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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感謝您購買 ARTECH USB電話錄音盒 Fonkorder1。Fonkorder1 使用電

腦硬碟作為儲存媒體，將通話記錄保存到電腦硬碟裡。每一筆通話記錄詳

細記錄了通話開始的時間、通話類型，來/去電電話號碼，通話長度。200GB

的硬碟可存儲 14,000小時的錄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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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外觀功能 

取出您的 fonkorder1之後先不要急著連接電源線，讓我們先看看這台 

產品的各部份組件。 

正視圖 

 

 

 

 

 

 

 

 

 

 

 

指示燈 狀態 說明 

LINE 
亮 

滅 

表示 fonkorder1自動佔取外線，進入答錄留言。 

表示 fonkorder1並無自動站取外線。 

PLAY 
亮 

滅 

當使用 fonkorder1內建喇叭播放錄音或進行監聽中線。 

並無使用 fonkorder1內建喇叭播放聲音。 

DND 
亮 

滅 

表示來電時啟動屏敝第一聲鈴聲。 

表示未開啟來電時屏蔽第一聲鈴聲。 

POWER 
亮 

滅 

USB正常供電中。 

USB沒有插上進行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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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視圖 

 

 

 

 

 

 

 

 

 

 

 

腳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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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裝內容 

1. fonkorder1USB電話錄音盒 

2. fonkorder1應用程式光碟 

3. USB傳輸線 

4. RJ11電話線 

5. 機身立座 

6. 使用說明書 

7. 快速安裝手冊 

 

 

 

四、系統需求 

Pentium 400 MHz CPU以上  

Windows98se/XP/2000/NT作業系統 

Skype™網路電話軟體程式(軟件版本:1.1.079 或下載更高版本) 

10MB 或更多的硬碟容量 

128 MB RAM 記憶體 

CD-ROM光碟機 

LAN, ADSL, ISDN, 33.6K數據撥號網際網路 

標準 USB傳輸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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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裝 fonkorder1 USB錄音盒及應用軟體程式 

 
 

安裝產品應用軟體程式將安裝光碟放入電腦光碟機，安裝程式將自動執

行，若光碟無法自動執行，請瀏覽光碟內容，並執行 Fonkorder1.exe程

式,如下畫面: 

 



 

        6 

點選 [安裝 fonkorder1應用程式] 檔案,將出現如下圖視窗: 

安裝程式提示您，選擇安裝程式語言。 

點選[確定]繼續安裝, 點選[取消]退出安裝. 

 

 
 

 

點選[確定]將出現如下畫面，安裝程式將會安裝 fonkorder1到您的電腦確

認畫面，請點選[下一步]繼續程式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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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確認 fonkorder1應用程式安裝的位置， 

點選[瀏覽]可更換預設安裝位置，在此建議安裝於預設位置，點選[下一步] 

進行下一步安裝。 

 
 

點選[下一步]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確認 fonkorder1應用程式將於系統

的開始的程式集中建立一個 fonkorder1資料夾 ，點選[瀏覽]可更換預設

資料夾名稱，在此建議使用預設名稱，點選[下一步]進行下一步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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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下一步]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安裝程式將會詢問是否在電腦系統

桌面建立捷徑圖示。點選[下一步]進行下一步安裝。 

 
 

 

點選[下一步]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安裝程式將會做最後確認， 

點選[安裝]即開始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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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安裝]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安裝程式安裝過程將會有進度條顯

示，點選[取消]將會取消退出安裝。 

 
 

 

安裝完成後將會出現如下視窗畫面，點[完成]即完成 fonkorder1應用程式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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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完成將會出現 fonkorder1 登入畫面。如果 fonkorder1硬體已安裝完

成，只要輸入 出廠初始帳號[Admin]密碼[1111] 即可開始使用

fonkorder1錄音系統。如果尚未安裝設備硬體請參照說明書硬體安裝步

驟完成安裝。 

 

 

1.安裝產品設備硬體 

在一台電腦可同時安裝四台 fonkorder1，設備順序號，由設備背後的設

備選擇開關作區分，同時安裝兩台以上 fonkorder1時，請將每台設備開

關依序切換好，安裝多台設備時號設備號請勿切換在重複位置，避免軟體

啟動時造成系統運作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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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裝步驟: 

一般外線 

 

 
1. 將 RJ-11電話線一端插入電話機的 LINE RJ-11插座；另一端插入本

產品的 PHONE  RJ-11插座。 

2. 將另一條 RJ-11電話線一端插入 PSTN(電信局電話線)RJ-11插座；

另一端插入本產品的 LINE RJ-11插座。 

3. 將本產品所附的 USB傳輸線接頭的一端插入本產品的 USB插座；

另一端插入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的 USB插座。 

註 1：接交換機或內線分機使用不正常時請先參考 P25 電壓模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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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分機 

 
1. 將電話機上聽筒線拔起後插入本產品的 IN RJ-9插座。 

2. 將另一條 RJ-9聽筒線插入本產品 OUT RJ-9插座；另一端插入電話

機 RJ-9聽筒插座。 

3. 將本產品所附的 USB傳輸線接頭的一端插入本產品的 USB插座；

另一端插入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的 USB插座。 

4. A/B內外兩芯切換 1/2左右兩芯切換。因電話聽筒線有四芯但只有用

其中兩芯來傳送與接收聲音，且沒有特別規定，所以需利用開關切換

設定看是那兩芯在傳送與接收聲音。切換到正確位置後指示燈會亮代

表設定完成。 

    

註 1：軟體參數設定請參考 P.24錄音條件語音觸發 

 
 

 

 

連接好 USB電話錄音盒後，電腦系統.將出現”找到新硬體 USB Audio 

Device”畫面，此時請耐心等待，系統將會持續進行自動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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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將會出現如下畫面，請選擇自動安裝軟體，然後再點選下一步。 

 

 
 

點選[下一步]接著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安裝程式將會進行 USB音效裝置

驅動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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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效裝置驅動安裝完畢後系統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完成尋找新增硬體精

靈，點選完成即完成安裝。 

 
 

稍後，硬體安裝精靈將會在桌面右下角提示：您的新硬體已安裝且已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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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表示已完成 USB錄音盒硬體的安裝。打開 fonkorder1應用程式即可

開始使用整套系統。 

 

 

 

 

 

 

 

 

 

六、Fonkorder1應用程式軟體移除 

點選系統的[開始]進入[所有程式]選項，進入[Fonkorder1]資料夾，再點

選裡面的[解除安裝 fonkorder1]選項進行 fonkorder1應用軟體移除程

式。 

 
 

點選[解除安裝 fonkorder1]，將出現如下圖畫面，再點選[是(Y)]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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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korder1應用軟體移除程式。 

 

 

接著移除程式將顯示程式移除進度，完成後將會出現如下畫面，點選確定

及完成 fonkorder1應用程式移除。 

 

 

七、fonkorder1應用軟體登入 

1.依次進入電腦系統的開始\程式集\fonkorder1\fonkorder1，點選

fonkrder1開啟 fonkorder1應用程式。 

 
 

2.開啟應用程式後首先將會出現應用程式登入畫面，輸入使用者帳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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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使用者:Admin 密碼:1111)。 

 

 

在軟體每次啟動時自動登入： 

勾選後輸入[帳號]、[密碼]按下[登入]每次開啟 fonkorder1軟體時就會自動登入軟體。 

 

3. 輸入完成後點選[登入]，將會出現設備連結中畫面。  

 
 

 

4. 設備連結完成後將會出現如下畫面，同時在電腦視窗桌面的右下角出

現 Fonkorder1的運行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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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fonkorder1應用軟體登出/切換使用者 

1.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檔案]再點選[登出]。 

 
 

2. 點選[登出]後將會出現如下視窗畫面，此時可再點選[登出]圖示 即可登

出 fonkorder1應用軟體；點選[切換使用者]圖示則可以以另一個使用者權

限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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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登出]後桌面右下角將會出現提示小視窗，提示系統仍在運行。 

(此時雖然系統登出，但仍可正常運行進行通話錄音) 

   
 

 
4. 若要重新登入系統，可點選桌面右下角 fonkorder1小圖示，將會再次

出現登入畫面，輸入使用者帳號和密碼即可再次登入系統。 

九、結束 fonkorder1應用軟體 

1.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檔案]再點選[結束]。 

2.或用滑鼠右鍵點選桌面右下角 fonkorder1小圖示，再選擇結束即可結

束 onkorder1應用軟體。 

 

十、Fonkorder1應用軟體設定 

1.Fonkorder1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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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系統設定視窗 

1.點選 fonkorder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系統設定]進入系統

相關設定。 

2.進入系統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可進行對該設備系統設定。 

 

 
1.退出時需要密碼 

當勾選此項功能時，當要退出 fonkorder1應用軟體需要輸入密碼。 

 

2.來電屏蔽第一聲鈴聲 

當勾選後此項功能時，話機來電時第一聲鈴聲不會響鈴。(怕接太快造成來電顯

示沒有解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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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登入Windows後自動開啟 fonkorder1應用軟體 

當勾選此項功能時，當Windows登入後，將會自動執行 fonkorder1應用軟體。 

 

 

4.自動登出 fonkorder1應用軟體 

當勾選此項功能時，若在設定的時間內沒有對 fonkorder1應用軟體進行任何

操作，軟體會自動登出，並最小化到桌面右下角。 

註:自動登出後 fonkorder1應用軟體仍可正常運作。 

 

5.來電提示視窗 

當勾選此項功能時，來電時將會出現如下提示視窗，點選視窗將會立即調閱通

訊資料。 

 
5.系統登入載入記錄天數 

此設定可選擇當登入 fonkorder1應用軟體時，將載入多少天的錄音記錄。 

 

6.錄音時間少於多少秒將不存檔 

錄音時間低於多少秒錄音檔案將不存入硬碟裡，僅保留通聯記錄。 

 

7.錄音時間大於此時間將停止錄音 

錄音時間超過此設定值錄音檔案將不存檔，僅保留通聯記錄。此設定將決定該

通話的最長錄音時間，避免發生因未掛好話筒，而一直錄製，產生無效通話錄

音。 

 

8.通話結束後清除通話資訊時間 

此項設定為，當通話結束後多少秒系統才將迴路狀態顯示視窗上的資訊清除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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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將通話錄音檔案存放位置設定 

此設定可更改預設錄音記錄檔案存放位置，建議將錄音檔案的存放位置於系統

安裝的硬碟位置分開。 

 

 

10.系統日期時間顯示格式 

此設定可更改 fonkorder1應用程式內系統時間顯示格式。 

 

11.錄音存檔檔案格式設定 

此設定可更改錄音檔案儲存檔案格式，出廠預設為 AVN格式，此格式具備資

料保密，需透過 fonkorder1應用軟體才能打開。 

 

12.系統進階設定 

fonkorder1預設的系統進階設定值，均能符合目前一般系統環境需求，除非遇

到一些特殊環境才需進行此頁面設定。 

 

鈴聲結束多少秒後未再響鈴,系統判斷未接來電 

 當鈴聲結束後過多少秒判定為未接來電。 

 

2 

.外線設定 

1.進入外線設定視窗 

1.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外線設定]進入系

統外線相關設定。 

2.進入外線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選擇設備編號，可進行對該設備外線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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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定外線名稱 

在此可將該設備號所安裝的電話外線號碼取一個名稱，例如永陽公司一線。 

 

3.設定外線號碼 

在此可將該設備號所安裝的真實電話外線號碼輸入於此位置。 

 

4.設定該外線錄音條件 

fonkorder1提供四種錄音條件分別為: 

全部錄音：當定時錄音所設定時間到，或收到電信公司發出的通話接通極性反 

轉訊號時即立即開始錄音。 

註 1:在按下應用軟體功能快捷[取消錄音]圖示將可強制性取消對該通通話的錄

音。 

註 2:在通話錄音過程中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方

任何一方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取消該通通話錄



 

        24 

音。 

出廠預設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11] 

 

全部不錄音：任何來去電通話將都不進行錄音。 

註 1:在按下應用軟體功能快捷[強制錄音]圖示將可進行該通通話強制錄音。 

註 2:在通話未錄音過程中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

方任何一方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強制該通通話錄

音。 

出廠預設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22] 

 

條件錄音：選擇錄音的條件，當定時錄音所設定時間到，或收到電信公司發出

的通話接通極性反轉訊號時才開始錄音。 

 

語音觸發：從電話廳筒錄音時，需將錄音條件設定為語音觸發，選擇語音觸發

後會多出下列兩個參數設定。 

註 1 [語音觸發錄音結束時間]當 fonkorder1錄音盒沒收到聲音多久後停止錄

音。如太容易就結束錄音時可將此參數時間調長一點(出廠值為 5秒)。 

註 2: [語音觸發音量等級]此參數是調整觸發音量大小之等級，等級越高越難觸

發啟動錄音，越低則越容易觸發 

 

5.鍵控錄音-該通通話錄音按鍵 

在通話過程中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方任何一方

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強制該通通話錄音。 

出廠預設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11] 

 

6.鍵控錄音-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 

在通話過程中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方任何一方

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取消該通通話錄音。 

出廠預設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22] 

 

7.錄音提示音設定 

錄音宣告提示音: 

勾選此項功能，來電接通後系統將會播放一段宣告語音，告知對方此通電話將

會被錄音。可自行選擇提示音播放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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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過程錄音警示音: 

勾選此項功能，在通話過程中將會每隔幾秒(出廠預設為 5秒)，播放一警示音

提示該通電話正在進行錄音。還可調整警示音音量(出廠值為 6)。 

 

8.外線進階設定 

進入外線進階設定將會出現如下視窗: 

fonkorder1預設的進階設定值，均能符合目前一般系統環境需求，除非遇到一

些特殊環境才需進行此頁面設定。

 
1.鈴聲判斷設定：調整鈴聲開始與結束的設定。 

2.偵測話機使用狀態設定：調整電話聽筒拿起與掛下的偵測時間。 

3.來電顯示訊號設定：當來電顯示時間結束超過此設定，判斷收到的來電顯示

號碼為一筆來電顯示。 

4.外線電壓模式：判斷外線電壓模式選項，建議當接一般外線時設定成 48V模

式，接交換機內線設定為 24V模式。 

24V模式-電壓範圍 18.5V~ 5V此範圍內系統才會錄音，5V以下視為斷線。,  

48V模式-電壓範圍 30.5V~5V此範圍內系統才會錄音，5V以下視為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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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錄機設定 

1.進入答錄機設定視窗 

1.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答錄機設定]進入

系統答錄機相關設定。 

2.進入答錄機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選擇設備編號，可進行對該設備答錄

機設定。 

 

 
 

2.遠端聽取答錄記錄系統提示語言選擇 

[從遠端進行聽取留言時，系統提示語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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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遠端聽取留言時，系統提示語的語言選擇類型 

註:此時 fonkoeder1應用軟體及設備必須正常運作並且已啟動答錄機功能 

 

3.設定進入答錄留言時間 

[來電響鈴幾聲後進入留言系統] 

啟動答錄機功能，當來電響鈴幾聲後進入答錄留言系統。 

註:系統預設鈴聲響鈴次數為 4聲 

4.設定來電留言時可從設備上同時聽取留言 

[當來電留言時，fonkorder1設備同步聽取留言] 

當來電進入留言時，可由 fonkorder1設備同時聽到對放留言內容，在留言過

程中亦可立即提取話筒進行通話。 

 

5.答錄機功能按鍵設定 

[在播放留言提示音時，按此鍵進入聽取留言系統] 

當您從外面撥打電話回家時，在系統進入答錄機留言(嗶聲)前輸入進入系統代

碼(系統預設為 00)，將立即進入聽取答錄留言系統 

註:系統預設按鍵為[00] 

 

6.遠端聽取留言進入密碼 

[從遠端進入留研系統聽取留言的密碼] 

進入聽取留言系統後需要輸入密碼，密碼正確後才能開始聽取留言。 

註:系統出廠預設密碼為[1111] 

 

7.最大留言時間長度設定 

最大留言時間，當留言超過此設定時間後將會自動結束留言。 

 

8.主人留言錄製/設定 

fonkorder1提供 1組系統預設主人留言，及 3組可自行錄製的主人留言，供外

出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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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遠端進入答錄系統來電身分辨識 

 

[答錄機為關閉狀態時的相關設定] 

當答錄機未開啟時，欲由外部進入 fonkorder1聽取留言系統，就必須透過電

話號碼身份確認才可進入，當所設號碼打進時，系統自動進入聽取留言系統。 

註:系統出廠預設為 30秒 

 

4.硬碟容量不足告警設定 

1.進入硬碟容量不足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硬碟容量不足告警

設定]進入硬碟容量不足告警相關設定。 

 
2.進入硬碟容量不足告警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功能設定可選擇是否啟動硬碟容量不足告警，選擇是否以告警提示視窗

告知，或發出告警音告知。另外在此系統更可經由每日統計分析，進行大概還

可錄音多長時間的計算。 

 

可自行利用Windows內建錄音機錄製答

錄提示，檔案格式為 WAV PCM。 

錄製好後透過應用軟體導入進系統內做

自製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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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音訊裝置設定 

1.進入系統音訊裝置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系統音訊裝置設定]

進入系統音訊相關設置選擇。 

2.進入系統音訊裝置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可進行通話監聽的音訊裝置、播放錄音記錄的音訊裝置、以

及Windows音訊裝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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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錄音記錄顯示顏色設定 

1.進入記錄顏色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再點選[記錄顏色設定]進入錄音記

錄顏色區分。 

2.進入記錄顏色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可將錄音記錄依照條件進行底色顏色區分，方便清楚了解記

錄類型。 

 
 

 

7.錄音系統錄音時間段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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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入錄音時間段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錄音時間段設定]進

入錄音時間段時間設定。 

2.進入錄音時間段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系統將依照錄音時間段所設定的時間進行系統運作錄音，系

統預設為所有時間都錄音，只要 fonkorder1應用程式開啟就會依照錄音條件

設定進行錄音。 

 

8.系統日誌 

1.進入系統日誌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再點選[系統日誌]進入系統使用操

作記錄查詢。 

2.進入系統日誌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將可進行系統操作使用記錄的查看、搜尋、刪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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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所有操作使用記錄 

點選系統日誌視窗上的[查看]按鍵，將會顯示出所有的操作記錄。 

搜尋操作使用記錄 

點選系統日誌視窗上的[搜尋]按鍵，將可依據使用者名稱或操作時間去搜尋操

作使用記錄。 

刪除系統使用操作記錄 

搜尋或查看操作記錄後，可點選欲刪除的操作記錄，再點選系統日誌視窗上的

[刪除]按鍵，即可將該筆記錄刪除。 

 

9.修復資料庫 

1.進入修復資料庫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選單的 [工具]選項，再點選[修復資料庫]進

入修復資料庫設定。 

 
2.進入修復資料庫設定後，將出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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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所有資料庫 

點選修復所有的資料庫，按下修復後會修復系統儲存路徑下所有的錄音檔

案。 

修復指定月份的資料庫 

點選修復指定月份的資料庫後，選擇月份按下修復後會修復系統儲存路徑

下指定月份的錄音檔案。 

 
註 1：修復 CDR資料庫，依系統儲存路徑修復此路徑下的錄音檔案。 

10.不進行錄音的電話號碼設定 

1.進入不錄音號碼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頁面視窗的 [不錄音號碼]頁面，進入不進行錄

音的電話號碼設定。 

2.進入不錄音號碼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將可對不進行錄音的電話號碼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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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不錄音號碼設定後，上方將顯示如下工具列。 

 

 
 
新增---按此功能圖示將可進行不錄音號碼新增，備註欄位可對此電話號碼進行

註解標示。 

修改---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對已有的電話號碼資料修改。 

刪除---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刪除所點選的電話號碼。 

搜尋---按下此功能圖示，將會開啟搜尋視窗，輸入電話號碼 或備註內容條件

即可進行搜尋。 

所有不錄音號碼---按下此功能圖示可看到所有不錄音號碼 

11.使用者管理設定 

1.進入使用者管理設定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頁面視窗的 [使用者管理]頁面，進入使用者管

理帳號權限管理設定。 

2.進入使用者管理設定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將可對 fonkorder1應用軟體的使用者管理帳號權限管理設

定。 

 
3.進入使用者管理設定後，上方將顯示如下工具列。 

 

 
 

fonkorder1使用者管理主要區分成三大階層管理 

總管理員---fonkorder1應用軟體，唯一一個最高權限管理員，能進行整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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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操作及新增/刪除管理員。 

管理員---可新增/刪除使用者，設定使用者權限，新增管理員,但不能刪除管理

員。 

使用者---只能看到使用者的權限情況，但不能修改自己權限只可修改自己的密

碼。 

新增使用者---按下此功能圖示，將新增使用者，並開設權限。 

修改使用者或管理員---按下此功能圖示，將修改管理員或使用者權限及密碼。 

新增管理員---按下此功能圖示，將新增管理員。 

修改管理員密碼---按下此功能圖示，將修改總管理員密碼。 

刪除使用者或管理員---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刪除該管理員或使用者。 

 

12.fonkorder1應用軟體語言更換設定 

fonkorder1為多國語言設計，目前提供六種語言選擇，阿拉伯語、中文簡體、

中文繁體、英文、泰文、土耳其文。 

1.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工具列的語言( Language)，將出現語言選擇。 

2.選擇好欲更換的軟體語言後將會出現如下[答錄機語言是否也改成此種語言?]

提示視窗。選擇[是(Y)] 則答錄機提示語也將會更換成此種語言，選擇[否(N)]

則答錄機提示語將為原設定語言。 

 
3.語言選擇後 fonkorder1應用軟體將會立即將軟體畫面更換成該語言系。 

 

 

十二、Fonkorder1應用軟體操作使用 

1.外線狀態視窗介紹 

外線狀態視窗如下圖所示，此視窗依序顯示以下工作狀態: 

答錄機啟動關閉狀態---當該外線答錄機啟動時將會在該位置顯示答錄機圖

示，點選該外線答錄機圖示位置將可進行答錄機啟動或關閉。 

錄音狀態---當通話過程中開始錄音時將會在此顯示錄音圖示。  

外線狀態---該線狀態位置將會顯示該線使用狀態，例如設備斷開，掛線，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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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號，通話，來電等等。 

監聽狀態---當通話過程中開始進行同步監聽時將會在此顯示監聽圖示。 

設備編號---該位置將依序顯示設備編號。 

外線錄音條件---垓狀態位置將顯示該線目前所設定的錄音條件，如全部錄音、

全部不錄音、條件錄音。 

外線名稱---該狀態位置顯示該線目前所針對該線所進行外線名稱命名。 

外線號碼---該狀態位置顯示該線目前所安裝的外線電話號碼。 

來/去電號碼---顯示來去電號碼 

來去電名稱---當該來去電電話號碼己建立在系統的通訊錄時，將會顯示該電話

號碼的聯絡人姓名。 

通話時間---通話時將會在此進行通話計時。 

 
 

2.通話記錄視窗介紹 

通話記錄視窗工具列如下圖所示，此工具列依序如下功能: 

播放---當記錄視窗[錄音檔案記載]欄位出現錄音機圖示表示該通話有錄音記

錄，此時選擇該記錄後點選[播放]圖示即可進行錄音記錄播放。 

刪除---選擇該記錄後點選[刪除]圖示即可進行記錄刪除。 

標註為重要記錄---選擇該記錄後按下[標示重要記錄]圖示即可將該記錄標示為

重要記錄，重要記錄不會被刪除。 

發送郵件---選擇該記錄後點選[發送郵件]圖示即可將該記錄發送出去。 

導出---選擇該記錄後點選[導出]圖示即可將該記錄導出系統，存放在電腦任何

地方。 

搜尋---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進行記錄搜尋。 

 
 

通話記錄視窗如下圖所示，此視窗依序顯示以下記錄顯示: 

重要錄音---當該記錄前顯示紅色旗幟，標示該記錄以經被標示為重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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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檔案記載---當該記錄標示有錄音機圖示，表示該通通話有錄音記錄。 

日期時間---此欄位顯示該通電話開始通話時間。 

通話類型---此欄位顯示該通電話記錄是屬來電、去電或未接來電。 

通話時間---此欄位顯示該通通話的通話時間。 

來/去電號碼---此欄位顯示來電號碼或去電號碼。 

來/去電姓名---此欄位顯示該通電話聯絡人。 

設備編號---此欄位顯示該通話記錄是屬哪一個設備錄製下來的記錄。 

外線名稱---此欄位顯示該通話記錄所使用的外線名稱。 

外線號碼---此欄位顯示該通話記錄所使用的外線電話號碼。 

備註---此欄位顯示該通通話記錄的注解內容。 

檔案路徑---此欄位顯示錄音記錄檔案存放位置。 

 
 

3.搜尋記錄視窗介紹 

搜尋記錄視窗如下圖所示，此視窗工具列與列表功能均與通話記錄視窗相同，

詳細功能請參照通話記錄視窗: 

 
 

 

十三、電話錄音功能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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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來電錄音 

1. 閒置-在平時正常話機未使用正常狀態下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閒置。 

2. 來鈴-當電話來電時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來鈴。 

3. 來電錄音-直到電話話筒提起時，狀態欄位將會轉變成 來電錄音，此時

錄音狀態欄將會顯示錄音機圖示 ，表示目前正在進行錄音，而在通話時間欄

位也會進行讀秒計時。 

4. 閒置-結束通話掛上聽筒外線狀態欄位將會回復到 閒置。 

 
註:此時系統會屏蔽第一聲鈴聲，此為正常狀態，用意為確保來電顯示資訊能

齊全完整，避免太快接聽電話而造成來電顯示資訊不齊全。 

 

2.去電錄音 

1. 閒置-在平時正常話機未使用正常狀態下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閒置。 

2. 提機-當電話話筒提起時，外線狀態將顯示 提機。 

3. 撥號-此時進行撥號時外線狀態將會轉換成 撥號。 

4. 通話-在電話未開始進行錄音時狀線狀態欄將顯示 通話。 

5. 去電錄音-直到電話接通或錄音開始時間到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去

電錄音，表示目前正在進行錄音，而在通話時間欄位也會進行讀秒計時。 

6. 閒置-結束通話掛上聽筒外線狀態欄位將會回復到 閒置。 

 

3.通話監聽 

1.開始監聽-在來去電通話過程中，選擇該線按下開始監聽功能圖示 ，立即

可透過電腦音效裝置或 fonkorder1音效裝置進行通話監聽。 

2.停止監聽-監聽中按下結束監聽圖示  將可立即停止監聽。 

 

4.該通通話強制錄音 

1.使用 fonkorder1應用軟體進行強制錄音 

當該外線錄音條件設定為[全部不錄音]，此時想要對目前的通話進行錄音，可

按下強制錄音圖示 。將可對此次通話進行單通錄音。此通通話結束後外線

錄音條件將會立即回復成[全部不錄音] 

2.使用通話強制錄音按鍵進行強制錄音 

在通話過程中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方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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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強制該通通話錄音。 

註:出廠預設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11] 

 

5.該通通話取消錄音 

1.使用 fonkorder1應用軟體進行強制取消錄音 

當該外線錄音條件設定為[全部錄音]，此時想要對目前的通話進行強制取消錄

音，可按下強制取消錄音圖示 。將可對此次通話進行單通不進行錄音。此

通通話結束後外線錄音條件將會立即回復成[全部錄音] 

2.使用通話強制取消錄音按鍵進行強制取消錄音 

在通話過程中只要只要與 fonkorder1錄音盒相連的話機未閒置，通話雙方任

何一方利用電話機數字鍵按下[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即可取消該通通話錄

音。 

註:出廠預設取消該通通話錄音按鍵為:[*22] 

 

6.通話錄音記錄播放 

1在錄音記錄頁面視窗，點選想要播放的通話錄音記錄，然後在按下工具列的

播放圖示 。 

2.按下播放圖示後將會出現 fonkorder1播放器，其視窗如下: 

在播放過程中可隨時按下暫停鍵進行播放暫停，或隨時調整播放音量。 

 
 

7.通話記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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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錄音記錄]或[搜尋結果]視窗頁面工具列上點選搜尋圖示可搜尋今日通聯記

錄。按下搜尋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今日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今日所有通聯記錄搜尋出來。 

所有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通聯記錄搜尋出來。 

來電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來電通聯記錄搜尋出來。 

去電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去電通聯記錄搜尋出來。 

未接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未接來電通聯記錄搜尋出來。 

重要記錄-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標示重要記錄的通聯記錄搜尋出

來。 

進階搜尋-按下此功能圖示，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進階搜尋採用多種模糊搜尋，可以同時依據所選的搜尋條件進行縮小範圍條件

設定，方便快速搜尋到想要的記錄。 

 
 

8.通話錄音記錄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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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錄音記錄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刪除的通話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的刪除圖

示 。 

2 按下刪除圖示後將會出現 fonkorder1系統將會提示是否連同CDR記錄一同

刪除。 

 

9.標註為重要記錄 

1在錄音記錄頁面視窗，點選想要標註為重要記錄的通話記錄，然後點選工具

列的標註為重要記錄圖示 。 

2 按下標註為重要記錄圖示後的通話記錄將會在旗幟欄位出現小紅旗圖示，標

示為重要圖示後的記錄，在刪除操作動作時，將不會被刪除。 

 

10.發送錄音記錄郵件 

1在錄音記錄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傳送的通話錄音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的[發

送郵件]圖示。或按下[發送郵件]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2 可選擇以下傳送郵件時資料的內容及格式。 

a.錄音檔案為WAV格式及 CDR資料。 

b.錄音檔案為 AVN格式及 CDR資料。 

c.只傳送 CDR資料。 

 
 

11.導出錄音記錄檔案 

1在錄音記錄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導出的通話錄音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的[導

出]圖示。或按下[導出]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2 可選擇以下導出時資料的內容及格式。 

a.錄音檔案為WAV格式及 CDR資料。 

b.錄音檔案為 AVN格式及 CDR資料。 

c.只導出 CDR資料。 



 

        42 

 
 
 

 

十四、答錄機功能使用操作 

fonkorder1錄音系統兼具答錄留言功能，當外出時只需要啟動答錄機功能，再

選擇主人留言內容，即可進行來電答錄留言。 

 

1.答錄機啟動/關閉 

1在 fonkorder1主工具列上按下[啟動/關閉答錄機]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

如下畫面。 

 
2.點選欲啟動或關閉答錄機功能的設備，設備編號前如出現答錄機圖示，表示

該設備已啟動答錄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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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來電答錄留言 

1. 閒置-在平時正常話機未使用正常狀態下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閒置。 

2. 來鈴-，當電話來電時外線狀態欄位將會顯示 來鈴。 

3. 提機-響鈴 4聲後，fonkorder1系統將會自動佔線，開始播放主人留言。 

註-來電響鈴幾聲進入答錄機留言，可由系統[工具]裡的答錄機設定進行更改，

系統出廠設定值為響鈴 4聲後進入答錄機留言。 

3. 留言-來電留言過程中，狀態欄位將會轉變成 ，此時錄音狀態欄將會顯

示錄音機圖示 ，表示目前正在進行錄音，而在通話時間欄位也會進行讀秒

計時。 

4. 閒置-留言結束後外線狀態欄位將會回復到 閒置。 

 
註:在對方來電留言過程中，可隨時提起話筒與對方進行通話。 

 

3.播放答錄機留言記錄 

1在頁面視窗，點選想要播放的答錄留言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的播放圖示。

 
2.按下播放圖示後將會出現音量控制條及播放進度，其視窗如下: 

3.在播放過程中可隨時按下停止鍵進行播放停止、調整播放音量或點選[上一通]

圖示播放上一通留言、點選[下一通]圖示播放下一通留言。 

4. 

 
 

4.刪除答錄留言記錄 

1在答錄機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刪除的留言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的刪除圖示

、即可進行對該通留言的刪除 

 

5.標註為重要記錄 

1在答錄機頁面視窗，點選想要標註為重要記錄的留言記錄，然後點選工具列

的標註為重要記錄圖示 。 

2 按下標註為重要記錄圖示後的留言記錄將會在旗幟欄位出現小紅旗圖示，標

示為重要圖示後的記錄，在刪除操作動作時，將不會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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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送答錄留言記錄郵件 

1在答錄機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傳送的留言記錄，然後在按下工具列的[發送郵

件]圖示。或按下[發送郵件]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2.可選擇以下傳送郵件時資料的內容及格式。 

a.留言檔案為WAV格式及 CDR資料。 

b.留言檔案為 AVN格式及 CDR資料。 

c.只傳送 CDR資料。 

 
 

7.導出答錄留言記錄檔案 

1在答錄機頁面視窗，點選想要導出的留言記錄，然後在按下工具列的[導出]

圖示。或按下[導出]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2.可選擇以下導出時資料的內容及格式。 

a.留言檔案為WAV格式及 CDR資料。 

b.留言檔案為 AVN格式及 CDR資料。 

c.只導出 CDR資料。 

 
 

8.搜尋答錄留言記錄 

在[錄音記錄]或[搜尋結果]視窗頁面工具列上點選搜尋圖示可搜尋今日通聯記

錄。按下搜尋字樣旁的向下箭頭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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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留言-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最新留言搜尋出來。 

今日留言-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今日留言搜尋出來。 

所有留言-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留言搜尋出來。 

重要留言-按下此功能圖示，將可立即將所有標示重要記錄的留言記錄搜尋出。 

進階搜尋-按下此功能圖示，將會出現如下畫面。 

進階搜尋採用多種條件搜尋，可以同時依據所選的搜尋條件進行縮小範圍條件

設定，方便快速搜尋到想要的留言記錄。 

 

 
 

 

 

9.遠端聽取答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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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korder1具備遠端聽取答錄留言功能，當您想要即時在外面聽取最新留言或

全部留言時，可由此方式進行答錄留言聽取。 

 

 

 

 

10.進入系統聽取留言 

1.撥打電話回家-從外面撥打電話回家，電話響鈴 4聲後將會進入答錄留言系

統。 

2.進入系統-在系統播放主人留言但還未開始留言(嗶聲)前輸入進入系統代碼

(系統預設為 00)，代碼輸入正確後，將立即進入聽取答錄留言系統。 

3輸入密碼-進入系統後，將會要求輸入密碼(系統出廠預設密碼為[1111])。 

4.開始聽取-密碼輸入完成無誤時，將會繼續以語音方式指引您聽取留言。 

 
註 1:此時 fonkoeder1應用軟體及設備必須正常運作並且已啟動答錄機功能 

註 2. 當答錄機未開啟時，欲由外部進入 fonkorder1聽取留言系統，就必須透

過電話號碼身份確認才可進入，當答錄機為關閉狀態時，收到設定的電話號碼

等待幾秒後將進入聽取留言系統。 

註:系統出廠預設為 30秒 

 

11.遠端聽取留言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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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軟體其他操作使用 

1.通訊錄 

1.進入通訊錄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頁面視窗的[通訊錄]頁面，將可進入通訊錄視

窗頁面。 

 
2.進入通訊錄頁面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將可進行通訊錄聯絡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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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通訊錄頁面後，上方將顯示如下工具列。 

 

 
 
新增---點選此功能圖示將出現聯絡人新增視窗，可直接在視窗表格進行聯絡

人資料的新增，點選右邊人頭圖示將可進行聯絡人照片的載入。 

修改---點選欲修改的聯絡人，點選此功能圖示，將可對已有的聯絡人資料修

改。 

刪除---點選欲刪除的聯絡人，點選此功能圖示，將可刪除所點選的聯絡人。 

搜尋---點選此功能圖示，將會開啟搜尋視窗，聯絡人相關資料即可進行搜尋。

導入 outlook聯絡人---點選此功能圖示可將現有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聯

絡人資料導入 fonkorder1通訊錄裡。 

2.記錄統計圖 

1.記錄統計圖視窗 

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頁面視窗的[記錄統計圖]頁面，將可進入系統

通話分析統計視窗頁面。 

 
2.進入記錄統計圖頁面後，將出現如下視窗。 

透過此設定視窗，將可進行通話記錄分析管理。 

3.選擇日期時間後點選搜尋按鍵，將可搜尋出歷史資料進行統計圖顯示。 

 
 

3.燒錄備份  

從錄音記錄或搜尋結果將欲燒錄備份的記錄選擇後按下滑鼠右鍵，會顯示

功能列選擇增加燒錄檔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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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 fonkorder1應用軟體功能頁面視窗的[燒錄備份]頁面，將可進入錄

音記錄燒錄備份視窗，左手邊顯示剛選取欲燒錄備份之錄音檔案。 

 
 

3.將欲燒錄備份之錄音檔案移動到視窗右手邊，按下燒錄按鈕後開始燒錄備

份錄音檔案。電腦需安裝 Nero燒錄軟體才能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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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使用者說明 

本產品的所有部份，包括配件與軟體等全都歸永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

陽)所有，未經永陽公司許可，不得任意仿製、拷貝或轉譯。本快速安裝

指南沒有任何形式的擔保、立場表達或其他暗示。若有任何因本快速安裝

指南或其所提到之產品的所有資訊，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通話損失、利

益損失或事業終止，永陽及其所屬員工恕不為其擔負任何責任。除此之

外，本快速安裝指南所提到的產品規格及資訊僅供參考，內容亦會隨時更

新，恕不另行通知。本快速安裝指南的所有部份，包括硬體及軟體，若有

任何錯誤，永陽沒有義務為其擔負任何責任。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2010永陽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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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1. 避免在灰塵飛揚或環境髒亂的場所使用

本產品(灰塵容易引起系統故障)。 

 
2. 避免將本產品放置在磁性物質附近(譬如

喇叭及電視等)避免受到電磁干擾。 

 
3. 請勿將本產品放置在陽光直接照射的地

方。 

 
4. 請勿將本產品放置在過冷的環境中(0℃

或 30℉以下)，也不要將產品放在過熱的

環境中(50℃或是 122℉以上)，如此可能

導致無法正常開機運作。 

 
5. 避免將本產品及其配件淋水或暴露在溼

氣當中。 

 6. 清潔本產品請先關機，並以乾式清潔方式

進行外表擦拭。 

7. 保持本產品在乾燥的環境下使用，雨水、

溼氣、液體等礦物質將會腐蝕電子線路。 

8. 請勿試圖拆開機器內部，非本公司授權之

維修工程師而自行拆開機器可能造成機

器故障，並喪失保固權益。 

9. 當遇到以下情況時，請馬上關閉電源，並

盡速聯絡維修服務人員。 

 電源線毀損或是磨損 

 有液體滴落在本產品內 

 本產品掉在地上造成外殼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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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保障 

本產品經由永陽電訊(以下稱:本公司)嚴密的品質管制，並經出廠檢驗合

格。如果顧客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出現故障，屏在本保證書內容範圍內，將

給您提供免費的保固服務。 

保障範圍 

1. 硬體：由本公司出貨之產品本體於正常使用情況下，所產生的故障

均可享受免費售後維修服務。 

2. 軟體：產品於出貨時所提供應用軟體及驅動程式光碟片，本公司保

證能以所附之應用軟體安裝於電腦系統，並保證本機硬體設備皆能

正常運作，除此之外，由使用者自行安裝其他軟體恕不在保固範圍

內。 

3. 其他： 

 隨機所附之使用手冊、傳輸線、電話線、應用工具程式等附件

贈品恕不在保固範圍內。 

 全球保固範圍皆相同。詳細請參考全球保固條款及網頁說明。

(http://www.artech.com.tw) 

保障說明 

本產品至出售日起一年內，於正常使用狀況下如產品故障可獲免費售後服

務；若因下列因素引起之損害，本公司將有權利酌收維修費用： 

1. 因天災或遇不可抗力、異常電壓或人為之不慎所造成之損壞。 

2. 因自行拆裝，任意變規格或使用分本公司原廠之配件引起之故障或

損壞。 

3. 顧客購買後因搬遷、移動摔落而導致故障損壞時。 

4. 轉作其他用途使用還導致故障損壞時。 

 

永陽的聯絡資訊 

 

ARTECH永陽有限公司( 臺北 )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293-2號 13樓之 2 

電話: 886-2-2958-9596 

傳真: 886-2-2958-9686 

電子郵件:sales@artech.com.tw 

http://www.ar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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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AM9:00~PM:6:00 

全球資訊網:www.artech.com.tw  

         

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龍華鎮東環一路與梅龍路交匯處澤華大廈 1008 

電話:86-755-8884-5655 

傳真:86-755-2774-6141 

電子郵件: szoffice@artechteam.com 

 

T. Solutions. Co., Ltd. (曼谷) 

地址:68-68/6, Room 207, S&B Tower, Pun Roa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電話: 66-2-637-6996 

傳真: 66-2-637-6969 

電子郵件: info@tsolutions.co.th 

 

mailto:szoffice@artechteam.com
mailto:info@tsolutions.co.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