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音自動總機(Auto Attendant)使用手冊 

 

 

 

 

 

 

 

 

 

 

 



       

通知  

儘管本指南在交付時我們努力保證其內容完整準確，但對出現的任何錯誤，Alcatel-Lucent.不承擔任

何責任。 在未來發行版本中可能會編入對本指南內容所做出的修改和糾正。  

 

文件聲明  

除非由 Alcatel-Lucent 負責進行，否則，Alcatel-Lucent.對任何對原始發行的版本所做出的任何修

改、增刪不承擔任何責任。  

 

連結聲明  

Alcatel-Lucent.對本指南內其它地方推薦的任何連結網址的內容或義務不承擔任何責任，並且 

Alcatel-Lucent 不見得認可這些網站內描述或提供的的產品、服務或資訊。  

此文件所提供之連結網址，若有異動或更新，將以亞太電信官網公告為準。  

 

許可  

本產品一經使用或安裝，使用者即表示同意遵守此條約及規範。  

 

版權   

除了公開說明的以外，該產品受版權和其它有關專利權法律的保護。 未經授權的複製、轉讓或使用，

需由用戶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本指南將說明用戶如何透過使用此介面設定語音自動總機。 

 

 

 

 

 

 

 

 

 

 

 

 

 

 

 



       

 

一、登入操作說明 

1. 登入語音自動總機管理介面 

以電腦登入，電腦需支援以下瀏覽器版本 

a. Internet Explorer 8.0 或以上之版本。 

b. Mozilla Firefox 3.6 或以上之版本 

c. Safari 4.1或以上之版本。 

d. Netscape Navigator 8.1或以上之版本。 

e. Google Chrome 

 

2.開啟瀏覽器，在網址列輸入預設位址 

http://n1pcma1.ims.aptg.com.tw:8080/selfcare/desktop.html# 以連結至 PC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nager)。並連結至以下畫面。 

 

3.當您首次登入系統時，請輸入您要的使用者名稱、申請門號、密碼。輸入完成後請儲存。亦可選擇

『記住帳號/密碼』，以便後續登入使用。 

公司帳號(Enterprise\Account): 請輸入申請的使用者名稱\申請門號 

 (Password): 請輸入密碼 

輸入完成後點選『登入』系統即可 

範例：公司帳號: APT/55558888、密碼: 0000 

 

 

 

http://n1pcma1.ims.aptg.com.tw:8080/selfcare/desktop.html


       

 

4.在您成功登入後，螢幕會出現語音自動總機管理介面首頁如下: 

 

5.在首頁內提供依不同的通話種類查詢通話紀錄(CDR-Call Detail Records)。通話紀錄上包含門號、

受話方電話號碼、通話之日期時間、通話時間等。 

 

二、 語音自動總機設定操作說明 

1.服務設定(Selfcare)/其他業務/語音自動總機 

在首頁畫面右上方的位置可以點選服務設定的功能, 點選後可以進入服務功能設定(Current Setting)

的介面 點選其他業務/語音自動總機 

 



       

2.語音自動總機(Auto Attendant) 

語音自動總機可應答來電，並可轉接來電者至分機、分機群組、或其他指定分機。本服務支援設

定語音自動應答流程，提供彈性的選項及語句以導引來電者，您更可透過語音自動總機管理介面

規劃您的語音自動應答流程。於此管理介面完成設定後，點選『套用』，即可完成語音自動應答

設定。 

 

3.語音自動應答設定作業流程： 

  3.1 點選工具包可以進入下列操作畫面: 

 

 

  3.2 可以透過圖上圈選的功能按鍵，選擇啟用(綠色按鍵)或是停用(紅色按鍵)語音宣告服務。 

 



       

3.3 建立語音自動應答作業流程 

3.3.1 點選圈選的功能『Auto-Attendant Builder』 

 

3.3.2 進入下列畫面: 

 

 



       

  3.3.3 從『Auto-Attendant Builder』使用的介面中，設定新的語音自動應答作業流程 

    3.3.3.1 可新增新的語音自動應答作業流程。 

    3.3.3.2  在 Menu“選單”內，可新增以下內容： 

 Digits“數字”：鍵盤輸入的數字內容 

 Timeout“逾時”：用戶輸入數字的處理過程超過設定的時間 

 Error“錯誤”：處理用戶輸入未指定的鍵盤輸入 

 在 Actions“動作”中，可以添加以下內容 

 Continue“繼續”：自動語音應答返回控制權交還給業主作進一步的呼叫處理 

 Terminate“終止”：終止呼叫 

 Transfer“轉接”：將來電轉接至指定方 

 Voice Mail“語音信箱”：將來電轉接至語音信箱 

 RepeatMenu“重聽選單”：重複當前的選單 

 GoToMenu“去另一個選單”：去另一個選單 

 分機撥號(呼叫分機)：分機撥號呼叫 

 

 3.3.4 新增 Menu“選單”功能 

   3.3.4.1 如下圖所示，將左側畫面中圈選『Menu』的選項，用滑鼠托放到『Auto Attendant1』 

         功能上，即可建立。 

 



       

3.3.4.2 新增 Digits“數字” 數字鍵輸入功能: 

 滑鼠移到 Digit-1 功能敲右鍵後選擇數字或符號。 

 選擇數字值（0 - 9，＃，*）。 

   3.3.4.3 新增 Error “錯誤”：輸入錯誤說明處理: 

 滑鼠移到 Error-2 功能敲右鍵後選擇數字或符號。 

 選擇數字值（0 - 9，＃，*）。 

 可透過本功能建立一個錯誤的輸入代碼 

   3.3.4.4 修改 Menu“選單”功能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Menu“選單”項目。 

 單擊鼠標右鍵，並選擇 Properties “屬性”。 

 刪除現有 Menu“選單”名稱。 

 在 Menu“選單”名稱中輸入新的名稱。 

 按 OK“確定”。 

   3.3.4.5 刪除 Menu“選單”功能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Menu“選單”項目。 

 選擇 Delete“刪除”。 

注意：刪除 Menu“選單”會將子項目中所有 Announcement“語音宣告”，Digits“數

字”按鍵與 Menu“選單”項目也被刪除。 

   3.3.4.6 設定 Timeout“逾時”參數 

 當來電者不按任意鍵選單時，會發生 Timeout“逾時”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Timeout“逾時”項目。 

 從列表框中選擇一個值，（2，3，4 或 5 的時間逾時）。 

   3.3.4.7 修改 Digits“數字”功能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Digits“數字”項目。 

 單擊鼠標右鍵，並選擇 Properties “屬性”。 

 在 Task“任務名稱”中刪除現有的名稱。 

 在 Task “任務名稱”中輸入新的名稱。 

 刪除現有的數字。 

 輸入新號碼。 

 按 Save“保存”。 

   3.3.4.8 刪除 Digits“數字”功能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Digits“數字”項目。 

 選擇 Delete“刪除”。 

注意：刪除 Digits“數字”會將子項目中所有 Announcement“語音宣告”與 Menu“選

單”項目也被刪除。 

 

 



       

3.3.5 當來電者按下一個按鈕，逾時，或點擊太多不正確的鍵，語音自動應答作業流程需要宣告接下

來的服務 。 宣告操作包括繼續處理呼籲根據用戶的服務（例如，呼叫轉接等功能），該呼叫轉接到

指定號碼，終止該呼叫，或是呼叫轉接到語音信箱及其他的行動。 

下圖中我們將建立一個動作 ,轉接分機 

   3.3.5.1將左側畫面中圈選“Extension Dialing(輸入分機號碼)的選項，用滑鼠托放到 “Digit-1”  

         功能上，即可建立 

 

3.3.6 新增『自動語音』宣告內容，可以增加在自動開始 Menu(選單)內，或下一個 Digit(數字)輸入

動作後。 

  3.3.6.1 將左側畫面中圈選 Announcement“自動語音宣告”的選項，用滑鼠托放到 “Menu1”  

        功能上，即可建立。 

  3.3.6.2 填寫該項服務的說明後可以選擇 Record(錄製)或是 Save(存檔)，選擇 Record(錄製)時，系 

         統會自動發起通話，請使用者接起電話，依據語音提示完成音檔的錄製。 

 



       

3.3.7 修改『自動語音』宣告內容 

 3.3.7.1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Announcement “自動語音宣告”項目。 

 3.3.7.2 單擊鼠標右鍵，並選擇 Properties “屬性”。 

 3.3.7.3 刪除現有 Name “名稱”的內容。 

 3.3.7.4 在 Name “名稱”中輸入新的名稱。 

 3.3.7.5 按 Save“保存”。 

 

3.3.8 刪除『自動語音』宣告內容 

 3.3.8.1 參考上圖說明選擇右邊視窗的 Announcement “自動語音宣告”項目。 

 3.3.8.2 單擊鼠標右鍵，選擇 Delete“刪除”。 

 

4. 語音自動應答驗證作業Validate an Auto Attendant  

當新的功能或是選單項目被添加到語音自動應答呼叫流程中，該新增功能需要對應的功能結合才是有

效的流程。例如，一個數字需要一個相應的動作。隨著處理功能的增加，一個紅色的“X”在功能上

出現，則表示設定為無效，無法適用該項設定功能。 

 



       

語音自動總機設定參考範例 

1.點選工具包後進入語音自動總機(Auto-Attendant )管理畫面，點選畫面圈選處開始編輯服務內容 

 

2.畫面開啟後可以先編輯您所要設定的名稱 

 



       

 範例中更改名字成 ”A_office”，點選『OK』 

 

 名稱輸入完成後，即會出現以下畫面。 

 



       

3.開始建立語音自動應答作業流程，先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Announcement”，滑鼠左鍵

托放“Announcement” 到右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會出現下列畫面，在編輯畫

面中請輸入『自動語音』的名稱及說明(說明可以省略不用填寫)，並選擇 “Record” 錄製語音宣告

服務，錄製完成後請點選 “Save” 存檔。 

 

 點選錄製 “Record” 功能時，系統會自動發起通話，請接聽後根據語音導引錄製『自動語音』

宣告內容。 

 



       

 錄製完成宣告與服務後，開始建立數字輸入功能，先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Digits”，

滑鼠左鍵托放”Digits” 到右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即會出現下列畫面 

 

 接著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Transfer” 轉接功能，滑鼠左鍵托放 ”Transfer” 到右邊

視窗內 ”Digit-1” 選單項目上面，會出現下列畫面 

 



       

 選項一的轉接服務人員，假設分機是1002，請輸入1002，點選”OK”確認 

 

 建立第二個服務選項，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Digits”，滑鼠左鍵托放”Digits” 到右

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Extension Dialing” 輸入分機號碼，滑鼠左鍵托放 ” 

Extension Dialing” 到右邊視窗內 “Digit-2”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輸入手動轉接的分機號碼須建立一個語音宣告說明，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Announcement”，滑鼠左鍵托放“Announcement” 到右邊視窗內 “Digit-2” 選單項目

上面，會出現下列畫面，在編輯畫面中請輸入語音宣告的名稱及說明(說明可以省略不用填寫), 並

選擇 “Record” 錄製語音宣告服務，錄製完成後請點選 “Save” 存檔 

 



       

 錄製完成後請將語音宣告 “DialExt” 托放到 “empty extension dialing action” 功能中 ,

接這建立第三個服務選項 ,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Digits” ,滑鼠左鍵托放”Digits” 

到右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 ,會出現下列畫面 ,由於服務選項三是按九轉總機服

務 , 所以數字功能鍵中的輸入數值請選擇 “9” , 然後點選 OK 確認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Continue” 轉接總機 ,滑鼠左鍵托放 ” Continue” 到右邊視

窗內 “Digit-3”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建立逾時處理，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Timeout” 轉接總機，滑鼠左鍵托放 ” 

Timeout” 到右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RepeatMenu” 從複選單說明，滑鼠左鍵托放 ” 

RepeatMenu” 到右邊視窗內 “Timeout-2”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建立輸入錯誤處理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error” 錯誤處理，滑鼠左鍵托放 ” 

error” 到右邊視窗內 “A_office”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點選畫面左邊視窗圈選處的 ”RepeatMenu” 從複選單說明，滑鼠左鍵托放 ” 

RepeatMenu” 到右邊視窗內 “error-2” 選單項目上面，出現下列畫面 

 



       

 自動語音服務建立完成後，請點選畫面圈選的 “Save” 存檔及 “ Activates” 啟用，完成語

音服務建立 

 

3.測試語音流程 

 結束編輯畫面後，回到自動話務台選單，點選畫面圈選處 “確認” 的功能 

 

 

 



       

 下拉選單，選擇編輯好的自動語音服務 “A_office” 

 

 選擇 ”A-office” 後，點選確認的功能 

 

 

 

 



       

4.測試流程: 

A. 轉接服務人員 

1. 請先登入1002的服務電話 , 選擇任意的市話或是其他號碼撥入語音自動總機的號碼(範例中的總

機號碼是 0255690481) 

2. 聽完服務選單後 ,請按1 轉接服務人員 , 這時候 1002 會來電震鈴 ,完成服務項目1的功能 

 

B. 轉接指定分機 

1. 請登入1002的服務電話, 選擇任意的市話或是其他號碼撥入語音自動總機的號碼(範例中的總機

號碼是 0255690481) 

2. 聽完服務選單後 ,請按2 輸入轉接的號碼, 假設是1002 , 請輸入1002# , 這時候 1002 會來電震

鈴 ,完成服務項目2的功能 

 

C. 轉接總機 

1. 請登入1001的服務電話, 選擇任意的市話或是其他號碼撥入語音自動總機的號碼(範例中的總機

號碼是 0255690481) 

2. 聽完服務選單後 ,請按1 轉接總機 , 這時候 1001 會來電震鈴 ,完成服務項目3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