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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司電話系統 企業進化第一選擇

TRS 電話錄音系統
客語錄管理系統
TMS 電話計費系統
IVR 語音加值整合系統
Call Out 自動外撥系統
Call Center 全球客服系統
Fax Server 傳真伺服系統

神奇簡介

「神奇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6年，主要致力於「語音加值整合
、電話錄音、電話計費、Call Center、
Fax Server」等電話交換機周邊系統開
發，獲得觀光局頒布績優獎，並取得中
央標準局的專利權，是國內第一家研究
開發計費系統的專業公司。

神奇電子中和總公司大樓外觀

神奇電子科技有鑑於通訊產業科技的發
展趨勢，本著多年深耕的基礎，並以「
科技人性化」及「精益求精」為核心的
研發理念，全心投入系統研發及整合應
用，陸續開發出多項電話電腦整合系統
，力求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及最專業的服
務，以推動公司電話全方位E化為目標
，提供給企業作為營運/客服/行銷的最
佳利器。

神奇客戶
科技業

金融業

運輸物流

台積電、技嘉科技、群創光電、聯

第一銀行、華南銀行、聯邦銀行、

中華航空公司、桃園機場、

亞科技、宇峻奧汀、東京威力科創

土地銀行、台灣中小企銀、板信

遠雄航空自由港區、馬公

、向上遊戲科技、上銀科技、京元

商業銀行、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機場航空站、國都汽車、

電子、英特盛科技、南茂科技、住

中國信託人壽、三商美邦人壽、

HONDA、北方汽車運輸、

華科技、穩懋半導體、威盛科技、

富邦人壽保險、新安東京海上產

新竹物流、大業倉儲、汎

啟碁科技、榮剛材料科技、精鋼精

物保險、新光證券、宏遠證券、

德汽車

密科技、威剛科技、中華映管

凱基證券、瀚亞投信

政府機關

文化教育

立法院、經濟部水利署、金融監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督管理委員會、勞動部勞動力發

中國文化大學、長庚大學、台北

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

市立建國中學、聯合報、龍騰文

檢定中心、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

化事業、康軒文教事業、何嘉仁

察局、中央氣象局、核一廠、台

文教機構、金石堂文化廣場、台

灣中油、中區國稅局、高雄捷運

東原住民文化會館、巨匠電腦

、台南市議會、內政部

飯店業

其他

福華集團飯店、天成大飯店、松

鼎泰豐、千山淨水、萊爾富、森城

煙飯店、晶璽商旅、兄弟大飯店

建設、遠東紡織、馬偕醫院、萬芳

、福泰桔子連鎖商旅、美麗春天

醫院、中國附醫、澄清醫院、台北

大飯店、日月潭馥麗溫泉飯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一卡通票證公

北投天玥泉會館、台南晶英酒店

司、微風廣場、104人力銀行、依

、高雄義大天悅飯店、花蓮遠雄

視路寶利徠光學、燦坤3C、

悅來大飯店

PCHOME、台灣勁舞、宇峻奧汀

※限於版面其餘代表客戶不及備載，請見諒

TRS 錄音系統

TRS

Telephone Recording System

數位多軌電話錄音系統
優質錄音系統，讓客戶服務更完善
TRS2003電話錄音系統更改進了市面上錄音系統的缺點，研發出滿足不同客層錄音需求
的產品，讓客戶使用上更穩定及方便，讓您的客戶服務更上一層樓！

˙ Web介面操作，方便操作聽取

˙ 緊急通知設定，立即做狀況的排除

工作站採用Web介面，不需另安裝Client軟
體，且不限人數，分層權限密碼管理，讓系
統可透過Internet隨時隨地遠端聽取錄音內容
與更改系統設定。

當系統內錄音檔案儲存容量或備份剩餘空間達
到管理者設定的警戒點和錄音線路斷線等，系
統會自動通知設定的緊急呼叫聯絡人，第一時
間掌握系統狀況。

˙ 即時錄音、備份、監聽

˙ 擴充性大，可結合資訊整合

話筒一提起即自動開始錄音，電話掛斷時即
自動停止錄音，不會浪費系統儲存空間。錄
音資料可選擇即時備份至指定路徑，以確保
資料安全性。而操作者也可選擇作線上即時
監聽通話內容。

系統依話務量可以彈性擴充容量(最大2000路)。
並可提供客戶以最節省方式購置設備，達成從
外線錄音由分機查詢通話錄音內容之功能，並
可完整紀錄一通電話有轉接過哪些分機通話，
以一個標記記號來秀出所有轉接的內容，讓一
通電話的內容可聽取的更完整，為其他錄音系
統所無法達成的功能。

˙ 錄音模式多樣化、並可彈性設定
24小時全自動錄音，可錄數位外線、類比外
線、數位電話及類比電話，並可彈性設定即
時錄音、特定時段錄音及手動啟動單筆錄音
。

TRS2003錄音系統可與Call Center客服CRM系統
做完美的整合，讓客服系統更完整，給予管理
者更能掌握服務的品質。

˙ 檔案格式通用，多種備份方式
版本區分
錄音資料可轉存成Windows Wave格式檔，方
便電腦讀取，並可依客戶需求選擇DVD備份
、抽取硬碟備份、網路備份等。

TRS2003 Smart版
TRS2003 Super版

TRS 錄音系統

TRS BOX

神奇錄音精靈

TRS BOX錄音精靈是神奇在錄音系統上多年研究，研發
出功能更先進且高智慧性的錄音盒設備，還可以現場錄
音，達到「原音重現，還原現場」的功能，音檔還可直
接儲存於內建記憶體長達680小時的容量，24小時絕不
錯過，再也不用擔心錄音中斷的問題，使用IE瀏覽器即
可聽取及管理錄音，不需安裝其他軟體。
˙非一般USB型錄音盒

˙自動循環錄音

˙不須電腦即可全天候錄音

˙內建高感度麥克風(單路型)

140(W) x 110(D) x 35(H) mm

【單機型】
可在電腦不開機的情況下進行錄音作業，音檔可儲存於內建記憶體內，無需增加其它硬體設
備即可獨立錄音運作，不會因為外在因素而影響錄音功能。
【連網型】
可於分散據點進行錄音，再經由集中伺服器統一管理錄音精靈及各點錄音資料。若發生網路
斷線或伺服器主幾發生故障時，音檔也可暫存於內建記憶體，待網路線路或伺服器主機恢復
正常後，錄音精靈會自動將錄音檔傳回至集中伺服器，完全不會影響錄音功能。

TRS PRO-II

數位錄音系統
錄音系統不再是貴鬆鬆又難以親近，
TRS PRO-II自己也可以DIY輕鬆上手
神奇電子科技經過多年的錄音系統研發
特別推出一款安裝簡單，開機即可使用
之嵌入式錄音系統，使用者可以很輕鬆
的操作使用，沒有繁複的安裝程序，是
一套更人性化的錄音系統產品，和它做
朋友，讓您事半功倍！

440(W) x 200(D) x 44(H) mm

系統特點

8路/16路多種機種可選擇

適用範圍

˙全WEB化操作介面

˙安裝簡便、操作容易

˙客服錄音

˙交易存證

˙24小時自動錄音

˙權限密碼管理

˙教育訓練

˙蒐證監聽

˙錄音品質清晰

˙即時監聽功能

TMS 計費系統

TMS

Telephone Management System

TMS2002分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及英文三
種語言，能接收二套以上交換機系統資料
，也可由TCP/IP通訊協定匯回各地分公司
的通話資料，以即時掌握公司所有電話通
聯記錄及費用，做最好的管理！

電話計費經理系統

˙ 適用各種交換機 (PBX)
適用國內外各大廠牌的電話交換機 (PBX)以及
按鍵電話系統(KTS)。

˙ 同時接收不同交換機資料
一套系統可同時接收二套（含）以上不同交
換機格式資料。

˙ 多種報表選擇，提供自行編輯統計
提供了多種實用報表，可依不同需求選擇列
印。亦可轉檔成文字檔，自行編輯統計。

TMS 2002 標準版
用戶搜尋明細帳
用戶搜尋累積帳
用戶搜尋總計帳

部門搜尋明細帳
部門搜尋累積帳
部門搜尋總計帳

分機搜尋明細帳
分機搜尋累積帳
分機搜尋總計帳

部門用戶搜尋明細帳
部門用戶搜尋累積帳
部門用戶搜尋總計帳

TMS 2002 旗艦版

˙ 提供多種費率、計費類別及節費設定
˙除了產生標準版的報表，另外增加以下報表

系統提供多種費率，並可設定假日費率，以
及長途、大哥大、國際電話、節費號碼等不
同計費類別，並可細分各類別話費，或不同
固網費率等，讓電話計費更為精準。

˙ 自動 E-mail 報表

分機年度報表
分機月份報表
分機分攤報表
分機通話排行榜

部門年度報表
部門月份報表
部門分攤報表
部門通話排行榜

用戶年度報表
用戶月份報表
用戶分攤報表
用戶通話排行榜

TMS 2002 WEB版

可每日或每月自動將報表E-mail至指定信箱。

˙ 匯回各地分公司通話明細
配合企業內部網路分享計費報表之操作功
能，並可由TCP/IP匯回各撥話資料。即使分
公司在大陸或國外也可以即時匯回。
企業電話計費的『第一選擇』

˙此版本包含以上報表種類
˙使用IE瀏覽器即可不限使用者人數登入管理
˙適合大型及分散式多點交換機集中管理

TMS 計費系統

HOTEL
PMS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飯店前台連線系統

飯店業者前檯系統與電話交機整合的必
備整合方案，能夠將房客自進住到退房
所產生的電話計費、房客資料、消費資
料、房間狀態等等資料，傳送到前檯主
機並統一管理，是飯店達成系統雙向溝
通及訊息自動化之最佳管理工具。

主要功能
˙客房狀態(開始打掃、
打掃完畢、可進住...)

˙叫醒設定/取消

˙外撥限制/恢復

˙叫醒成功/失敗

˙房客基本資料/國籍修改

˙飲料費

˙Check In/Out

˙電話費

˙換房

HOTEL Voice Mail System 飯店語音信箱系統
飯店業交換機系統的加值電話留言語音管理系統，讓房客不在房間內或忙
線未接時，仍不會錯過重要電話並提昇飯店電話服務，客戶滿意度佳。

˙
˙
˙
˙

其
他
整
合
系
統

房客進住 Check In：開啟該客戶國籍語言別之語音信箱(中、英、日)。
房客退房 Check Out：關閉信箱，刪除留言。
房客換房：訊息轉移並關閉舊信箱。
圖型化顯示客房的語音信箱狀態

房控系統
˙具備「是否入住中」、「空調是否運行中」、「是否要求立即打掃」、「房間是否勿干擾」、
「節電斷電」等功能，且可配合前台業者做整合使用，讓您的飯店系統更加完善。

PTV 飯店前檯連線系統
˙具備付費電視入帳、帳目明細查看、Check In/Out ...等功能，讓您飯店的付費電視帳
目做即時的管控。

Call Out 系統

Call Out

服務整合系統

神 奇 C ALL O UT整 合 系 統 - 自 動 的訊息傳送平台，企業行銷、推廣產品、訊息通
知 、 主 動 關 懷、 問 卷 調 查 的 最 佳 利器。
˙電 話 語 音 外撥

˙ 手機簡訊發送

˙電子郵件發送

減 少人 力，自動重撥未接通

客戶可 以 在 接 獲 問 卷 調 查 簡

可 「 即 時 」 及 「 定 時」 設 定

電 話， 語音檔可以結合TTS

訊後， 直 接 回 覆 簡 訊 ， 達 到

郵 件 發 送 ， 並 可 查 看發 送 狀

文 字轉 語音，並可自行錄製

雙向簡 訊 應 用 功 能 ， 既 方 便

態 ， 讓 您 不 會 因 為 忙碌 而 忘

語 音讓 客戶親切感更加倍。

又有效 率 。

記 傳 達 您 的 關 心 與 提醒 。

˙ 全天候大量發送

˙ 自動重撥服務

電話語音外撥、手機簡訊發送或電子郵件發
送，不論設定「上百」、「上千」或「上
萬」筆的接收者，整合系統不受限於上班日
或例假日，依可外撥時段隨時提供資訊的發
送服務。

系統可自行設定重撥功能，當語音外撥電話
忙線或無人接聽時，可自動做重撥服務。

˙ 語音外撥回覆明細
在語音外撥問卷調查後，會將客戶輸入的按
鍵結果記錄於系統報表中，便於管理者作查
詢統計。

˙ 聲音檔自行錄製無需額外費用
利用一般電話撥入系統即可進行錄製，業者
利用自己的聲音傳遞您對客戶的關懷，不僅
讓客戶感受到加倍的親切感，也可對於您所
要傳達的資訊更加印象深刻。

˙ 整合TTS更加人性化
系統整合TTS語音播放功能，只要輸入欲播
放的文字，透過文字轉語音系統就可立即播
放文字內容，不需預先錄音，在播放語音時
立即說出客戶姓名，讓客戶在接聽電話的第
一時間能有被重視且有專屬的感覺。

˙ 雙向簡訊運用
以簡訊傳送問卷調查事項，客戶可直接回覆
簡訊，管理者再透過系統查看調查結果。

˙ 預約定時功能
彈性設定行銷日期時間為「即時」或「定
時」，讓您可依不同群組的客戶選擇適合的
傳送時段，以達到最有效的訊息傳達。

˙ 報表管理功能
提供報表管理功能，可以條件式的搜尋，快
速統計出每次發送或撥打的「明細報表」或
「統計報表」，讓您準確的掌握發送的成
效。（報表內容包含：日期、時間、總通
數、成功通數、失敗通數、回覆內容… 等）

˙ 發送名單匯入功能／重覆使用
利用EXCEL編輯客戶名單，即可快速將名單
匯入至發送群組中，並可重覆使用發送群組
名單進行電話語音外撥、手機簡訊及電子郵
件發送，無需浪費人力反覆做資料的建立。

Call Out 系統
˙系統自動撥號功能：

Auto Dial

系統自動撥號功能分為電腦軟體控制及電話控制
兩種方式，讓沒有電腦主機的外撥行銷人員也能進行自動外撥的作業，亦可支
援企業其他系統整合。

˙外撥名單匯入：

電話自動外撥

提供XML範例檔，可利用EXCEL軟體編輯客戶名單，即可快速將檔案名單匯入
至系統客戶資料群組中，供日後電話自動外撥發送使用。

˙外撥專案編輯功能：
可自行新增外撥專案，選擇已匯入的客戶名單資料，供電話行銷人員進行自動
外撥作業的使用。

˙自動記錄電話外撥結果：
系統會自動記錄每筆通話時間、外撥電訪狀態結果，讓管理者隨時能登入系統
進行相關報表的查詢使用。

一套多功能自動撥號系
統，依照匯入之電話名
單進行電話自動撥號作
業，可減少電話行銷人
員在撥打電話所花費的
時間，增加工作效率。

˙電訪狀態記錄功能：
電話行銷人員於外撥電訪掛斷電話前，可輸入電訪之各種狀態結果代碼(如*11
需要、*12考慮、*13不需要………等)，方便日後查詢追蹤使用。

˙整合客戶訪談記錄功能：
整合CRM客戶關係系統，提供行銷人員客戶訪談記錄功能。
˙整合電話篩選功能：
將篩選完之有效號碼用於自動外撥專案中，可增加外撥電話的準
確性，有效節省電銷人員的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大量發送，全天服務：

讓您的電話行銷無往不利！
好的外撥系統結合，

電話篩選發送除了可選擇匯入名單發送外，亦可自行輸入外撥
號碼範圍進行自動外撥篩選作業。不論設定「上百」、「上千」或「上萬」
筆的發送，系統均不受限於上班日或例假日，隨時提供資訊的發送服務。

電
話
篩
選

˙發送時段範圍設定功能：
可設定每日電話外撥的時段，讓您可以依不同群組的客戶選擇適合的外撥時段，避
免休息、睡眠時間的打擾。

˙自動記錄電話篩選結果：
透過系統自動外撥以最短時間、最有效率方式，來得知電話號碼是否有效，並將結
果自動記錄下來，供日後報表查詢使用及轉EXCEL檔使用。

˙無效號碼自動重撥功能：
於查詢結果的顯示頁面，提供專案無效號碼重撥按鍵功能，方便日後管理者能夠再
從中篩選出有效號碼名單資料。

˙系統操作歷程記錄：
可透過使用者操作記錄查詢功能，清楚掌握及了解使用者登入系統後之各項功能操
作歷程，詳細紀錄狀況。

˙整合AUTODIAL功能：
可將已篩選完的號碼，轉至AutoDial系統供電銷人員外撥使用，可增加外撥
電話的準確性，電銷人員也不須花時間手動撥打電話，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Fax Server

Fax Server
傳真伺服系統

傳真伺服系統就是將傳真結合上網路特性的產品，也讓無
紙化辦公室真正實現，無限延伸了辦公室的空間，創造了
虛擬辦公室的環境，將對企業經營管理帶來革命性的觀念
與驚人的經濟效益！

˙ 無紙辦公室理想的實現
讓你透過Email 信箱隨時隨地收看傳真文件，不再擔
心漏掉重要的傳真，電腦中的文件也可以直接傳到客
戶端傳真機，不需再列印文件後使用傳真機傳送，並
將一份文件同時傳真給多個客戶，不需浪費時間守在
傳真機旁逐一傳真。

˙ 更經濟有效的通訊工具
應用更經濟的 Internet 網路技術，為企業節省可觀的
長途通訊費用，並可提供財務部門精確紀錄個人或各
部門每月傳真費用及使用時間，以及使用者可檢視管
理傳真文件的傳送情況，便於傳真的掌控。

˙ 虛擬辦公室無遠弗界延伸
將辦公室接收到的傳真，自動轉接到所指定的Email信
箱，讓使用者可隨時隨地自遠端讀取訊息，達到真正
虛擬辦公室的理想。

加

整合自動傳真功能：

值

˙系統整合傳真功能：提供與其他服務系統整合自動
傳真功能，整合後系統即可自動大量對外做傳真的
發送作業，達到AutoFax傳真自動化的功能。

整
合

˙傳真檔案等級設定：系統可針對傳真文件的重要性，
作優先順序傳送設定。

Fax Server

傳真工作站

Magic Fax Server
傳真伺服系統

客戶傳真機

直接列印

˙ 全中文Web化管理系統：
全中文化操作畫面，搭配WEB管理介面，
讓系統的操作更容易。

˙ 傳真工作站整合功能：
支援多台傳真主機整合功能，有效節省長途
國際之傳真電話費用。

˙ 傳真格式多元化：
支援多種文書檔案之傳真發送功能，包括
doc、docx、xls、xlsx、txt、pdf等。

˙ 使用者登入無上限：
使用者CLIENT端工作站軟體無使用人數上限
之限制。

˙ 訊息通知功能：
提供傳真接收及傳真發送結果透過簡訊或mail
通知。此外傳真文件可以夾檔方式傳送，並將
客戶名稱顯示於E-mail主旨中，使在外收傳真
更方便。

˙ 傳真資料查詢功能：
可直接於管理系統進行傳真資料的查詢及傳真
檔內容點選閱覽。

˙ 傳真排程功能：
系統提供「即時傳真」及「預約傳真」雙重發
送設定功能。

傳真工作站

˙ 傳真虛擬印表機轉檔功能：
提供傳真虛擬印表機列印轉檔整合發送功能。

˙ 傳真線路狀態圖示功能：
提供傳真線路即時狀態顯示功能(可即時看到
線路空閒/傳入/傳出之狀態圖示)。

˙ 傳真統計報表功能：
可針對傳真發送及接收的資料做成統計報表。

˙ 專屬傳真電話簿：
專屬傳真電話簿設計，提供每位使用者專屬的
電話簿編輯功能。

˙ 資料自動匯入功能：
提供用戶資料及電話簿以Excel檔方式大批自動
匯入功能，並透過資料夾管理，讓管理更輕鬆。

˙ 即時資訊顯示功能：
傳真工作站軟體提供目前「等待發送傳真剩餘筆
數」及「新傳真筆數」之即時資訊顯示功能。

˙傳真失敗重傳功能：
系統可針對傳真發送結果為失敗的資料，直接
提供重新發送設定功能。

客語錄系統

客語錄
潛在客戶

管理系統

您掌握了嗎 ?

「記住客戶的需求」
是留住客戶的不二法門
為了能提高客戶滿意度，您需要一套完善
的客戶服務及管理系統，來服務您每一位
親愛的客戶！
神奇客語錄管理系統結合了客戶關係管理
(CRM)及錄音兩套系統，系統可有效的管
理每通電話的客服處理情況，利用電話線
路的Caller ID做整合，可迅速調閱出客戶
資料與歷史訪談記錄，讓客服人員能有效
且快速的掌握客戶狀況，另外人性化的操
作介面讓客服人員能更快速的提供服務。

錄音

客語錄系統

CRM客戶關係管理
˙ 客戶資料顯示(Screen Pop-UP)

˙ 錄音檔與訪談資料整合

當有外線電話撥入時，會立即顯示電話號
碼，若電話號碼已建檔，即可顯示客戶資料
及該客戶的歷史訪談記錄。客服人員亦可作
手動查詢客戶資料或是新建客戶資料功能。

所有撥入、撥出訪談記錄皆與錄音檔作整
合，客服人員可在查閱歷史訪談紀錄的同時
直接點選該筆錄音檔作聽取。

˙ 客戶來電訪談即時紀錄

˙ 預設罐頭訊息

客服人員可直接進行訪談資料的編輯，相關
紀錄欄位皆提供預設罐頭訊息，方便客服人
員快速點選使用。

可新增預設罐頭訊息，方便於訪談時下拉選
單使用，使客服人員能以最快時間完成對來
電客戶之服務提昇客服之效益。

˙ 客戶訪談資料查詢

˙ WEB化操作管理介面

多樣的訪談記錄查詢，可隨時追蹤控管，降
低客訴情況，提昇客戶服務滿意度。

本系統提供WEB中文操作介面，只需利用IE
瀏覽器透過Web Browsers方式，即可登入系
統進行操作。進入系統時必須先輸入使用者
名稱及密碼，以確保系統資料之安全性。

˙ 客戶資料編輯及修改系統
提供客戶基本資料編輯功能，方便日後查詢
及客戶來電時可直接顯示客戶資料。

˙ 查詢追蹤預定的處理排程
客服人員可進行預定的訪談資料排程的處
理，主管可進行查詢目前尚未處理完畢之案
件。

客語錄管理系統可搭配
TRS2003錄音系統或
TRS-BOX錄音精靈(連
網型)來做整合應用。
客語錄可與任何廠牌之
交換機做搭配亦可直接
與客服專線整合使用。

IVR 語音應用

IVR

CTI-IPCALL

電腦語音加值整合系統

「神奇的IVR(CTI-IPCALL)電腦語音加值整
合系統」，讓您的總機變聰明，電話不漏
接，不會再有找不到人的情況，讓您辦公
室的電話系統更人性化。此外，配合上各
種加值應用的系統，還能加強總機及客服
人員的服務品質，是企業e化，一舉兩得的
必備智慧語音系統！

˙ 智慧型自動總機

˙ 授權碼外撥整合

可自動接聽外線電話，並宣告公司問候語，
還可分不同時段自動切換。另提供多國語言
的語音服務模式，指定轉接等功能，讓您的
總機為您的企業形象大大加分，給客戶最親
切的服務。

企業員工授權電話外撥管理系統：協助企業
管制員工外撥長途或行動電話，節省話費，
以利企業永續發展。

˙ 智慧型語音信箱
當轉接分機忙線或無人回應，可選擇留言或
留電話號碼，系統則會立即通知客服人員信
箱，讓您的客服品質提升。

˙ 語音外撥系統
自動的訊息傳送平台，有多種外撥方式，是
提升工作效率、服務品質的一大幫手，更是
企業行銷、推廣產品、訊息通知、主動關
懷、問卷調查的最佳利器。

˙ 電話篩選功能
˙ 企業專屬語音查詢
提供企業專屬語音查詢功能，可選擇樹狀式
或題庫式架構或混合式架構，並依據不同企
業需求服務功能做修改。
電腦語音訂票、訂位查詢系統
>> 電腦語音訂貨、查修查詢系統
>> 電腦語音查榜、股務查詢系統
>> 電腦語音報備系統、語音滿意度調查系統
>>

可選擇匯入名單發送外，亦可自行輸入外撥
號碼範圍進行自動外撥篩選作業。系統不受
限於時段，隨時提供資訊的發送服務，並提
高外撥的準確性。

˙ 整合外撥功能(Auto Dial)
一套多功能自動撥號系統，依照匯入之電話
名單進行電話自動撥號作業，可減少電話行
銷人員在撥打電話所花費的時間，增加工作
效率。

IVR

˙ TTS 文字轉語音播放系統

整合TTS語音播放功能，系統可直接將輸入
文字轉成語音，立即播放，讓您的語音系統
應用更方便。

CTI-

VM100

語音秘書

˙ 智慧型全功能語音信箱

˙ 擴充性大且可提供多組信箱

當總機將電話轉接至分機人員，而該人員忙
線或離開座位時，可選擇在語音信箱中留言
或留電話號碼。當信箱有留言或留電時，系
統則會立即通知信箱主人。

本系統最大容量能擴充到64個語音迴路並能
提供3,000小時以上之語音儲存容量，並可設
定99999個以上信箱號碼(分機號碼)，並可配
合分機或座位更動時靈活運用。

VM100

R

IVR 語音應用

˙ 企業部門分機查詢

˙ 信箱分機等級設定

透過部門分機查詢功能，來電者可聽取要查
詢之部門分機，亦可設定單碼轉接功能，內
容宣告語亦可隨時異動修改。

信箱等級分為2種服務等級，可依職務需求將
信箱設定為可留言或不可留言。

˙ WEB化中文操作介面
˙ UMS訊息整合系統
Message To E-mail
當語音信箱有留言或留電時，系統會自動將
留言及留電資訊E-mail至使用者郵件信箱。

提供全中文WEB化的管理程式，只需要用網
頁瀏覽器透過Web Browsers方式，可即時新
增修改信箱、設定系統參數、查看系統目前
線路狀態以及聽取信箱留言等等，不須再安
裝其他的軟體。

Fax To E-mail
可將收到的傳真文件依各使用者所設定的信
箱，將檔案以附加方式寄送至所屬的信箱
中，即時掌握最新傳真訊息。

˙ 語音卡特點
每一路語音迴路均具有一個高速數位訊號處
理器，能監視各種交換機及各電信業所提供
之電信訊號，並可於語音播放同時偵測到來
電者輸入的DTMF按鍵碼及掛斷訊號。

˙ 系統遠端電話維護功能

提供更改語音宣告內容，更改系統監督人密
碼，更改人工總機或值班分機設定，新增分
機、刪除分機，修改分機等級功能。

˙ 線上維護免停機

系統具備線上維護(ON-LINE Maintenance)功
能，能在不停機狀況下增加語音信箱、修改
服務等級、修改轉接的分機號碼，並不會影
響自動總機正常接聽電話狀態。

Call Center

Call Center

全球客服系統

快速有效的處理大量的Inbound及Outbound電話，提
供客戶電話語音查詢、申訴抱怨、電話行銷、障礙處
理、帳款催收、經銷商服務...等服務，不僅增加客戶服
務滿意度，提昇企業形象並創造更大的商機。

ACD

CRM
(客戶關係管理)

(自動話務分配)

(來電語音導引)

Out Bound
外撥

Fax Server
傳真

BCMS

客服人員
管理系統

Call Vector

TRS
電話錄音

報表管理

Call Center
˙ 話務自動分配 (ACD)
將客戶來電根據語音導引分類後，分派給不
同之客服群組，並可依閒置最久時間等排
序，將電話分配至適當的Agent人員，達到
話務平均分配的的公平性。

˙ 即時訊息列功能

˙ 話務管理分析

客服人員可透過即時資訊視窗，得知目前線
上等候的來電數及登入後之操作狀態，讓每
個客服人員能在第一時間得知目前的話務情
況，另外亦提供最新訊息跑馬燈功能，讓每
個客服人員可即時看到管理人員發佈的最新
消息或公告。

系統會自動記錄每位客服人員的相關動作訊
息，做成分析統計資料或報表，可提供主管
對於客服人員工作效率的考核依據，以便將
來能作為改進或擬定計劃及策略 修正的參
考依據。

˙ CRM管理系統

˙ 客服監控管理
管理人員可以藉由系統的WEB監控管理介
面，了解各Agent人員的值機狀態(如文書
中、暫停或通話中)。

整合銷售策略、客戶策略與系統的服務流程管
理，除了以業務、行銷為主要導向外更落實客
戶關係服務，整合傳統客戶管理並結合最新的
資訊技術提昇工作效率做最有效的管理。

˙ 客戶資料顯示(Pop-Up Screen)

˙ TRS數位錄音系統

客服人員接起來電者電話時，電腦螢幕就會
立即顯示客戶的基本資料及來電訪談的歷史
記錄，讓客服人員能及時掌握客戶資訊，提
供客戶最迅速及親切的服務。

24小時即時錄音功能，有多種錄音樣式供選擇
使用，且詳細記錄每筆錄音資料，讓客服主管
能掌握客服人員與客戶間的對話，可將之作為
人員日後教育訓練題材應用，是提升公司客服
品質的一大幫手。

˙ 等候掛線查詢
當所有客服人員皆於忙線狀態時，客戶可選
擇等候，但在等候中途就掛斷電話，此時系
統就會自動記錄此筆掛斷通聯資料(包含掛
線時間、來電者的電話號碼及轉接群組)，
方便管理者查詢使用。

˙ 系統監控管理 Pop-Up告警
當系統判斷程式有發生異常狀況時，系統即
會popup告警視窗及聲音提示，再發出email
通知管理者，讓異常情況得到快速的解決。

˙ Out Bound 外撥
客服人員可透過點擊外撥鈕，由系統自動接通
客戶，進行人員主動行銷或客戶關懷，讓您的
Call Out由被動轉為主動，業績蒸蒸日上。

˙ Fax Server 傳真
客服人員在電腦上即可收發傳真，加速對客戶
的服務，提升服務效率，亦可使企業無紙化，
達成環保愛地球的成就。

電話：(02)8226-9688
傳真：(02)8226-9588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2號16樓之9
網址：www.magnat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