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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ACall 使用手冊 v2.4 

1. 簡介 

在此不景氣時代，公司營運面臨毛利減少及前景不明朗等衝擊，使用Skype世界

通方案並結合Skype網關ATACall，可以替公司省下龐大電話費用，是中小企業

可以容易做到的。趕緊行動吧！ 

 

整合Skype網關ATACall、公司現有交換機及Skype各種方案(如世界通)，讓每位

員工不改變使用習慣，透過桌機撥打免費Skype或節費SkypeOut電話，員工在

外面也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筆電Skype免費撥打回公司。 

 

全世界已有七億人登錄Skype，且以國際通話分鐘數統計，Skype已是全世界

大電信商。在網路頻寬足夠下，Skype通話質量媲美市話。Skype世界通方案一

個月只要台幣410元，可以講10000分鐘！ 

 

    使用 新版 ATACall v 2.2.0.37 或以後版本： 

 僅支持 Skype 4.2.0.169, 4.2.0.187, 5.0.0.156，不支持其他 

Skype 版本禁止 Skype 版本自動升級 

 支持 Windows XP、Windows 7 

 新增功能智慧型撥出---電話號碼撥到足夠位數便自動撥出，勿需

加” # ” 或等待 5 秒。現僅支持大陸,台灣,美國,及加拿大。 

 Skype 帳號自動登入 

 動態顯示撥打分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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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pe 自動授權 

安裝須知 

1. 依需求插入想使用的 ATACall 設備於一電腦(微軟 XP)，請注意每一 ATACall 

設備 多需要 500mA, 5V 電源。如需使用 USB Hub 接連，必須使用帶足夠

電源(如四口 ATACall 設備需 5V, 2Amp)的 USB 1.0, 1.1 或 USB 2.0 with 

MTT(Multiple TT) hub（如力特 ZE410、around RMB 60）。請勿使用 USB 

2.0 with single TT hub。 

2. 確認所有 ATACall 設備已用 ATACall EEPROM 程式 EEInit_for 

ATACall.rar(燒錄時不可同時開啟相關軟體如 ATACall 程式, 新(PID:007X, 

version 2.0.0.2 tool)舊(PID:006X)硬體須用不同版本)燒錄編成一到十五號設

備，一台電腦依 CPU 效能 多可接十五個不同編號設備。 

3. ATACall 預設開啟埠數為一，若使用者想開啟不同埠數，在選好埠數並按    

   ” 確定 ” 。 

 

 

1.1 包裝內容 
 2 個 或 4 個 SkyATA-101 SkyATA-101B (依所購買的型號規格出貨) 

 一條專屬 USB 線，一個 4 埠 MTT USB HUB 

 2 條 或 4 條 電話線 (依所購買的型號規格出貨) 

 1 個 5 伏特 2 安培 ( 5V2A ) 的國際通用型變壓器 

 安裝光碟 

1.2 產品規格 
 一個 USB 接頭透過 USB 線與 PC 的 USB 埠連接 
 一個 5V2A 的國際通用型變壓器 USB HUB 連接 
 2 或 4 個 FXS 埠與電話或交換機(PBX)外線埠連接 
 支援微軟Windows XP SP2/SP3, Windows 7及Skype 4.2.0.169, 4.2.0.187

或 5.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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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特色 
 整合企業既有的交換機，使用分機撥打 SkypeOut，或不透過交換機直接使

用普通電話撥打 SkypeOut。 

 可接任何 Skype 來電並導入公司交換機語音系統。可在公司網頁設定

Skype 點擊來取代 0800 免付費電話。 

 提供 01 到 04 四組 Skype 帳號速撥碼，可作為分公司間免費聯繫。 

 透過既有分機撥打 SkypeOut，不改變使用習慣。無須電腦外接麥克風及喇

叭，更不需要個人電腦安裝 Skype。 

 可同時支援四通 SkypeOut 電話。 

 一台電腦 多可支持 4 個 ATACall-4 或是 4 個 ATACall-4B, 也就是 15 個

端口。 

 支援多國忙線音參數設定。 

 容易使用及友善的操作介面。 

 通話紀錄：檢視及儲存每一通電話的通話紀錄。 

 系統預設速撥碼”999999” 免費打 Skype 語音測試專線 Echo123 確定系 

統可使用 

 支援大多數交換機。 

 

1.4 系統基本需求 
為了使 ATACall 正常操作，您的系統須符合下列基本需求: 

 伺服器主機須有 2.8GHz 以上之微處理器、1024 MB RAM、未使用的 USB

埠、光碟機(CD ROM)。 

 伺服器主機作業系統須為微軟 Windows XP(SP2)或 Windows 7。 

 至少有 100MB 未使用的硬碟空間。 

 空的 USB 埠 

 Skype version 4.2.0.169, 4.2.0.187 或 5.0.0.156 

 具備 640 Kbps 以上雙向傳輸速度的網際網路連接能力( ADSL, Cable 

Modem,等)。 

 四組交換機外線埠口或四支類比話機。 



 4

1.5 使用注意事項 

 僅支持 Skype 4.2.0.169, 4.2.0.187, 5.0.0.156，不支持其他 Skype

版本 

 請勿隨意升級 Skype 版本 

 支持 Windows XP 或 Windows 7 

2. 硬體安裝須知 

2.1 ATACall 與電腦伺服器連接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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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將 2 或 4 個 SkyATA-101 或是 SkyATA-101B 先插入 USB HUB 的插槽

中，如圖 1。 

2. 再將變壓器及連接電腦的 USB 線接入 USB HUB，隨後電腦便會開始搜尋硬

體，並安裝音效裝置。此時，USB HUB 的 LED 燈號便會亮燈，確認接入硬

體，ATACall 的硬體也會亮起藍燈。 

3. ATACall 硬體的 FXS 1 ~ FXS 4：二 或 四組 FXS 端口，接一般話機或交換

機外線。 

4. 電腦伺服器內程式同時進行偵測新硬體的程序。新增硬體程序如下： 

   當 ATACall 連接到電腦的 USB 埠後，螢幕右下角首先會出現”找到新硬體 

USBAudio00”視窗，接續出現”找到新硬體 USB 音效裝置”等畫面，依此類

推安裝四組音效裝置從 USBAudio00~USBAudio03， 後出現”您的新硬體

已安裝且已可使用”等訊息。如下列各圖所示： 

 (圖一)      (圖二) 

 (圖三) 

1. 管理員可再次確認電腦已建立四組 USB 的音訊裝置，請依下述路徑確認音訊

裝置已建立完成。 

 

由微軟視窗桌面左下角系統工作列點選【開始】→【設定(S)】→【控制台(C)】

後，於”控制台”中點選”系統”即進入”系統內容”後，於”硬體”選項頁面中點選”

裝置管理員(D)”即可，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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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TACall 與交換機連接 
 

1. 將四條電話線的一端分別連接至 FXS1 ~ FXS4 埠口，相對應的另一端分別

連接至交換機的外線卡接口，例如 FXS1 連接對應到 PBX 外線卡接口一。 

2. 確認已設定交換機循線撥打外線的機制。 

【例】PBX 循線外撥機制： 

(1)  設定撥打 PSTN 外線，先撥打”9”後尋找可撥打的 PSTN 外線。 

(2)  設定撥打 Skype(網路電話)外線，先撥打”8” 後尋找可撥打的 Skype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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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軟件使用 

關於 

用滑鼠右鍵點擊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 ATACall 系統工作列，並選”關於” 如下圖，

即顯示軟體版本: 

 

 
 

 

基本設定 

用滑鼠右鍵點擊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 ATACall 系統工作列，並選”選項” 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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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端口數 

ATACall 預設開啟埠數為一，若使用者想開啟更多埠，在選好埠數並按”確定” 或”

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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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速撥碼 

提供 01 到 04 四組 Skype 帳號速撥碼，可作為分公司間免費聯繫。 

可接任何 Skype 來電並導入公司交換機語音系統。可在公司網頁設定 Skype 點

擊來取代 0800 免付費電話。 

系統預設速撥碼”999999” 可免費打 Skype 語音測試專線 Echo123，確定系統可

使用。 

極性反轉 

啟用此功能可整合硬體計費器與此設備達到計費功能。預設不啟用。 

SkypeOut 國碼  

使用者可選好所在國家的國際電話代碼，之後在撥打此國家境內 SkypeOut 號

碼時毋須加國碼。預設國碼依使用者電腦作業系統語言而異。繁中作業系統預設

國碼為+886(台灣)。 

區碼及手機前置碼  

僅支援台灣中國大陸美國及加拿大。若所在國家區碼有變動，使用者得由程式介

面做修改，以免撥到此變動區碼的電話被錯誤撥出。使用者在啟動區碼功能時除

了要勾選區碼選項外，還要選取所在地正確區碼，之後在撥打當地 SkypeOut 號

碼時毋須加區碼。 

語言  

支援三種語言，英文、簡體中文與繁體中文供使用者選擇。預設為使用者安裝時

所選擇的語言。 

重新開機自動啟動程式 

若使用者勾選此選項，在電腦開機，作業系統啟動時會自動載入 ATACall 程式

並執行。預設為勾選。 

拿起、掛上話機時自動顯示、隱藏 Skype 視窗 

使用者勾選此選項，電話拿起時，會自動顯示 Skype 視窗。電話掛上時，會自

動隱藏 Skype 視窗。預設為不勾選。 

呼叫延時 

使用者如在所按的 Skype 電話號碼後加"#"，Skype 電話立即撥出，也可利用呼

叫延時拖延電話號碼撥出時間，以避免不完整號碼撥出，如輸入 5 且未在撥出的

電話號碼後加"#"，所按號碼會在 5 秒後撥出。預設為 5 秒。 

SkypeOut 撥出前等待的電話號碼位數 

若區碼及手機前置碼已設定, SkypeOut 撥出前等待的電話號碼位數 

會隨著選的區碼的當地號碼位數而定。若區碼及手機前置碼未設定,使用者勾選

此選項後可設定電話號碼位數如 7，SkyCall 在使用者所按 Skype 號碼位數未達

到 7 位數時，所按的 Skype 電話號碼不會被撥出(此设定不可设定太大,否则电话

号码会一直不拨出)。預設為 7。 

SkyCall 裝置音量調整 

供使用者個別調整裝置之喇叭與麥克風的音量。拉動喇叭拉桿可調整裝置音訊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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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音量，拉動麥克風拉桿可調整裝置音訊輸入的音量。 

 

計費系統 

滑鼠右鍵點擊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 ATACall 系統工作列，並選”計費系統” ，便

可帶出”計費系統”設定頁面如下: 

 

 

若有任何撥打電話，計費系統將即時反映此通話，並提供撥打的 Skype 帳號， 

通達地區(撥打地區是本地、長途或國際)，撥打的號碼，撥打分鐘數(每分鐘更

新)，當次撥打費用(根據費率設定頁)及該端口的撥打通數。正在撥打的紀錄背景

顏色為藍色，通話結束到結帳前背景顏色為紅色。當結帳按紐被點擊時，將出現

以下畫面，按”結賬”紐後，該記錄將會反白，使用者可按”關 X”按紐去暫時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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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端口，防止未經允許的撥打。若要再使用該端口，只要再按一下該按紐即可。 

 

 

 

啟用的每一端口會依據使用狀況顯示不同的圖示如下： 

 

硬體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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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無法連結   

 

可撥號    

 

提機中    

 

通話中    

 

話機鎖死  

 

达到撥打限制  

 

帳號管理 

 

使用者必須輸入所欲用的 Skype 帳號，密碼及購買日期，備註欄可填上有效期

間。只有建在此表的 Skype 帳號才可被 ATACall 使用。 

在選好每個使用話機 Skype 帳號及 Skype 方案後，必須點擊紅色”重啟”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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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式後方可使用。 

按更新鍵可更新本日撥打不同號碼數及本日累計分鐘數的資訊。 

設定撥號限制 

 

使用者可設定撥號限制 

預設  每日可撥打不同號碼數 46 

      每日可撥打分鐘數 320  

      每月可撥打分鐘數 9600 

不可設定超過如下 Skype 限制:否則 Skype 帳號會被凍結 

Skype 的限制分別為 50、360、10000  

可在”所有話機”一欄設一組數據，再按”全部使用相同設定”鍵，全部端口便會設

定此數據。 

Skype 方案 

預設方案為 Skype 世界通方案，使用者亦可針對各話機設定不同的方案如

Skype 點數或大陸國內卡。 

 

費率設定 

從計費系統點擊”費率設定”便可帶出費率設定頁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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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依照本地、長途及國際通話，設定不同費率，但須到微軟視窗桌面右下

角 ATACall 系統工作列”選項 ”頁設定區碼。或不分本地、長途及國際通話，設

定一固定費率。 

費率有以下三種選擇: 

1. 均一費率 

2. 通話時間少於幾分鐘，費率__，超過的話，均一費率__ 

3. 通話前幾分鐘內，費率__，超出部分，費率__ 

 

話費統計 

從計費系統點擊” 話費統計”便可帶出話費統計頁面，使用者可用滑鼠雙擊開始

日期欄或結束日期欄，再選擇欲查詢起始日期，一次查詢以一年為限。按更新鍵

可更新 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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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紀錄 

從計費系統點擊” 通話紀錄”便可帶出通話紀錄頁面，使用者可用滑鼠雙擊開始

日期欄或結束日期欄，再選擇欲查詢起始日期，一次查詢以一年為限。按更新鍵

可更新 新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