

96
年

8 
月

96
年

9 
月

96
年

10
月

96
年

11
月

96
年

12
月

97 
年 
1 
月 

97 
年 
2 
月 

97
年

3 
月

97
年

4 
月

97
年

5 
月

找尋專題

老師與設

定題目 

                

收集資料

文獻 
                

CRM系統
初步了解 

                

CRM系統
實作與測

試 

            
 

    

CRM系統
問題回報 

                
 

電話系統

初步了解 
              

 

  

電話系統

實作與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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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系

統問題

回報  

 
 

 
 

 
 

 
 

 
 

 
 

 
 

 
 

 
 

 
 

 
 

 
 

 
 

 
 

 
 

 
 

電話客服

系統問題

回報 

 
 

 
 

 
 

 
 

 
 

 
 

 
 

 
 

 
 

 
 

 
 

 
 

 
 

 
 

 
 

 
 

預測效益

訪談 

 
 

 
 

 
 

 
 

 
 

 
 

 
 

 
 

 
 

 
 

 
 

 
 

 
 

 
 

 
 

 
 

結論與裝

訂成冊 
                

 

 預定進度以白線表示其起迄時間，實際進度以黑線表示其起迄時
間。  

 
附錄二  
工作分配：  (列出組員之工作分配項目 )  

姓名  工作內容  

楊曉夢  書面整合、校對 

吳幸臻  資料繕打、會議紀錄、P P 檔案製作  

邱雅鈞  資料繕打與圖表製作 

吳臣宏  資料繕打、系統評估與了解 

陳韋帆  資料繕打、圖表製作、系統評估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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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鼎新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管理員操作手冊 
 
 
 
 

 
 

系統網址：192.192.103.112/web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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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介紹 

1. 瀏覽器使用介面  
提供瀏覽器使用介面，透過瀏覽器的聯結，使用者可

輕鬆的以 Internet/Intranet、VPN、RAS 等各種連線方
式，維護客戶與日常各項執行業務的資料以及檔案，

並且可以進行資料分析及稽核追蹤管理。  
2. 提供與 ERP 整合介面  
『鼎新電腦 CRM Suite』提供 ERP 整合介面，可以簡
易整合 ERP 系統，並發揮整合縱效。   

3. 多人多工系統環境  
『鼎新電腦 CRM Suite』運用 Web Service 概念，以先
進的 N-Tier 架構為基礎，以 XML 為資料傳遞格式，
為一分散式多人多工的網路應用系統。   

4. 結合強大報表引擎 ,報表資料定時彙整  
系統提供多角度切換及 Drill Down 功能，並提供自行
調整報表格式的工具，讓員工與主管可以快速即時取

得正確的資訊。   
5. 自動提醒有效控管  
系統本身亦提供自動稽核的功能，針對逾時處理的作

業流程，系統依照定義，自動寄發警示信函，提醒相

關人員，並作進一步之處理。提供使用者自定義的資

料查詢條件，以便快速的找到所要的資料。   
6. 離線輸入工作紀錄  
提供友善的 EXCEL 資料上傳的機制，讓使用者不在受
限於「是否可以連線」的問題，僅需下載 EXCEL 格式
檔之後，即可進行後續的工作紀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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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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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主作業流程 

登
入
者
代
號
建
立 

群
組
資
料
建
立 

部
門
資
料
建
立
作
業 

使用者權限設定 

權限及系統管理 系統資訊查

詢

登入歷程資料 

系統資訊查詢 

公佈欄維護 

訊息公布維護作業 

問題分類資料 

問題分類設定作業 

問題解決方式設定 

品號類別建立作業 

案件緊急度設定作業 

基本資料設

服務代號建立作業 

服務權責資料建立作業 

顧客資料管理 

顧客系統參數設定 

個人資料建立 

個人綜合查詢 

顧客資料清單 

Mail 個人批次傳送作業 

案件資料設

定
顧客服務登入處理作業

案件派工調整作業 

支援案件處理作業 

客戶服務處理回復建立作業 

案件記錄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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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主作業流程說明 

A.權限及系統管理： 

首先系統管理者先建立新的使用者帳號，將系所分類及科系班

別資料相關作業建立好，設定這個新的管理者帳號的使用系統

權限，然後建立好該名使用人員的員工基本資料，最後將開立

好的使用者帳號，對應給適用的使用人員。 

B.基本資料設定： 

建立各服務品號類別所專屬的服務類別資料，還有服務該品號

類別的人員權責的設定。 

C.問題分類資料： 

將每種問題類型先區分設定成各大問題類型，設定問題的緊急

度分類用來判斷問題緊急狀況，進行各個問題的相關設定以及

解決方式。 

D.顧客資料管理： 

先設定每個學生資料需要建立的必填欄位設定，然後輸入各個

學生的資料，可進行資料的相關查詢作業，還有Mail的傳送作
業。 

E.案件資料設定： 

學生打電話進來進行案件處理的各項設定，立即回覆學生的問

題或是將問題轉給該科系負責回覆之後，進行案件結案存檔，

依各項查詢條件可列出案件紀錄的報表，供系上及學校做資料

參考。 

F.系統資訊查詢： 

可以查詢系統目前有多少使用者在線上，以及各登入使用者的

登入及登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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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公佈欄維護： 

設定訊息資料公佈在系統公佈欄上，讓使用者群可以隨時知道

重要的資訊公佈。 

四、主功能操作說明 

1.新增  

A.進入作業畫面後，點選 符號，以新增一筆全新的資料。 

B.進入新增畫面時，新增符號會改成以灰色 顯示。 

 
 

2.查詢  
 共分三種查詢方式：個人常用、一般選項、進階選項。 
A.個人常用： 

 
 
 
 
 
 
 
 
 
 
點

選加入個人常用，建立個人常用查詢條件。 
選擇標籤名稱，連續點二下，以執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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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選項： 
 
基本的查詢方式，以關鍵字或

數值範圍查詢資料。 
點選 ，設定使用查詢方式。 
輸入查詢的關鍵字或數值。 
“確定＂以執行查詢。 
 
 
 
 
 
 

C.進階選項： 
 
進階查詢方式，以多個查詢條

件縮小查詢範圍。 

輸入查詢條件。 

點選條件關係  

“AND＂並且； 

“OR＂或者。 

（以多個條件設定查詢範圍） 

選擇查詢結果的主要排序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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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輯  

執行查詢 後。 
 點選以開啟資料。 
 
 
 
 

點選編輯  

修改後儲存 。 
 
 
 
 
 
 

4.刪除  
 
 

執行查詢 後。點

選以開啟資料。 
 
 
 
 

點選刪除  
刪除此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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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儲存  
 
 
編輯或新增資料完

成後，點選  
 
 
 
 
 

6.離開  
 
資料編輯完成

後，點選 離開

資料編輯或新增

狀態。 
 

 

 

五、開始使用系統 

步驟 1.建立使用者帳號 

系統使用前，需依序建立使用者帳號，並設定權限。其作業操

作說明如下： 

建立使用者： 

    建立一個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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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登入者代號建立。 
乙. 點選新增。 
丙. 輸入登入者帳號密碼，登入者帳號為KEY值，請輸入英文
字母或數字。 

丁. 儲存。 
戊. 離開此筆資料。 

 
步驟 2.建立群組資料： 

依使用者的職務範圍建立群組，以將同職務範圍的使用者進 
    行分類及權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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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群組資料建立。 
乙. 點選群組資料夾 ，指定群組所隸屬的上層資料夾，若點

選 作為上層建立群組，群組建立成功後，原 群組會自

動改為群組資料夾 。 
丙. 輸入群組代號及名稱，下方空白欄位可加註群組說明。 
丁. 儲存。 
戊. 離開此筆資料。 

步驟 3.使用者權限設定： 
    依使用者建立其可用的程式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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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使用者權限設定。 
乙. 點選新增。 
丙. 輸入使用者基本資料，輸入已建立的登入者代號並指定其
群組代碼及部門代號。 

丁. 新增程式，新增以指定使用者可執行的程式。 
戊. 儲存。 
己. 離開此筆資料。 

 
步驟 4.建立員工基本資料： 
    建立員工基本資料，以將使用者帳號指定給必需使用的員工。 

甲 

丁 

己 戊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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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員工基本資料建立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輸入員工基本資料。 
丁. 儲存。 
戊. 離開此筆資料。 

 
步驟 5.使用者帳號開啟給指定員工： 
    將建立完成的使用者帳號，指定給應使用的員工，以啟用該
帳戶。 

甲 
乙 

丙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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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登入者與員工帳號對應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輸入登入者帳號及員工帳號，輸入已建立好的登入者帳
號，及使用此帳號的員工編號。 

丁. 儲存。 
戊. 離開此筆資料。 

  
    完成上述五個步驟，即完成使用者帳號的建立，使用者可依
其帳號密碼進入 CRM系統，操作權限範圍內的作業。 

十、常用作業功能說明 

A.登入者代號建立 
作業目的：建立使用者帳號。 

甲 
乙 

丙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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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甲. 登入者帳號： 

為使用者建立一個以英文字母或數字的帳號。 
乙. 登入者名稱： 

輸入使用者中文名稱。 
B.部門資料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建立部門的基本資料，作為其他作業資料的分類選擇項目。 

 
作業說明： 
輸入部門代號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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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員工基本資料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建立員工基本資料，以記錄後續各個員工與顧客來往狀況。 

 
作業說明： 
甲. 員工代號： 

輸入不重覆的英文字母或數字的員工代號。 
乙. 員工姓名： 

輸入員工姓名（必填欄位）。 
丙. 部門代號： 

輸入或選擇已建立的部門代號（必填欄位）。 
丁. 其他資料輸入： 

輸入員工出生日期……等其他基本資料。 
D.登入者與員工帳號對應作業 
作業目的：將已開立好的使用者帳號，對應給適用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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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甲. 登入者帳號： 

輸入或選擇已建立的使用者帳號（登入者帳號於【權限

及系統管理/登入者代號建立】中建立）。 
乙. 員工帳號： 

輸入或選擇既有的員工帳號（員工帳號於【權限及系統

管理/員工基本資料建立作業】中建立）。 
 

丙. 郵件主機位址： 
輸入使用者的郵件主機位址。 

丁. 登入帳號： 
登入郵件主機所使用的帳號。 

戊. 登入密碼： 
登入郵件主機所使用的密碼。 

己. 寄件者位址： 
寄件者的 E-mail Address。 

庚. 寄件者名稱： 
顯示寄件者名稱。 

E.群組資料建立 
作業目的：依工作職能別建立一個有層級關係的組織群組，以使 
          權限得以控制相同群組的成員資料查閱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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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甲. 群組組織層級： 

以組織樹呈現群組的層級關係，在點選新增以建立新群組

前，需先點選任一群組名稱，以指定該群組的上層群組。 
乙. 群組代號： 
為群組以英文或數字命名一個不重複的群組代號。 

丙. 群組名稱： 
可取自部門名稱或相同職能的職務簡稱。 

丁. 說明： 
詳加說明群組的範圍或職務內容。 

F.使用者權限設定 

作業目的：依使用者帳號設定其可使用的作業及功能。 



 60

 
作業說明： 
甲. 使用者基本資料： 

1. 使用者代碼： 
指定一個已建立的登入者代號（登入者代號在【權

限及系統管理/登入者代號建立】中維護）。 
2. 超級使用者： 

勾選此選項，可讓這個使用者使用所有作業，通

常為系統管理者使用。 
3. 群組代碼： 

為必填欄位，選定一個已建立的群組，以指定該

使用者與群組間的層級關係，來控制其權限。 
4. 部門代號： 

選定一個已建立的部門別。 
乙. 使用者權限設定作業： 
壹. 點選新增，出現以下畫面，新增使用者可使用的權限。 
贰. 程式代號： 

輸入或選定程式代號。 
叁. 資料管制： 

資料依群組層級關係，控制使用者能否使用，若有

勾選，則代表只有群組成員可使用，若包含他組權

限，則非群組的成員也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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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訊息公布維護作業 
作業目的：發佈重要訊息。 

 
作業說明：在基本資料及管理維護系統模組，點選公用資料建立

作業，再點訊息公布維護作業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H. 登入歷程資料 
作業目的：查詢登入者來源及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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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在基本資料及管理維護系統模組，點選系統資訊查詢，

再點登入歷程資料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I. 系統資訊查詢 
作業目的：即時了解在線上的管理者有哪些。

 
作業說明： 
在首頁中點選右上角的系統資訊，即會出現系統目前最新資訊。 
J.品號類別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將學生問題分類並且以代號區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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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品號類別建立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分類方式：點選商品分類。 
丁. 品號類別代號：輸入問題大類的代號。 
戊. 中文說明：輸入問題大類的中文名稱。 
己. 儲存。 
庚. 離開此筆資料。 

K.案件緊急度設定作業 
作業目的：將案件做緊急度分類設定，能清楚問題的緊急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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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案件緊急度設定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緊急度：設定緊急度代號，最多三碼。 

丁. 說明：輸入代號中文或英文名稱。 

戊. 層級：分為「一般」、「急」、「特急」三種類型。 

己. 預警：為輔助說明，不影響其判斷。 

庚. 顏色：依喜好自行設定緊急度顏色。 
辛. 儲存。 
壬. 離開此筆資料。 

L.問題分類設定作業 
作業目的：案件進行登錄時，依據品號類別進行「問題分類」做

挑選。 
前置作業：案件緊急度建立作業、服務代號建立作業、服務權責 

資料建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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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問題分類設定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問題分類名增：輸入問題簡稱。 
丁. 解決方式：每個「問題分類」都可以定義專屬的「問題解

決方式」，而關於詳細的問題解決方式資料，均建立在「問

題解決方式設定作業」之中。 
   戊.是否列入長期追蹤：當作無法定義處理時效的問題分類。 
      當設定為勾選時，在後續的報表分析，可選「長期追蹤之

問題分類是否列入計算」，其使問題分類的時效分析更為

符合實際狀況。 
戊. 儲存。 
己. 離開此筆資料。 

M.問題解決方式設定作業 
作業目的：建立問題的解決方式，在「問題分類設定」時可進行

點選此問題解決方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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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問題解決方式設定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品號類別代號：選擇問題分類。 
丁. 解決方式：輸入該問題分類中的解決方式代號。 
戊. 解決說明：輸入問題的名稱。 
己. 解決程序：每個問題的解決方式，依據步驟、程序進行輸
入。 

庚. 儲存。 
辛. 離開此筆資料。 

N.設定客戶系統參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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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客戶系統參數作業說明：勾選的欄位表示為必填欄位。 
O.個人資料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建立學生的詳細資料，是模組中所有關於學生資料建立

的彙總作業點，以頁籤方式全部呈現，便於學生資料的

建立。 

 
作業說明： 
甲. 首頁： 

 輸入客戶代號、姓名。 
乙. 基本資料： 

輸入生日、性別……等資料。 
丙. 聯絡資料： 

            輸入電話、地址、E-mail……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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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個人客戶綜合查詢 
作業目的：提供查詢學生資料。 

 
 

 
作業說明： 
          甲. 在個人客戶綜合查詢畫面點選查詢，輸入查詢條件 
                以執行搜尋。  
          乙. 例如欲查詢學生王小明個人資料，連續點選二下，即 
                進入開啟該學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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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客戶資料清單 
作業目的：以表單方式列出目前學生資料。 

 

 
作業說明：在客戶資料清單中輸入查詢條件以執行收尋，點選查

詢送出，即開啟該報表。 
R.個人MAIL批次傳送作業 
作業目的：以查詢方式找出學生目標群，並寄發E-mail進行目標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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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甲. 基本選項： 

輸入郵件內容及郵件寄送主機等資料（參照內容下

方的說明，可將客戶姓名、點數…..等個人化的資料
以代號表示，寄發時再以實際名稱顯示）。 

乙. 客戶基本資料： 
    輸入以學生基本資料為搜尋目標的篩選條件。 
丙. 客戶相關資料： 

  輸入以學生其他相關資料為搜尋目標的篩選條件。 
丁. 客戶個人特質： 
    輸入以學生個人特質為搜尋目標的篩選條件。 
戊. 系統選項： 
    設定Mail的寄發時間。 
己. 查詢條件設定完後，再到基本選項預覽結果名單，並點選 
    確定，寄出郵件。 

S.服務代號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建立各品號類別內的專屬服務代號資料。在「客戶服

務處理回覆建立作業」將選取此「服務代號」來進行

案件的服務類型分類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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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點選服務代號建立作業。 
乙.點選新增。 
丙.品號類別代號：選取品號類別。 
丁.服務代號：自行設定，最多四碼。 
戊.服務名稱：自行設定。 
己.儲存。 
庚.離開此筆資料。 
T.服務權責資料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所有服務人員以「權責性質代號」分類，進行群組資

料設定，以便往後在「客戶服務登錄處理作業」時，

可以權責分類找尋合適的人員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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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服務權責資料建立作業。 
乙. 點選新增。 
丙. 權責性質代號：自行設定，最多二碼。 
丁. 權責名稱：自行設定。 
戊. 點選下方「新增」建立責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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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甲. 點選新增。 
乙. 員工代號：選取一位員工。 
丙. 分派否：若無勾選，在「客戶服務登錄處理作業」挑選「責
任人員」時，將不會允許挑選之。D.分派等級：選擇被分
派權責的等級。 

丁. 使用者代號：登入系統帳號，當作跟 CTI整合時進行連結
所用。 

戊.是否預設為主要權責：若勾選，則在「客戶服務登錄處理 
作業的預設權責性質將自動帶出。 

註：每一位人員允許具有多種的權責性質，但是每一權責只允許

設定一位「主要權責」人員。 
己.E-MAIL ACCOUNT、MSN Account、ICQ Account、行動電
話：自行輸入。 

庚.儲存。 
辛.離開此筆資料。 

U.客戶服務登入處理作業 
作業目的：記錄客戶來電記錄，以方便日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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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在服務資源管理模組裡，點選異動維護作業，再點客

戶服務登入處理作業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V.客戶服務處理回覆建立作業 
作業目的：紀錄解決客戶問題過程及花費時間。 

 
作業說明：在服務資源管理模組裡，點選異動服務作業，再點客

戶服務處理回覆建立作業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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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案件派工調整作業 
作業目的：當管理者權限不足時，可請求管理權限更高的管理者

處理。 

 
作業說明：在服務資源管理模組裡，點選異動服務作業，再點案

件派工調整作業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X.支援案件處理作業 
作業目的：了解支援案件處理作業進度。 



 76

 
作業說明：在服務資源管理模組裡，點選異動服務作業，再點支

援案件處理作業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Y.案件記錄明細表 
作業目的：查詢客戶案件記錄。 

 
作業說明：在服務資源管理模組裡，點選報表作業，再點案件記

錄明細表就可以看到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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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舜遠電話客服管理系統 
 

PCX39 
 

管理員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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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all Center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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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all Center系統主作業流程 

 
 
三、Call Center常用作業功能說明 
壹、開始使用系統： 
步驟一. 啟動 AP Engine 
        單擊  開始 >程式集 >TeleAPG >AP Engine 
步驟二.  AP Engine啟動，看見如下圖的視窗 

 
 

人工總機 

來電進入系統 自動總機 

ACD話務分配語音按鍵功能選擇

IVR互動式語音回覆 

分機 

語音留言 

分機 IVR互動式語音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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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BX 流程 
程式螢幕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爲 PBX  FLOW流程視窗，顯示當
前的日期、時間和所有啓動的設備。另外部分是一個對話方塊，

它包括一個列表框和一些功能按鈕。 

 
 

Enable LOG：這是個切換按鈕。單擊 Enable LOG 按鈕，系統將 
      開始登入到預設文件 
      C:\TeleAPG\_MYDEB_\REPORT.TXT。單擊這個按 
      鈕結束登入——文件會變得越來越大。因此，當不 
      用時，請儘快“結束登入＂。 
Clear List Box：點 Clear List Box按鈕快速清除列表框中的訊息。 
Enable/Disable Display：這是一個切換按鈕。單擊 Enable Display 
           按鈕，系統將在列表框中顯示文件的即 
           時訊息 
           C:\TeleAPG\_MYDEB_\REPORT.TXT， 
           資訊顯示將佔用一定的系統資源，系統  
           將會變慢。因此，不用時應儘快“結束  
           顯示＂。 
Save List Box：單擊 Save List Box 按鈕快速保存列表框中當前顯  
       示的訊息。訊息將被保存爲右邊文本框中的指定  
       文件，也可以定義爲其他檔案名，預設爲  
       C:\TeleAPG\_MYDEB_\FLOWLIST.TXT。 
2. 佇列管理器 
佇列管理器的操作視窗分爲兩部分：QMAN 和Queue Manager。
QMAN視窗顯示當前的日期和時間。Queue Manager視窗包括一個
列表框和一些功能按鈕，列表框主要顯示實際工作時間訊息。負

責所有用戶在特定時間要做的待處理作業或流程（TeleAPG 稱其
爲“工作進程＂），如傳真回覆、留言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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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LOG：這是一個切換按鈕。單擊Enable LOG 按鈕，系統將 
            開始登入到預設文件：   
            C:\TeleAPG\_MYDEB_\QMANLIST.TXT。Click 再 
            次單擊此按鈕結束登入——文件會越來越大。因  
            此，當不用時，請儘快“結束登入＂。 
Clear List Box：單擊Clear List Box按鈕快速清除列表框中的訊息。 
Enable/Disable Display：這是一個切換按鈕。單擊Enable Display 按  
                    鈕，系統將在列表框中顯示文件的即時訊  
                    息：    
                    C:\TeleAPG\_MYDEB_\QMANLIST.TXT。 
                    訊息顯示將佔用一定的系統資源，系統因 
                    此會變慢。建議不用時，請儘快“結束顯 
                    示＂。 
Save List Box：單擊 Save List Box 保存列表框中的訊息。這些訊 
             息將被保存爲右邊文本框中的指定文件，也可以定 
             義其他檔案名。 
3.電話監控伺服器 
 進入Monitor功能表，可切換 CCS Monitor為本地模式或遠端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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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電話監控伺服器 (Call Control Server) 將自動啟動，並同   
        時啟動 CCS Monitor(CCS監視器): 
CCS Monitor允許管理員監視 CCS的狀態，還允許管理員監視以

下服務的狀態：Extension (分機)、Analog Trunk (類比外線)、
ISDN-PRI (ISDN 30B+D線路)、DID Trunk (DID線路)、Pilot 
Number Group (群組號碼組)、Agent (座席)、ACD SVC Status、ACD 
Hold Queue (ACD保留佇列)、Park Queue (駐留序列)、System Hold 
Queue (系統保留佇列)以及 ACD Report(ACD報表)、IP Channel(IP
通道)、ISDN-BRI (ISDN 2B+D線路)、Traditional T1/E1(傳統 T1/E1
線路)。 
 
狀態1.CCS Monitor-Extension Status（分機狀態） 

 
由圖中可得知，Status為綠色，識別為分機正常啟動待機中。 
 
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PhyLine  若爲分機分配實體電話線，分機號碼上面一欄會顯

示實體分機線號碼。此號碼以 E 開頭，後面爲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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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顯示新增的所有分機號碼。 
Status 顯示分機目前的狀態和它啓用的功能。各狀態的解

釋請如下： 

狀態 描述 
閒置(綠色) 分機處於閒置狀態。 

拿起話筒(藍色) 分機處於拿起話筒狀態 

通話(紅色) 分機正在通話。 

響鈴(黃色) 分機正在響鈴。 

指定轉接(綠色) 該分機來電管理設爲指定轉接。 

勿干擾(紅色) 該分機來電管理設爲勿干擾。 

來電過濾(綠色) 該分機來電管理設爲來電過濾。 

隨身碼(綠色) 該分機來電管理設爲隨身碼。 
指定轉接無人應

答後啓動隨 
身碼(綠色) 

該分機來電管理設爲指定轉接

後啓動隨身碼。 

虛擬分機(黑色) 此分機爲虛擬分機. 

電話會議(紅色) 分機正處於電話會議狀態。 

被保留(紅色) 分機被保留。 

被駐留(紅色) 分機被駐留。 
 

 
 

狀態2. CCS Monitor-Analog Trunk Status（類比外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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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PhyLine 此實體類比外線以 T 開頭，後面爲 3 碼。例如，若系

統接了 20 條外線，外線號碼爲 T001 到 T020。 
Status 顯示外線狀態。各狀態的解釋請如下： 

狀態 描述 

掛斷電話 外線未佔用。 

拿起話筒 外線佔用。 

響鈴 外線承載一通電話，某分機正在振鈴。 

接通 外線正用於通話。 

電話會議 外線正用於電話會議。  
Connect 

 

一通電話透過類比外線接通分機。若該類比外線上正進

行電話會議，那麽將標出 Conf(x)＂。X 表示用戶正在
哪一組會議中。PBX 系統最多可允許 16 通電話會議
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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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態3.CCS Monitor-Pilot Number Group Status（代表號群組狀態） 

 
 

欄位狀態說明 
Pilot Number：顯示系統中新增的代表號群組。 
Ring Way：顯示特定代表號群組所設的響鈴方式。共有 4 種響鈴 
     方式：自動尋線（Hunting）、按最長空閒時間分配 
     （Distrabution）、全部響鈴（Ring Down）及自動話務 
 
狀態 4. CCS Monitor - ACD Service Status（ACD 服務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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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Group 顯示響鈴方式爲 ACD 的所有代表號。 
Queue 顯示正在 ACD 佇列中等待的來電數目。 

Abandoned 顯示被來電者放棄的電話數目。放棄電話的原因可
能是來電者自己掛斷，或選擇了其他服務或退出等

待佇列等。在CCS 啓動後開始統計，若CCS 重啓，
則統計數也被重置。 

In Services 顯示由ACD 群組處理的ACD 電話總數。ACD電話
指由ACD 伺服器分配給ACD 座席電話。 

Idle 顯示 ACD 群組中當前空閒的座席人員數量。 
 
狀態 5. CCS Monitor- ACD Hold Queue （ACD 保留佇列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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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Caller 顯示 ACD 群組的來電者。 

Called ACD 
Group 

顯示接聽來電的 ACD 群組。 

Caller ID 顯示來電身份。 
 
狀態 6. CCS Monitor- Park Queue Status (駐留佇列狀態） 

 
 
欄位狀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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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Caller 

ID 
顯示被駐留的來電者身份 

ID 表示被 PBX 系統駐留的來電的身份，用於接起
該駐留電話。 

Parked by 顯示由誰駐留。 
Parked for 顯示駐留給誰，若駐留給系統，則顯示“SYS＂ 。 

 
狀態7. CCS Monitor-System Hold Queue（系統保留佇列狀態） 

 
欄位狀態說明 

 
狀態8. CCS Monitor-ACD Report（ACD 報表） 

選項 說明 
Hold by 顯示來電由誰保留在系統。 
Caller ID 顯示來電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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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定一個時段，產生想要的報表。可以選擇將表格導出

到Excel 文件或直接透過印表機列印出來。另外還可以按列表、
ACD 群組或時間將ACD 群組佇列報表分類。ACD 伺服器可以生
成4 種報表：ACD Group Call Report（ACD 群組來電報表），ACD 
Group Queue Report（ACD 群組佇列報表），Abandoned Report
（來電放棄報表）和Agent Login Report（座席登入報表）。 
 
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ACD Group Call Report 統計所有 ACD 群組座席處理的電話，

包括 ACD 和非 ACD 分配的電話，並
統計每通電話的平均通話時間。 

ACD Group Queue 
Report 

生成統計報表有三個選項。選擇“List＂
時， 分析 ACD 群組各位座席一天中電
話尖峰時間；選擇“ACD Group＂時，
分析每個 ACD群組中等待的電話數目 

；選“Time＂時，分析 ACD 群組各位
座席各個時段的尖峰時間。可以從報表

中估算出座席數是否足敷目前操作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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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單 
統計所有ACD群組座席。 

群

組 
統計每個ACD群組的保留
佇列。 

時

間 
統計某個時段每個ACD群
組的保留佇列的使用情況。  

Abandoned Report 統計 ACD 群組的保留佇列中被放棄的
電話清單。從這份報告可以分析來電者

平均等待時間，以便評估尖峰時段座席

的人數是否足夠。 
Agent Login Report 統計特定時間的登入或退出時間。從這

份報告可以評估各分機的服務時間及服

務比率，列出每位座席的每次登入/退出
時間或第一次登入/最後一次退出時間。 

登入/ 
退出明

細表 

顯示一天內每個ACD 群組座
席每次登入到退出ACD 群組
的時間長度。 

第一次

登入/最
後一次

退出報

表 

不管ACD 座席登入/退出
ACD 群組多少次，此報告統
計了一天內ACD 成員在ACD 
群組內的總時間長度。 

 
To Excel File 選擇導入Excel 表格時，必須在系統中

安裝列印驅動程式。要導出報告至Excel 
表格文件時，必須在單擊To Excel File 
前確定完整路徑。 

To Printer 單擊此按鈕列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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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PBX設定： 
  依自行需求設定自動總機、分機和郵件信箱來滿足特定的需求。 
請到開始／程式集／附屬應用程式／TeleAPG／Configure & 
Tools設定。 
 
1.Configure & Tools登入 

 
預設用戶： 
預設密碼：(所有密碼必須為 4碼) 
用戶名區分大小寫。 
 
2.分機設定 
  在 Configure&Tools視窗，單擊 PBX下拉功能表，單擊
Extension>Extension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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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郵件信箱 
 單擊Mailbox鑑，就會出現。 

  
 
甲.User ID欄=User ID欄位用於郵件信箱的使用。每個需要郵件 
   信箱的分機都須填入一個 User ID，輸入之後才生成郵件信箱。 
乙.每個郵件信箱的預設密碼為 1111。 
 
4.自動總機設定 
  單擊 PBX下拉功能表。單擊 Turnk>Trunk>Incoming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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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可選擇單一公司，或多個公司的自動總機設定。 
乙. 系統需要一個總機分機，總機分機是來電者按”0”接總機時所  
  接通的分機，總機可以分配給一個分機或一個代表號群組。 
  目前將分機 106設定為總機。 
丙. Call Handing下拉功能表，可為各外線選擇來電模式。 
  來電處理模式各選項說明 

(1) 總機，然後語音信箱（來電會首先振鈴總機。若總機正忙  
  或來電無人接聽，電話會轉至總機的語音信箱。） 

  (2) 自動總機（來電轉到自動總機，提示來電者撥分機或進入  
   “首碼設定＂中的功能。） 
  (3) 總機，然後自動總機（來電首先振鈴總機。若總機正忙或  
    無人接聽，電話會轉至自動總機。） 
  (4) 只是總機（來電會一直振鈴總機直到電話被接聽。） 
  (5) 總機，然後來電管理（來電會首先振鈴總機。若總機在設  
    定的無人應答時間內沒有接聽電話，系統將按總機的來  
    電管理設定將電話轉接到指定目標。） 
  (6) 透過外線抓取VoIP（透過特定外線進來的電話將直接抓取  
    VoIP 閘道。） 
  (7) 接收傳真（來電會直接轉到傳真功能。若傳真正忙，會    
    聽到忙線音。只有安裝了TeleUMS，該功能才有效。） 
  (8) IVRFOD 1 – 9（爲客製化IVR/FOD 模組預留介面，用   
    於連接系統，此IVR/FOD 模組是用TeleAPG 開發的。注  
    意：流程名必須爲“IVRFOD1＂，“IVRFOD2＂、  
    “IVRFOD9＂。例如，IVRFOD1 的對應流程名稱必須  
    是IVRFOD1，IVRFOD2 的對應流程名稱必須是 
    IVRFOD2，以此類推。可以使用TeleAPG 提供的標準 
    IVR/FOD 功能新增客製化電話流程。） 
  (9) StdIVRFOD1-9（爲TelePCX 提供的標準IVR/FOD 模組預  
    留輸入。注意：輸入名爲“stdIVRFOD1”、stdIVRFOD2＂  
        和“stdIVRFOD9＂。例如，stdIVRFOD1 的對應輸入爲  
        stdIVRFOD1，stdIVRFOD2 的對應輸入爲stdIVRFOD2，  
        以此類推。） 
丁. 編輯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來配合上下班的工作時間。每個時段 
  將會有各自不同的招呼語與振鈴類型。 

Business Hr.為一般上下班時間。 
Lunch Time為午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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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Business Hr.為不在位子上時間。 
Weekend為週末時間。 

戊. 單擊 Copy按鈕 

 
 

  單擊 Form，用下拉功能表將第一條外線的設定複製到最高外
線。完成後單擊 OK。 

已. Holiday可以設定其他休假時間表。 
   最多可以設定93 個假期，編號從0007 到0099。必須爲每個假   
   期設定問候語號碼。不同假期可以設定相同問候語號碼。必須   
  爲每個問候語號碼建立問候語文件。可以在分機或遠端電話上   
  用功能碼(*37)來錄製問候語；也可以使用系統留言錄製工具。  
  假期資料一輸入假期定義立即生效。注意：定義假期必須用
“HOLIDAYDEF＂作爲假期群組的 名稱。TelePCX 只使用 
“HOLIDAYDEF＂作爲檢查假期定義的關鍵字，其他名稱對   
  TelePCX 均無效。 
單擊 Holiday 繼後將出現下圖，仔細閱讀告警通知，然後單擊 OK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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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擊 Add 繼續。 

 
 
然後在 Template 下拉式選單中選擇 PBX，然後選擇留言號碼和要
定義的假期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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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系統假期播放的留言已經建立。可以單擊 Close 離開。 

庚. 然後重複各自設定如下圖－午休時間、忙碌時間、週末和休假  
    時間，完成後單擊 cloes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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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Department可以設定部門查詢 
  設定一個速撥碼代表一個部門，並選擇該部門的一個分機號或
代表號接聽電話。當來電者由自動總機接聽時，來電者可以數入

預設碼”7”(在首碼規則中設定)進入部門查詢功能表，然後輸入速
撥碼到達指定部門。 
 
5.首碼規則 
 在 PBX功能下拉 Extension>First Digit Assignment。定義數字按
鍵進入特定功能。 

 
 
6.語音錄製 
  交換機系統(PBX system)支援雙語功能。錄音之前，先將招呼語
(Greeting language)設成「0.Mandarin/English」（國語／英語），
只要進到下面System Parameter-Advance 視窗就可以開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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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電話機，透過功能碼*37 跟著語音的提示，逐步錄音使用。 
注意：每條問候語/留言都有一個留言號碼，因此若要錄製新留  
言號碼的問候語/留言，則必須新增一個對應留言號碼。必須指  
定相關檔案名和路徑來建立新留言號碼。 
語音代碼                   說明 

1910 嶺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您好。 
1002 請直撥分機號碼，問題查詢類別請按7，或按0由總

機為您服務。 
1929 課程相關問題請按1，缺曠問題請按2，升學相關問

題請按3，技能證照問題請按4，其他問題請按5，或
按#字鍵回上層功能表。 

1006 現在是下班時間，請於上班時間再來電，或按#留言。 
1974 請在”嗶”聲後開始留言，請留下您的學號，留言結

束請按#字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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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標準 IVR/FOD 
  標準IVR/FOD 是一種應用程式工具，可提供以下功能： 
（1.）易於建立並客製化IVR/FOD 流程。 
（2.）自動核查已新增的資料。這樣來電者就可以正確選擇功能項。 
（3.）自動偵測IVR/FOD 流程的設定程式是否完成。若已完成，  
   系統會在用戶離開後重新進入系統時提示告警資訊。 
（4.）提供搜索資料的方法。 
（5.）易於修改部分資料。 
 
  要使用標準IVR/FOD ，必須考慮以下條件： 
（1.）確定系統將應用幾個IVR/FOD 流程。系統提供9 套標準   
     IVR/FOD，預設流程名稱從STDIVRFOD1到STDIVRFOD9 
     每次可以選擇一個輸入點。所選號碼應當與First Digit 
       Assignment 視窗中所選功能表項一致。 
（2.）確定來電先到自動總機還是直接到標準IVR/FOD。 
  甲.設定來電先到自動總機時，需要一條引導來電者到標  
       IVR/FOD的最新公司招呼語。（假定First Digit Assignment   
       中選擇了StdIVRFOD1。） 
    乙.來電直接到標準IVR/FOD 時，需要在節點“&＂設定公司 
      招呼語。在Trunk Incoming/Operator視窗設定Call Handling。 
 
 標準 IVR/FOD 流程製作 
確認AP Engine 未執行，已關閉。 
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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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彈出如下視窗，或者最小化在Windows 工作列。 

 
 
步驟二  選擇流程，一共有９個選項(Entry Plan)，單擊方框選擇  
        一個流程。 

 
 
步驟三  選擇的流程打開後，螢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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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接著爲所選節點分配行爲，設定所需功能。完成後，單      
        擊Apply 保存，並繼續進行下一層設定，以此類推。點     
        擊左邊視窗中設定選項的，進入下一層設定畫面，圖示  
        變爲後，繼續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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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狀態說明 
選項 說明 

Node ID（節
點號） 

節點號，表示正在進行設定的節點在整個流程中

屬於哪一層的哪一個節點。 
Action（行
爲） 

分爲3 類：Tree，PBX 和Fax。對該節點進行操
作設定，如下： 

選項 行為 說明 
 Expand Tree（擴
展樹形結構） 

用於擴IVRFOD 
流程，對0~9, #, *
特定節點分配行
爲。 

 Play voice（播放
語音） 

用於播放特定語
音留言。 

Go to a specific 
node（到指定節
點） 

用於引導
IVRFOD 流程到
特定目標節點。 

Repeat Current 
Level（回上一
層） 

用於返回。 

 Input password
（輸入密碼） 

用於新增用戶在
IVRFOD 流程中
的許可方法。 

 No Action（無任
何動作） 

用於該節點沒有
任何行爲時。 

樹狀
結構 

 Disconnect（斷
開） 

用於停止/斷開
IVRFOD 流程。 

Record/Play 
voice（錄製/播放
音檔） 

用於對特定留言
號碼錄製/播放特
定語音留言。僅
StdIVRFOD有效 

Collect 
Extension（收集
分機） 

用於收集來電者
的撥鍵動作。 

Transfer to 

Extension/Pilot 
Number（轉接至
分機/代表號） 

用於轉接電話到
分機或代表號。 

 Transfer to Auto 
Attendant（轉接
至自動總機） 

用於轉接電話到
自動總機。 

 Transfer to 
operato（r 轉接
至總機） 

用於轉接電話到
特定總機。 

Voice Mail（語音
留言） 

用於允許來電者
使用語音信箱功
能。 

PBX 

 Leave Message 

Directly（直接留
言） 

用於允許來電者
在特定信箱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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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by Name
（按名字搜索）

用於允許來電者
透過用戶名搜索
用戶分機號。 

Input Fax 
Document 

Number（輸入傳
真文件編號） 

用於允許來電者
透過其e-mail系
統接收傳真。 

 Leave Fax Mail
（傳真留言） 

用於允許來電者
發送傳真到系統 

 Input Fax 
number（輸入傳
真號碼） 

用於要求來電者
輸入傳真號碼以
便系統收集來電
者傳真號碼，在
特定時間將索取
的資訊發送到來
電者的傳真機。 

Press Fax Start 
button（按下開始
接收傳真按鈕）

用於需要來電者
按傳真機上的
Start 按鈕時。 

 Request Fax 
Forms（索取傳真
格式） 

用於來電者索取
或接收特定的傳
真文件。 

傳真 

Receive Fax as 
Inquiry Form（按
要求格式接收傳
真） 

用於允許來電者
發送其文件到
TelePCX，以便
TelePCX 將文件
轉換成傳真文件
格式。  

Detail（詳細
內容） 

對每一個不同的選擇，有不同的簡單參數需要填
寫，如下： 

選項 說明 
Voice 
Message No.
（留言號碼）

選擇Expand Tree 或Play 
Voice 時，會讓用戶可以選擇
要播放的語音檔案，檔案爲4 
碼，預設初始值爲2000 語音
檔。請確定已經爲此處設定的
語音文件錄製檔案。 

Personal 
Greeting of 

Mailbox（信
箱個人招呼
語） 

選擇Expand Tree 或Play 
Voice 時，會讓用戶可以選擇
播放某信箱的個人問候語。請
確定已經爲此處設定的信箱
錄製問候語。 

Destination 
Node（目標
節點） 

選擇Go to a specific node ，系
統會讓用戶選擇所要指向的
節點代碼。 

Password（密
碼） 

選擇Input Password 時，系統
會讓用戶輸入所需密碼值，位
數不超過16 位。 

Verify 
Password 

確認密碼。 

Extension 選擇Trans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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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分機/
代表號） 

Extension/Pilot Number 時，系
統會讓用戶選擇分機或群組
代碼。 

In Mailbox
（目的信箱）

選Leave Message Directly時，
系統會讓用戶選擇目的信箱。 

Skill（技能） 選擇Expand Tree 或Play 
Voice 或Transfer to 

Extension/Pilot Number 時，會
出現此選項，進行簡單的技能
設定。  

Remark（備
註） 

此欄位可供標示有關該節點的注解文字，此外，

若設計的流程是要系統在目前節點裏播放語音

時，可以先將要錄製的語音資料輸入此欄，待所

有節點都設定完畢，選擇功能表欄Message 
Number>System Message Recording就可以取得由
系統産生的語音資訊清單(voice message list)。 

 
8. 規劃ACD進線電話流程  
 

 
圖 4-74 ACD進線電話流程 

 
  ACD等待佇列位置 
當所有作息忙線或某個電話無應答時，來電將進入等候佇列。若

要新增備援座席，請依照路徑：PBX>Advance>ACD>On-Hold 
Setting來設定系統，對等待佇列中的來電作出反應。設置ACD群
組有五步驟，每一步有下列的選擇： 
(1.)資訊：問候來電者。來電者等待時，可以聽到系統中播放的  
     相關用法說明。 
(2.)音樂：為等待的來電者播放音樂。可選在進行下一步之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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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多長的音樂。 
(3.)等待次序：佇列中在妳之前有多少來電者在等待。 
(4.)無。 
   單碼設定(One Digit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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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來電者作選擇，而不是在繼續在佇列中等待。 
（1.）自動總機：來電者被轉到自動總機。 
（2.）人工總機：來電被轉到人工總機。 
（3.）分機的首位碼：來電者可撥入分機。 
（4.）部門查詢功能表：來電者被轉到自動總機的部門查詢功能表 
（5.）傳真功能：發送傳真。 
（6.）分機查詢功能表：來電者將被轉接到自動總機分機查詢表。 
（7.）分機／群組：來電將被轉到特定的分機或群組。 
（8.）直接留言：來電者直接進入特定信箱留言。 
（9.）IVRFOD & StdIVRFOD：進入編寫好的應用程式。 
 
9. 系統服務 
系統服務允許系統管理員定期備份所需文件。系統提供四個主要

的功能，包括： 
(1.)手動備份 
(2.)按照時間自動備份 
(3.)恢復備份 
(4.)使用服務包（建議不要使用服務包）。 
 

依照如下所述步驟，進入系統服務： 
步驟一    關閉系統中所有正在執行的程式。 
步驟二    在Windows工作列上，點擊 Start＞Programs＞   
          TeleAPG＞System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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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手動備份 
用戶可備份所有郵件，包括語音郵件、電子郵件以及每次透過手

動操作設定的 PBX 配置。 
步驟一    在 SOURCE項中，選擇備份來源。 

 
Back Up Mails：備份日常的語音郵件和電子郵件。 
 

Back Up Configuration：備份每天的 PBX 設定，包括外線、分機、   
                      線路編號等等。若用戶需要將本地的問 
                      題報告給服務商，它可使用這個功能製 
                      作一個較小的文件以易於傳輸。這項功  
                      能一般複製最近 2 天的 DBF記錄。 

 

Back Up All：備份上述提到的所有郵件和設定。 
 

步驟二    單擊 Browser選擇現有文件夾名，或輸入路徑保存備  
          份檔案。 

 
系統按照下面路徑備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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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Up Mails  

    複製文件：TeleAPG\Database\VM\*.*(包括子文件夾) 

    複製文件：TeleAPG\Mailsrv\Spool\*.* (包括子文件夾) 

 

Back Up Configuration 

         複製文件:TeleAPG\Database\flowlog\*.* 

         複製文件：eleAPG\Database\faxtxlog\*.* 

 複製文件：TeleAPG\Database\faxrxlog\*.* 

 複製文件：TeleAPG\Mailsrv\*.txt and*.old 

(乙.)自動備份時間表 

系統提供按預定時間自動備份服務，用戶可備份所有的郵件，包括：

語音郵件、電子郵件以及 PBX 配置設定。 

 

系統將下述文件自動備份到用戶指定的路徑下。 

Back Up Mails  

   複製文件： TeleAPG\Database\VM\*.*(包括子文件夾) 

   複製文件： TeleAPG\Mailsrv\Spool\*.* (包括子文件夾) 

 

Back Up Configuration  

   複製文件： TeleAPG\Database\flowlog\*.* 

   複製文件： TeleAPG\Database\faxtxlog\*.* 

   複製文件： TeleAPG\Database\faxrxlog\*.* 

   複製文件 TeleAPG\Mailsrv\*.txt and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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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定自動備份 

步驟一  在 SOURCE 項中，選擇備份來源。 

 
 

步驟二    單擊 Browser 選擇現有文件夾名，或輸入路徑以保存 

          備份檔案。 



 112

 
 

步驟三    設定系統自動備份時間。 

       要點 1：無論系統何時啓用備份功能，必須先關閉 AP   

               Engine。否則，將會出現警告訊息。 

       要點 2：設定的備份時間應和 APG \ Log \ System  

        Maintenance 下的維護時間相同。一旦設定了 

        備份時間，這個時間自動顯示爲系統維護時間。 

 

(丙.)還原備份 

這項功能可以將備份檔案還原到指定路徑。應關閉如下工作： 

（1.）PBX Flow（PBX 流程） 

（2.）佇列管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