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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手撥系統操作



步驟1

下載網址：
http://abos.ly/1000j29

打開易呼軟電話EXE

點選 點選
點選

再點

步驟2
設定鍵

步驟3
新增坐席

步驟4
填入坐席資訊

後

後確認

YH手撥操作系統

http://abos.ly/1000j29


手撥系統操作



下載網址：
https://www.microsip.org/downloads

手撥操作系統

點選

進行設置 輸入資料

具體參考步驟5
完成後點選「保存」

步驟1
下載安裝microsip程式

步驟2 步驟3

https://www.microsip.org/downloads


AboTALK介面操作

鏈結：
https://abotalk.com/#/login

點選

 “資料夾  > “分機管理   ”  >  “Moniter Mode”

用戶名:分機號
口令:分機密碼
域名:編號
代理地址:SIP域

與後臺連接成功後，
即可開始使用手撥功能。
號碼格式：區碼+手機號碼

登入 AboTALK 後台 開始播號

步驟4

步驟5

步驟6

手撥操作系統

https://abotalk.com/#/login


群呼操作系統



任務管理編輯

鏈結：
https://abotalk.com/#/login

點選

 “CALL    > “任務管理 ”   >  “新增”

登入 AboTALK 後台 任務管理輸入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群呼操作系統

選擇「語音呼叫」即可進行群呼

將分機進行分組，執行不同任務號碼

選擇所想要進行的客戶意向分類

調整外呼數，假設10台分機線上，
用2倍率，即每一次外呼20通話務

*導入號碼須使用「excel」檔
或「txt」檔 才能進行匯入

選擇任務執行週期時間

*假設10台分機，
執行間隔是5秒，用2倍率，
即每 5 秒外呼 20 通話務

點選「保存」後，便會依照安排時間執行任務

https://abotalk.com/#/login


*「任務號碼」導入範例（檔內只保留號碼、不可加密）

設定完成後，待設定時間到，任務即開始執行

群呼操作系統



語音資源管理操作



鏈結：
https://abotalk.com/#/login

登入 AboTALK 後台

步驟1

步驟2

點選

“通話管理”>“管理資源  >“+Add.   ”

1.音頻檔案只能為mp3 或 wav文件，
且大小不超過10M

2.完成後，點選「保存」。

3.審核後，即可於任務發布中使用

語音資源管理

(創建音頻)

步驟3
新建音檔

語音資源管理操作

https://abotalk.com/#/login


坐席後台操作



客戶登錄坐席後台只需以同樣的機構編號，
賬戶輸入分機編號即可登錄。

可進行電話接聽後，
手動進行客戶意向分析

*坐席後台權限比管理員賬戶權限少，只包括:客戶意向、工作台、話務紀
錄、分機話務統計

鏈結：
https://abotalk.com/#/login

登入 AboTALK 後台

步驟1

*坐席後台權限比管理員賬戶權限少，
只包括:客戶意向、工作台、話務紀錄、分機話務統計

工作臺管理

步驟2

坐席後台操作

https://abotalk.com/#/login


呼叫後撥放音頻系統操作



登入 易呼 後台

步驟1

機構編號：twtest
帳號名(用戶名)：twtest
密碼：888888

客服帳號(對應軟手機步驟六圖示)
後台: 「基礎信息」→「分機管理」
機構編號：twtest
帳號名(分機號)：1001~1005
分機密碼：123123

鏈結：
https://abotalk.com/#/login

點選

 “Call > “任務管理”。    > “+Add”

任務管理編輯

步驟2

任務管理輸入

步驟3

選擇「呼叫後撥放音頻」即 AI群呼

選擇音檔

*導入號碼須使用「excel」檔
或「txt」檔才能進行匯入

選擇任務執行週期時間

點選「保存」後，便會依照安排時間執行任務

呼叫後撥放音頻系統操作

https://abotalk.com/#/login


*「任務號碼」導入範例(檔內只保留號碼、不可加密)

設定完成後，待設定時間到，任務即開始執行

可至「話務紀錄」頁面查詢通話紀錄、錄音等細項



AI語音機器人操作



AI 語音機器人操作

AboTALK後台：
https://abotalk.com/#/login

登入 AboTALK 後台

步驟1

①點選『新增BOT』
(可選擇機器人智能辨別的語言及
意向分類)，完成後確定。

進行BOT機器人的編寫

步驟2

②點選『新增流程』，
開始進行話術編輯。

https://abotalk.com/#/login


 ③ 了解節點

 ④ 新增普通節點 / 編輯節點 
【可更加清楚地了解客戶的需求】

頁面空白處按右鍵可以「新增節點」，
對話格內按右鍵「編輯節點」

開場節點

普通話數節點

跳轉節點
可設定掛機、或跳轉至
其他流程

 ⑤新增跳轉節點
     可選擇：掛機/ 跳轉到原主動流程 / 跳轉到指定流程

欲一次加入關鍵詞，詞間須以「/」區隔，
輸入完按Enter即加入成功

*輸入成功之畫面

*「跳轉到指定流程」: 
一可選擇所創建的「話術流程」

AI 語音機器人操作

可進行客戶無答應設定，有效減少待機時間



AI 語音機器人操作

新增問答知識（可選擇不設置）

步驟3

客戶詢問「非系統預設之問題」(例:價錢多少、有優惠活動嗎、地點在哪裡……)

① 新增知識- 可設計客戶假定的問題及關鍵字的抓取

② 簡易問題－可選擇『直接回答』 
可到標準答案處新增回覆，音檔部分限MP3檔，亦可設定回答後的執行動作

③複雜問題－可設定『問答知識流程』  編輯方式與主話術編輯相同



設定個性化設置 (可選擇系統默認數值) 
步驟4

當客戶接起電話機器人撥放語音完畢後，設置時間內若都無任何回應，
系統將判別為「客戶無響應處裡」

*時長皆可自行設置

新增意向規則 
步驟5

將客戶依通話狀況做分類

1. 新增意向規則
2. 設置條件
3. 選擇意向分類，可於基礎信息-客戶意向 

客製化想要的意向

例:依圖示所設之通話條件，系統判定「客戶意向分類」為「高度意願客戶」

此為最初「新建BOT模板」時所選擇的「意向標籤」，若一開始沒選擇則需重建一個BOT模板

此為最初「新建BOT模板」時所選擇的「意向標籤」，
若一開始沒選擇則需重建一個BOT模板

例:依圖示所設之通話條件，系統判定「客戶意向分類」為「高度意願客戶」

1

2

3

*此為「設置條件」



進行測試

步驟6

新增意向規則 
步驟7

在審核前，模板設置完畢後可於此進行測試模
板功能運行是否正常，並可即時進行修改。
可分為『文本測試』及『撥號測試』

文本測試-利用文字測試模板狀況
即時測試，打字模擬對話，不需上傳錄音檔

點選「發布」後將交由營運商審核

*可先試聽錄音檔

可選手機號/分機號(用戶名)

例:912345678/1001

*手機號號碼格式錯誤(9碼)

撥號測試-可實際撥打測試模板狀況

由營運商審核語音內容是否違反規範，
「審核通過」即可開始建立撥打任務



建立撥打任務

步驟8

1. 於話務管理-任務管理-可新增撥打任務

② 設定任務內容及執行時間，
     及電話號碼匯入

③ 點選保存即可執行任務

查詢撥打任務

步驟9

可至「系統查詢」中的「話務紀錄」尋找區點選欲查詢之條件，選完後按「查找」
若要下載客戶完整資訊，可點選「導出」，則檔案將以Excel的格式輸出

*成功的話務紀錄將永久保存，失敗的則僅保留三個月
*錄音檔將保存七天



AI BOT 跳轉節點功能 

1. 跳轉到原主動流程： 回到初始流程上

③跳轉到人工客服： 
    軟電話設置完成後，發布任務時可選擇轉接至指定坐席分組

④  掛斷後發送簡訊：
      需設置Abosend平台並連接企業帳號，可依意向度進行延遲或直接發送簡訊

AI BOT 跳轉節點功能 
補充1

② 跳轉到指定流程： 如有設置多種流程，可選擇跳轉至哪一流程



如何將簡訊系統配置在Abotalk上 ?

1. 註冊簡訊企業帳號： https://universeaction.com/register 或洽
業務辦理簡訊帳號

2. 於【話務管理】→【短信模板】，新增需要發送之內容並保存。經
審核後即可進行發送

③於【基礎信息】→【機構管理】，點擊操作選擇簡訊參數進行平台綁定

④ 填寫相關帳戶資訊即可進行綁定，資訊可至Abosend企業帳號首頁取得，
     保存後即可完成綁定

如何將簡訊系統配置在Abotalk上 ?
補充2

https://universeaction.com/regi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