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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簡介 

感謝您購買 SkyATA-101，這是專門為 SkypeTM 設計的一個小巧的類比電話機

轉接器。SkyATA-101 允許您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撥打免費的 Skype 電話(PC 

to PC)或者透過超低費率的 SkypeOutTM 的服務直接撥到對方的市內電話或手

機(PC to Phone)。您可以使用一般傳統類比話機撥打 Skype 或 SkypeOut，盡

情享受 SkyATA-101 帶來的簡單，方便，低費用的服務。也可以將 SkyATA-101

接上無線電話或數位無線電話(DECT)，經由電話按鍵遠距無線撥打 Skype 電

話，不必侷限在電腦前使用。SkyATA-101 和辦公室交換機整合後，員工拿起分

機就可撥接 Skype，不需在個人電腦安裝 Skype，員工在外或出國也可利用智慧

型手機免費打 Skype 回公司，大大節省電話費。 

SkyATA-101 簡單且友善的使用者介面, 讓您可以講 Skype 就像講一般傳統電話

一樣直覺方便。透過及時鍵功能，不管是目前 Skype 通話品質不好還是 Skype

好友無法接聽，您只需要按兩個電話按鍵即可轉成經由 SkypeOut™撥打好友，

無需再翻電話簿和輸入冗長的電話號碼才能找到人，不僅方便也幫您省下很多時

間。 

Skype 在 4.0 版本後不支援速撥碼，您可透過 SkyATA-101 速撥碼設定頁面，作

Skype 帳號及 SkypeOut 號碼速撥碼設定，方便常撥號碼的撥出，速撥碼支援一

到五個數字，速撥碼可匯出做備份及匯入功能。Skype 8.x 已無 API 支持獲得聯

絡人資訊，用戶可以在 Skype 7.x 下透過我們程式取得聯絡人名單，覆蓋升級到

Skype 8.x 時就有速撥碼可使用，可將速撥碼匯出保存，也可匯入到其他電腦使

用。 

SkyATA-101 即時通訊模式支援作為其他即時通訊(如 Lync, Google 

voice/hangouts,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Yahoo! Messenger)的音訊裝置，

您可先從電腦上撥打或接聽來電，再拿起 SkyATA-101 所外接的話機通話。 

SkyATA-101 可整合網路攝影機及 Skype 視訊功能，提供您方便且免費遠端監

看家裡的功能。在啟動 SkyATA-101 遠端監看功能後，可從遠端撥打 Skype 電

話到家裡 Skype 帳號，若密碼輸入正確，SkyATA-101 會幫忙接 Skype 來電並

啟動 Skype 視訊。目前很多智慧型手機已支援 Skype 視訊，有了 SkyATA-101，

您可以方便又安全隨時隨地觀看家裡的情況，無須受限有些 IP CAM 須固定 IP

位址才可使用。甚至國外出差時也可關心自己的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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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8.x 語音明顯比 Skype 7.x 好，8.x 新版已支持錄音及錄影功能且收到的

檔案可輕易分享。SkyATA-101 已可支持 Skype 8.30.0.50 及以後版本! 

1.1 產品服務諮詢	
神擎科技有限公司 

辦公室：886-2-24260810 

傳真：886-2-24260820 

電子郵件：service@godengine.com.tw 

地址：台灣省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156 號 3 樓 

網址：http://www.godengine.com.tw 

      https://www.godengine.com 

Skype：morgeorge 

1.2 主要功能	
 藉由 SkyATA-101，只要用傳統話機或接交換機外線後分機就能撥接

Skype，不須購買耳機和麥克風 

 不在家或辦公室時，可以用手機 Skype 免費撥回辦公室(支持送 Skype 訊息

撥分機，請參考 FAQ 28)或家裡，省掉可觀漫遊費或手機費 

 Skype 修復鍵可解決 Skype 登入或撥通慢的問題(Skype 8.x 無此功能) 

 “音訊修復” 解決有時 Skype 通話只有單邊聽到聲音 

 可整合數位攝影機 Web CAM 及 Skype 視頻功能，提供使用者方便且免費

遠端監控的功能(此功能僅支援最新硬體!目前不支持 Skype 8.x) 

 Skype 錄音及撥放(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錄音及錄影功

能) 

 精準二次撥碼，如撥分機號碼 

 支援 Skype/SkypeOut 速撥碼及速撥碼匯出備份及匯入使用 

 及時鍵功能：不管是目前 Skype 通話品質不是很好還是 Skype 好友無法接

聽，用戶只需要按兩個電話按鍵即可轉成經由 SkypeOut 撥打好友(不支持

Skype 8.x) 

 透過電話按鍵”＊1”，支援多重通話(可切換的多重通話)及接 Skype 插撥 

 支援 Skype Type1 FSK 來電顯示呼叫者的 Skype 速撥號碼，方便且易於回

撥 

 即時通模式充當 USB 音效裝置，可支援即時通軟體如 Lync, Google 

voice/hangouts,…. 

 支援大部分交換機及無線電話機或數位無線電話機(DECT)，5.8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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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Hz，900MHz，或其它 

 拿起話筒或交換機分機即可撥打 Skype/SkypeOut 及接聽 Skype/ SkypeIn

來電，不改變電話基本使用習慣 

 支援多國忙線音設定，可連接到電話交換機系統(PBX) 

 可驅動兩個電話機並支援 20, 25, 30 及 50Hz 電話響鈴信號頻率 

 支援微軟標準的 USB 音效裝置 

 支援軟體線上更新版本及最新程式版本查詢及下載 

 支持撥打給 Skype、MSN 及 Facebook 帳號登入 Skype 聯絡人 

 下班時間 Skype 狀態、Skype 轉接及下班 Skype 來電歡迎語音 

 電話極性反轉 

 Skype 視訊撥出及電話提機後自動撥打指定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 

1.3 系統基本需求	

為了使 SkyATA-101 正常操作，您的系統須符合下列基本需求: 

 個人電腦須有 1G Hz 以上之微處理器、512 MB RAM、未使用的 USB 連接

埠、光碟機(CD ROM) 、 50 MB 未使用的硬碟空間。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須是微軟 Windows 10、8、7、Vista 或 Windows XP SP3。 

 可 Skype 7.16 或以上的版本。可支持 Skype 8.30.0.50 及以上版本。(目前

僅支持 Skype 繁中、簡中及英文介面)。 

 具備網際網路連接功能(WiFi, ADSL, 56 Kbps Modem, ..., etc) 。 

1.4 SkyATA-101 的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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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kyATA-101 的使用 

2.1	SkyATA-101	 使用者介面說明	

當使用者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具列按滑鼠右鍵點選 SkyATA-101 的小

圖示，會有七個選項可供使用者選擇。 

 

 選項: 包含所有 SkyATA-101 的設定。 

 關於: 告知使用者目前 SkyATA-101 軟體的版本。 

 查詢最新版本: 支持查詢最新 SkyATA-101 軟體的版本，並可下載。 

 線上輔助: 開啟 SkyATA-101 線上輔助文件，支援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

文三種版本。 

 使用情境設定: 可以選擇”  接話機”或”  接交換機”，選擇接話機，掛斷去 

電時需確認 Skype 通話已結束; 選擇接交換機，通話過程中 

避免干擾 Skype 視窗。 

接話機模式: 

這種模式適合使用 Skype 網關時在電腦前面的用戶。用戶

可正常使用電腦及網關運行的 Skype，因用戶可能控制

Skype 視窗造成程式判斷錯誤，網關當對方掛斷通話時，不

會有忙線音提示，用戶需自行掛機； 

                                    當自己掛斷通話時，需確認 Skype 通話是否已掛斷，若

Skype 通話未掛斷，用戶需手動從 Skype 視窗掛斷通話 

 

接交換機模式: 

這種模式預設用戶不干擾網關運行的 Skype，須避免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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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時有人關掉或遮蔽 Skype 通話視窗造成網關程式誤

判。通話過程中若用戶干擾 Skype 視窗，可能造成通話被

掛斷或通話有忙線音，也可能造成用戶掛上話機時 Skype

通話不能結束 

請參考本手冊第三章常見問題 FAQ 32 & 33 

 即時通訊模式: 作為其他即時通訊軟體的音效裝置。 

 結束程式: 關掉目前使用中的 SkyATA-101 軟體。 

下面章節將針對選項對話框做進一步的說明。 

2.1.1 SkyATA-101 選項對話框說明	

選項對話框包含一些使用者常用的設定，當使用者更改設定之後，按下“確定”

按鈕，將會儲存設定值並關閉選項對話框；按下“取消”按鈕，則不會將這次變

更的設定儲存，並關閉選項對話框；按下“套用”按鈕，將會儲存設定值，選項

對話框不會關閉，方便使用者繼續更改設定。在每個設定頁裡都有一個“原始設

定值”的按鈕，功能為恢復原始出廠設定值。選項對話框分成六個設定頁： 

一般設定頁 

音訊設定頁 

話機相關設定頁 

速撥碼設定頁 

多重通話及多方通話設定頁 

及時鍵設定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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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一般設定頁說明	

提供基本操作的選項設置，包含了語言的選擇、重新開機自動啟動程式、來電顯

示、Skype 修復按鍵(Skype 8.x 無)、裝置初始化成功鈴聲、拿起、掛上話機時

自動顯示、隱藏 Skype 視窗、音效修復、撥出延時、Skype 插撥等待時間、

SkypeOut 國碼、區碼、撥打加碼、SkyATA-101 啟動時，電腦不會進入休眠、

及遠程監控功能啟動時，電腦不會進入休眠、下班時間 Skype 狀態設定及 Skype

轉接、電話訊號極性反轉、視訊撥出及提機後自動撥打 Skype，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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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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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2. 重新開機自動啟動程式: 若使用者勾選這個選項，在電腦開機，作業系統啟

動時會自動載入 SkyATA-101 程式並執行。預設為勾選。 

3. 來電顯示: Skype 來電時話機可顯示 FSK Type I Skype 來電號碼。預設為勾

選。 

4. Skype 修復按鍵: 使用者 Skype 登入或撥打速度慢，可以按此鍵。按鍵後需 

手動離開 Skype 再開啟 Skype，使此按鍵生效。(Skype 8.x 無效) 

5. 裝置初始化成功鈴聲: 使用者勾選這個選項可在裝置初始化成功後，觸發話

機鈴聲以通知使用者裝置己備妥。預設為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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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次撥碼送鍵: 較新的硬件可支持 Skype 送碼及話機送碼，Skype 送碼就如 

同從 Skype 撥鍵盤按鍵。預設為 Skype 送碼。 

7. 拿起、掛上話機時自動顯示、隱藏 Skype 視窗: 使用者勾選這個選項，

SkyATA-101 將會根據話機被拿起、掛上話機時自動顯示、隱藏 Skype 視窗。

電話掛上時，會自動隱藏 Skype 視窗。電話拿起時，會自動顯示 Skype 視窗。

預設為勾選。 

8. 音效修復: 解決有時 Skype 通話只有單邊聽到聲音 

9. 撥出延時: 使用者如在撥出的電話號碼後加"#"，SkypeOut 電話立即撥出。

也可利用撥出延時增加電話號碼撥出時間，如輸入 5 且未在撥出的電話號碼

後加"#"，SkypeOut 電話會在 5 秒後撥出。預設為 3 秒。 

10. Skype 插撥等待時間: Skype 通話中若有另一 Skype 來電時的插播等待時

間，若使用者在此等待時間內不接新增來電，則此插撥來電會被掛斷。使用

者可以從話機按*1 鍵去接該插撥，原本通話會保留，並用*1 鍵來回切換這兩

個通話或按*鍵掛斷正在接聽的電話。預設為 10 秒。 

Note: 當多重通話起動時，此設定無效!  此時接插撥方式可參考多重通話使 

      用說明。 

11. SkypeOut 國碼: 使用者可選好所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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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繁中作業系統預設國碼為+886(台灣)。 

12. 區碼: 目前僅支援台灣,中國大陸, 美國及加拿大區碼，並具智慧型撥出功

能，當撥到上述四個國家號碼完整撥完，勿須等待呼叫延時時間，Skype

即刻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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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ATA-101

程式已盡可能蒐集完整區碼，若有區碼遺漏或新增，使用者可按新增按鍵去

新增以免電話號碼錯誤撥出，之後在區碼設定視窗(如下圖)，填入欲新增區

碼或手機前置碼及當地號碼或手機號碼位數並按確定即可。 

 

13. 撥打加碼: 針對 SkyATA-101 交換機的應用。有些交換機可能為了控制分機

撥打國際電話會吃掉一些撥碼如 00，使用者可手動加入這些被吃掉的按鍵

碼，避免 SkypeOut 錯誤撥出。預設為不勾選。 

14. SkyATA-101 啟動時，電腦不會進入休眠: 使用者可不勾選此選項，但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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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kyATA-101 功能時，再喚醒電腦。預設為勾選。 

15. 遠程監控功能啟動時，電腦不會進入休眠: 使用遠程監控功能時，需確定電

處於非省電模式。若使用者不想讓電腦一直處於開機狀態，使用者可不勾選

此選項，但當要使用此項功能時，可利用遠端喚醒該進入省電模式的電腦(如

送 Magic Packet)或運用固定時間開啟電腦的程式，當確認該電腦的 Skype

帳號已從登出進到上線時便可使用。預設為勾選。 

16. 下班時間 Skype 狀態設定及 Skype 轉接: 可以設定下班時間 Skype 狀態、

下班時間將 Skype 來電轉到特定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及下班時間

Skype 來電撥放下班時間來電歡迎語音。 

此設定會在使用者設定的一周上班以外時間，將 SkyATA-101 Skype 狀態更

改為使用者選定的狀態如上線、離開、忙錄、隱藏或離線，並且可以設定下

班時間將 Skype 來電轉接至三個其他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任一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接此轉接來電後，另外的轉接就會自動掛斷。 

預設不勾選。 

 

選擇在下班時間將 Skype 來電轉接到另一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若 

與 SkyATA-101 運行的 Skype 版本是 7.34 或以後，程式會提醒您去 Skype 官

網 www.skype,com 如下兩圖做轉接 Skype 帳號或 SkypeOut 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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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電話訊號極性反轉: 可做計費或其他應用。預設為不勾選。 

18. 視訊撥出: 點選後 Skype 撥出會變成 Skype 視訊去電，若同時勾選”提機後

自動撥打 Skype”，並填入 Skype 帳號、Skype 速撥碼、或 SkypeOut 號碼，

就會直接以視訊撥打該 Skype 帳號，SkypeOut 目前不支持視訊撥出。預設

為不勾選。 

19. 提機後自動撥打 Skype: 點選後需填入想撥打的 Skype 帳號、Skype 速撥

碼或 SkypeOut 號碼，話機提機後直接撥出，若同時勾選”視訊撥出”，就會

直接以視訊撥打該 Skype 帳號，SkypeOut 目前不支持視訊撥出。預設為不

勾選。 

 



12 
 

2.1.3 音訊設定頁說明	
使用者設定有關音訊的設定，包含 SkyATA-101 裝置音量調整以及強制設定

SkyATA-101 設備為 Skype 音效裝置，如下圖所示： 

 
 

1. SkyATA-101 裝置音量調整: 使用者可以各別調整裝置的喇叭與麥克風音

量。拉動喇叭拉桿可調整裝置音訊撥放的音量，拉動麥克風拉桿可調整裝置

音訊輸入與錄音的音量。  

注意：如果使用者嘗試從控制台聲音及音訊裝置去調整 SkyATA-101 的喇叭

音量時，SkyATA-101 將會自動調整回預設值。如果使用者嘗試從控

制台聲音及音訊裝置去調整 SkyATA-101 的麥克風音量時，當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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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的值大於 SkyATA-101 設定的最大值時，SkyATA-101 將會自動

調整回預設的最大值。 

2. 強制設定 SkyATA-101 設備為 Skype 音效裝置: 若使用者有時想暫時改變

Skype 音效裝置，需把此選項拿掉或離開此程式。預設啟動。 

2.1.4 話機相關設定頁說明	

提供話機相關功能的選項設置，包含了響鈴信號頻率設定的選擇、各國忙線音設

定及使用者自訂的忙線音參數等相關設置。如下圖所示: 

 

 
1. 響鈴信號頻率設定: 支援 20、25、30、50Hz 等 4 種響鈴信號頻率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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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據所使用的話機選擇適當響鈴信號頻率。通常在美國所採用的響鈴信

號頻率為 20Hz。在歐洲代表性的響鈴信號頻率為 25Hz。世界上大部份的

國家所使用的響鈴信號頻率範圍為 20〜50Hz。預設為 25Hz。 

2. 各國忙線音設定  &  使用者自訂的忙線音參數:  

使用者可以從選擇國家欄位，根據自己所在國家選擇熟悉的忙線音。當使用

者無法從選擇國家欄位找到自己的國家，而且使用者知道當地適合的忙線

音，SkyATA-101 允許使用者自己設定忙線音的參數。然後按下 “確定” 

鍵。在一般應用下，使用者不需要去更改忙線音設定。 

  

這個特性也允許使用者將 SkyATA-101 連接到交換機(PBX)時，可以設定適

合的忙線音。藉由選擇國家，SkyATA-101 裝置將會主動產生符合當地公眾

電信網路所支援的忙線音頻與節奏。有時候，使用者的交換機(PBX)忙線音

與所在國家大部分的交換機忙線音未必相同，如此使用者可能面臨即使已選

擇了國家忙線音，但忙線音偵測仍有問題且非熟悉的忙線音，此時可以勾選”

使用者自定的忙線音參數”分別設定各個參數(如下圖)，然後按下”確定”鍵，

忙線音參數值即儲存好並可使用。 

預設忙線音國別與參數是根據使用者在安裝 SkyATA-101 時，所選擇的語言

來決定。舉例來說，當使用者選擇繁體中文，則預設國家將會是台灣。

SkyATA-101 已支持大部分國家忙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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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速撥碼設定頁說明	

Skype 8.x 已無開發者 API 支持取得聯絡人資訊，建議用戶在 20181031 以前登 

入 Skype 7.x 利用速撥碼頁匯出功能取得所有使用 Skype 帳號的聯絡人名單， 

將來好方便在其他電腦使用! 

 

Skype 在 4.0 版本後不支援速撥碼，使用者可透過此頁面，作 Skype 帳號及 

SkypeOut 號碼速撥碼設定，速撥碼支援一到五個數字。若使用者使用 Skype4.0 

以前版本並已在 Skype 介面設定一些速撥碼，假如這些設定與 SkyATA-101 速

撥碼設定不衝突仍可使用。否則會以 SkyATA-101 速撥碼設定為優先。速撥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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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後記得匯出備份以備將來匯入使用。如下圖所示：

 
 

2.1.6 多重通話及多方通話設定頁說明	

 

不支持 Skype 8.x! 

 

供使用者個別勾選是否啟用多重通話與多方通話功能。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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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多重通話設定: 供使用者勾選是否啟用多重通話功能。使用者可勾選啟

用多重通話功能，同時最多與 4 個被保留的 Skype 聯絡人一對一通話，並在

被保留的 Skype 聯絡人通話中循環切換通話對象。詳細的操作說明請參照 2.8

章節。預設為不勾選多重通話功能。若勾選啟用多重通話功能，功能鍵為“＊

1”字鍵。 

2. 啟動多方通話設定: 新版 Skype 無法透過本設備做多方通話。使用者可以透 

   過 Skype 介面建立一多方通話，再提起話機便可進行。 

Note:若 SkyATA-101 有啟動多重通話時，電話鍵“＊1”  鍵有特定功能，所以使

用者用 Skype 撥打電話(特別是 SkypeOut 0800 服務電話) ，若按了“＊1” 

鍵會造成通話暫時停止，可在 Skype 介面按繼續通話或話機再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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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鍵。建議用戶僅在需使用多重通話時啟用，不需使用時請關上。 

 

2.1.7 及時鍵設定頁與使用說明	

 

不支持 Skype 8.x! 

 

使用者設定有關及時鍵頁的設定中，包含及時鍵功能開啟、＊鍵代表的延遲秒數

及更新鍵。 

及時鍵功能開啟 

使用及時鍵功能前使用者需確認是否有勾選此功能。 

預設為啟動及時鍵功能。 

＊鍵代表的延遲秒數 

有些情況可能需要在欲撥號碼前加一個或更多”＊”  作為延遲。使用者可在 1~5

秒間選擇任一”＊”鍵所代表的延遲秒數。 

預設任一”＊”鍵代表 2 秒延遲時間。 

更新鍵 

Skype 聯絡人狀態可能無法即時更新，使用者可點選此鍵去即時更新聯絡人狀

態。 

使用者可以在及時鍵設定頁中，增加自己 Skype 聯絡人的 SkypeOut 號碼，如

下圖所示。請確認己勾選及時鍵功能後，使用者即可享受及時鍵功能的便利性，

不管是 Skype 通話品質不是很好還是 Skype 好友無法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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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及時鍵功能，不管是 Skype 通話品質不是很好還是 Skype 好友無法接聽，

使用者只需要按兩個電話按鍵，即可立即轉成經由 SkypeOut 撥打好友。使用者

如果想要使用及時鍵功能，不需要也不可以掛斷目前的 Skype 通話。在按下“ # 

+ (1 或 2)”鍵後，使用者即可經由 SkypeOut 或一般電話繼續跟聯絡人聊天，不

需要再翻電話簿和輸入冗長的電話號碼才能繼續通話。 

按“#1”鍵會撥打到使用者所設定的第一組 SkypeOut 號碼。  

按“#2”鍵會撥打到使用者所設定的第二組 SkypeOut 號碼。 

注意事項:  

1.     如果使用者沒有預先設定及時鍵對應表，按“# + (1 或 2)”鍵程式將不會有任

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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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有些情況可能需要在輸入號碼前加“＊”鍵做為延遲。 

3.     SkyATA-101 及時鍵的聯絡人清單，可以即時反映聯絡人 Skype 線上狀態。

而如下圖所示的“更新”按鍵，可以讓使用者在 SkyATA-101 程式執行後，

很容易地立即更新新增加或被移除的聯絡人清單。 

4.     若使用者想要使用及時鍵功能，在按下“#”鍵之後，要在 3 秒內按下“1 或

2”鍵，否則及時鍵功能將無法正常操作。 

 

2.2	 建立 Skype 通話	

使用 SkyATA-101 撥打 Skype 電話，若 SkyATA-101 有啟動多重通話時，電話“＊

1”  鍵有特定功能，所以使用者用 Skype 撥打電話(特別是 SkypeOut 0800 服務

電話)時，  若按了“＊1”鍵會造成通話暫時停止，可在 Skype 介面按繼續通話或

話機再按一次“＊1”鍵。建議用戶僅在需使用多重通話能時啟用，不需使用時請

關上。 

 

使用 SkyATA-101 撥打網路電話: 

1. 拿起話機，聽到撥號音後直接按下Skype聯絡人的快速撥號鍵， 3秒後

SkyATA-101會自動啟動Skype撥打該聯絡人。或者拿起話機，聽到撥號音後

直接按下Skype聯絡人的快速撥號鍵 + “#”鍵， SkyATA-101會立刻自動啟動

Skype撥打該聯絡人。 

2. 使用Skype視窗介面點選聯絡人之後再按撥打鍵，拿起話筒等待撥打的聯絡

人接聽。 

3. 若撥打的Skype聯絡人沒有接聽電話，使用者會聽到忙線音。 

注意事項: 使用者可以為聯絡人設定一組快速撥號號碼，請參考速撥碼設

定頁。 

2.3 建立 SkypeOut™通話	

使用者可以上 Skype 網站(www.skype.com)去申請 SkypeOut 的額度。申請完成

之後，使用者登入 Skype 將會在 Skype 視窗下看到您所申請的 SkypeOut 額度，

您可以用比一般電話費率還要便宜的費率去撥打長途電話、行動電話或是國際電

話。 

以下列方式去建立 SkypeOut 通話： 

1. 使用者可先為SkypeOut聯絡人設定快速撥號鍵(參考速撥碼設定頁)。拿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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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聽到撥號音後直接按下SkypeOut聯絡人的快速撥號鍵， 3秒後

SkyATA-101會自動啟動Skype撥打該聯絡人。或者，拿起話機，聽到撥號音

後直接按下SkypeOut聯絡人的快速撥號鍵 + “#”鍵， SkyATA-101會立刻自

動啟動Skype撥打該聯絡人。 

2. 使用Skype視窗介面點選所要撥打SkypeOut聯絡人之後再按撥打鍵，拿起話

筒等待撥打的聯絡人接聽。 

3. 使用者可以拿起話筒，在聽到撥號音後，直接按下"00" (或  "+") + 國碼 + 區

碼  +  電話號碼  (請省略區碼或行動電話號碼的第一個"0")， 撥完足夠號碼

後，SkyATA-101 會自動啟動 Skype 撥打該 SkypeOut 號碼(此智慧型撥出，

目前僅支援台灣,中國大陸,美國及加拿大號碼)，或者加按“#”鍵或等待呼叫延

時 3 秒，SkyATA-101 會立刻自動啟動 Skype 撥打該 SkypeOut 號碼。當使

用者己在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點擊"選項"並在"一般"頁面選擇 SkypeOut

國碼後，在撥打 SkypeOut 電話時，可以直接撥打區碼  +  電話號碼，可省略

"00 + 國碼"。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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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撥打的SkypeOut聯絡人沒有接聽電話，使用者會聽到忙線音。 

2.4 接聽 Skype/SkypeIn™通話	

1. 當電話機鈴響時，拿起話機便可進行通話。 

2. 當電話機鈴響時，按下Skype視窗介面的接聽圖示拿起話筒便可進行通話。 

3. 通話中，若遠端聯絡人先結束通話時，使用者會聽到忙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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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結束 Skype 通話	

使用者可掛上話機或按下 Skype 視窗的掛斷圖示來結束 Skype 通話。 

2.6 使用 Skype 語音信箱	

1. 使用者向 Skype 購買語音信箱服務後，使用者在聯絡人清單選擇一個帳號,

按滑鼠右鍵並選擇傳送留言，即可主動留言給選擇的聯絡人。如果使用者啟

動語音信箱，當使用者沒有回應來電時，對方即可在該使用者的語音信箱進

行留言。 

2. 使用者可以拿起話筒和點擊 Skype 主要選項的通話紀錄去檢查是否有語音信

箱留言，此時使用者可以點擊播放鍵或停止鍵去聽取語音信箱的留言，如下

圖所示。當留言播畢，電話即會回到撥號音，使用者可選擇聽取下一通留言

或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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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kype 來電顯示	

SkyATA-101 現在已可支援 Skype Type 1 FSK 來電顯示。如果將 SkyATA-101

連接到支援 FSK 來電顯示的話機，當有 Skype 聯絡人來電時，使用者可以在電

話掛機的狀態從話機螢幕知道該聯絡人的 Skype 帳號。如下圖所示，SkyATA-101

提供包含呼叫著的 Skype 帳號、呼叫者的 Skype 速撥號碼和撥打的時間等資訊。 

  

呼叫者的 Skype 速撥號碼只有在使用者有設定該呼叫者的 Skype 速撥號碼時才

會被顯示。經由此功能，使用者可以知道該呼叫者的速撥號碼並回撥給該聯絡

人，不需要再回到電腦前尋找速撥碼。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電話的重播功能去回撥

給該呼叫者。 

  

SkyATA-101 的來電顯示時間是被呼叫者電腦設定的當地時間，顯示時間決定於

電話機時間顯示格式及話機是否可顯示時間。 

 

Skype 速撥號碼有兩種設定方式:Skype 4.0 以前版本可在 Skype 介面設

定;Skype 4.0 以後版本不支援此功能，使用者可參考速撥碼設定頁在

SkyATA-101 程式介面做設定。若一 Skype 帳號同時在 Skype 介面及

SkyATA-101 程式介面做設定，SkyATA-101 的來電顯示將顯示 SkyATA-101 程

式介面的設定。 

 

 

 



25 
 

2.8	 建立 Skype 多重通話	

 

不支持 Skype 8.x! 

 

使用者須先在選項對話框之多重通話及多方通話設定中勾選啟用多重通話功

能，其功能鍵為“＊1”。啟用多重通話功能可讓使用者以切換鍵同時與最多 4 位

Skype 聯絡人輪流進行一對一通話，但須在 Skype 通話被撥出或接聽後進行。 

 
注意事項:  

1. Skype 7.9 及以後版本，使用多重通話功能鍵撥打某些 Skype 帳號會有問

題，可以考慮使用 Skype 7.8 或更早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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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 SkyATA-101 有啟動多重通話時，電話鍵“＊1”  鍵有特定功能，所以使用

者用 Skype 撥打電話(特別是 SkypeOut 0800 服務電話)時，  若按了“＊1”  鍵

會造成通話暫時停止，可在 Skype 介面按繼續通話或話機再按一次“＊1”鍵。

建議用戶僅在需使用這功能時啟用，不需使用時請關上。 

3. 由於 Skype 語音信箱無法保留，所以當使用者正在與 Skype 語音信箱連線

時，可以按下 “＊” 鍵去掛斷此通 Skype 語音信箱。 

 

2.8.1	 建立多重通話	

1. 當使用者撥出或接聽Skype通話中，按下功能鍵"＊1"，則目前Skype通話會

被保留，且使用者會聽到撥號音以指示使用者可直接按撥下一位Skype聯絡

人之快速撥號鍵 +"#"鍵來建立另一Skype通話。以此類推，使用者可重覆按

下"＊1"鍵來保留並建立最多與4個Skype聯絡人通話。 

2. 使用Skype視窗介面建立多重通話，拿起話筒即可進行多重通話。 

3. 當在撥打第 2 通以上之多重通話，若被撥打的聯絡人沒有接聽電話或中途掛

斷電話，使用者會聽到 5 秒的忙線音，此時使用者可以繼續撥打下一通電話

或是按“＊1” 鍵切換到保留的通話。 然而，如果保留通話中的聯絡人掛斷

電話，將不會產生忙線音。 

4. 若使用者想要保留通話，請記住在按下 “＊” 鍵之後，要在 3 秒內按下 “1” 

鍵，否則將會與進行中的通話斷線。 

 

2.8.2	 在多重通話中切換	

當使用者建立多個 Skype 通話後，按下多重通話功能鍵“＊1”，使用者將會聽到

撥號音然後再次按下 “＊1”便可切換到下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多重通話切

換的順序為當初通話被建立的順序，且最後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會被循環

地切換到第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 

2.8.3	 掛斷多重通話	

1. 使用者在 SkyATA-101 多重通話模式下，通話中按下“＊”鍵來掛斷目前的

Skype 通話。結束通話後使用者將會聽到撥號音然後再次按下“＊1”便可切換

到下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或是繼續建立下一通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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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撥出過程中按下“＊”鍵來取消目前的撥號，使用者將會聽到撥號音然後再

次按下 “＊1”便可切換到下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或是繼續建立下一通通

話。 

3. 當使用者撥打給 Skype 語音信箱啟動之聯絡人，若聯絡人沒有接受此通話，

通話進入語音信箱，此時使用者可以按“＊”鍵或功能鍵“＊1”來結束此通通

話，使用者將會聽到撥號音然後再次按下“＊1”便可切換到下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或是繼續建立下一通通話。 

4. 當使用者撥打給電話答錄機啟動之聯絡人，若聯絡人沒有接受此通話，通話

進入答錄機留言，此時使用者可以按“＊”鍵來結束此通通話，使用者將會聽

到撥號音然後再次按下“＊1”便可切換到下一個被保留的 Skype 通話或是繼

續建立下一通通話。 

5. 使用者多重通話模式下掛上話機，則可以掛斷所有已建立的通話。 

2.9 建立 Skype 多方通話	

 

不支持 Skype 8.x! 

 

SkyATA-101 在新版 Skype 已無法建立起多個 Skype 聯絡人多方通話，需先使

用 Skype 介面建立多方通話，再提起話機進行通話，掛上電話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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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Skype 錄音	
使用提醒 

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錄音及錄影功能! 

 

因 Skype 取消 Skype 錄音相關 API 功能，造成目前 Skype 錄音功能在微軟作業 

系統無法正常使用，但在微軟 Windows XP 或 Server 2003 下使用 SkyATA-101

目前還可使用 Skype 錄音功能。雖然 Skype 日前宣布從 03/01/2017 開始強迫升

級到 Skype 7.17 及以後版本，有客戶反映現在還可以使用 Skype 7.16.0.102。

Skype 7.16.0.102 經我們試驗後確實可以達到 Skype 錄音功能，但若換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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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時可能會造成無法登入且要求升級較新 Skype 版本，此時需先更新為較新

Skype 版本如 7.32，更新到較新 Skype 版本後要先登入您要使用 Skype 帳號，

再直接安裝 Skype 7.16.0.102 後就會登入您要使用的 Skype 帳號使用，請不要

登出或換 Skype 帳號，不然可能得照上述程序做一次。 

 

Skype7.16.0.102(可在 SkyATA-101 安裝光碟找到或神擎科技網頁

www.godengine.com.tw/tw/download.htm 下載)。若 SkyATA-101 軟件將來可支

持 7.16.0.102 以上的 Skype 版本做 Skype 錄音，使用者會收到 SkyATA-101 軟

件線上更新通知或從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查詢最新版本安裝較新版

SkyATA-101 程式，更新的線上輔助或更新 SkyATA-101 使用手冊也會做此通知。 

 

使用者在進行 Skype 通話時可以選擇雙向或單向錄音。錄音檔案預設會存在 My 

document/Skype record 目錄底下，使用者可手動刪除錄音檔案。 

當使用者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按滑鼠右鍵點選 SkyATA-101 的小

圖示，選擇 Skype 錄音，即可進入 Skype 錄音視窗。當有 Skype/SkypeOut 電

話進行時，使用者可點擊錄音按鈕開始錄音(或從話機按＊3 鍵)、按暫停鍵(或從

話機按＊4 鍵)暫停錄音、或按停止按鈕(或從話機按＊5 鍵)結束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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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點選”設定”按鈕，可如下圖做 Skype 錄音設定，設定修改完成後，須點擊

確認鍵儲存設定值。 

錄音文件存放路徑:  錄音檔案預設會存在 My document/Skype record 目錄底

下，使用者可瀏覽選擇自己喜歡的目錄。 

錄音方式:  可選擇雙向錄音、只錄製自己的聲音或只錄製對方的聲音。預設雙向 

                    錄音。 

錄音檔案格式:  支持 WAV、MP3、WMA、OGG 及 FLAC。預設 MP3。 

當有 Skype 通話時自動開啟錄音窗口:  每當 Skype 通話時，自動開啟如上圖的

Skype 錄音視窗，方便錄音。預設不勾選。 

當有 Skype 通話時自動錄音:  每當 Skype 通話時自動依 Skype 錄音設定做錄

音。預設不勾選。 

當錄音開始和結束時，在托盤區提示:  預設勾選。 

將自己的聲音和對方的聲音分別存儲在不同的聲道(立體聲):  若此選項不勾選，

自己的聲音和對方的聲音將儲存在單一聲道。預設

不勾選。 

錄音完成後自動開啟錄音資料夾:  錄音完成後自動彈出錄音資料夾，方便讀取。

預設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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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kype 遠程監控	
目前在 Skype 8.x 下無 Skype 遠程監控功能支持 

 

SkyATA-101 可整合網路攝影機 WEB CAM 及 Skype 視訊功能，提供使用者方

便且免費遠端監看家裡的功能。在使用者啟動 SkyATA-101 遠程監控功能後，可

從遠端撥打 Skype 到家裡 Skype 帳號  (家裡 Skype 帳號勿設 Skype 內建轉接

功能,且不可在其他電腦登入此 Skype 帳號)，若密碼輸入正確，SkyATA-101 會

接此 Skype 來電並啟動 Skype 視訊。目前很多智慧型手機已支援 Skype 視訊，

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隨時隨地觀看家裡的情況，無須受限有些 IP CAM 須有固定

IP 位址才可使用，甚至國外出差時也可關心家裡的寵物!此功能僅支援最新

SkyATA-101 硬體。   

當使用者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按滑鼠右鍵點選 SkyATA-101 的小

圖示，選擇遠程監控，即可進入遠程監控設定頁面，選擇當有 Skype 來電時啟

用遠程監控、選擇接受任何 Skype 來電或僅允許指定 Skype 帳號來電才可啟用

遠程監控、設定密碼。密碼須為 6 個或 6 個以下的 0~9 數字。密碼可以不設，但

一般應用還是強烈建議設密碼。預設密碼輸入等待時間是 7 秒，使用者必須在 7

秒內輸入第一碼，且兩碼間輸入延遲不可超過 7 秒。 

若選擇接受任何 Skype 來電啟用遠程監控，任何 Skype 來電會被 SkyATA-101

自動接起，撥打者若聽到”嗶嗶”兩聲提示語後 7 秒(密碼輸入等待時間)內未輸

入任何按鍵，SkyATA-101 會震鈴所連接電話機，接著就像一般通話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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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撥打者若聽到”嗶嗶”兩聲提示語後 7 秒內輸入”密碼+＊”，SkyATA-101

會將該台電腦的 Skype 視訊打開。選擇此設定，任何來電都會延遲至少密碼輸

入等待時間才能震鈴通話，但使用者若聽到”嗶嗶”兩聲提示語後按"#"鍵可馬

上震鈴通話，甚至 Skype 視訊啟動後，使用者仍可按"#"鍵，馬上震鈴遠端通話。 

基於隱私及安全理由，除非是特別應用，一般不建議做此設定。 

若選擇指定 Skype 帳號來電才可啟用遠程監控，當指定 Skype 帳號來電會被

SkyATA-101 自動接起，撥打者若聽到”嗶嗶”兩聲提示語後 7 秒內(密碼輸入

等待時間)未輸入任何按鍵，SkyATA-101 會震鈴所連接電話機，接著就像一般

通話的方式進行。使用者若想用指定 Skype 帳號做一般通話，也可在聽到”嗶

嗶”兩聲提示語後按"#"鍵，馬上震鈴通話。甚至 Skype 視訊啟動後，使用者仍

可按"#"鍵，馬上震鈴遠端通話。撥打者若聽到”嗶嗶”兩聲提示語後 7 秒內輸

入”密碼+＊”，SkyATA-101 會將該台電腦的 Skype 視訊打開。當非指定 Skype

帳號來電，SkyATA-101 會馬上震鈴所連接電話機，接著就像一般通話的方式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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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遠程監控，請先確認是否 Skype 可找到想要用的攝影機且可使用(從 Skype

主視窗 功能設定選項視訊設定，如下圖) ，並調好想要監看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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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攝影機還有麥克風及喇叭功能，若想要與監看對象聲音互動，可以到 Skype

介面把聲音輸入及輸出設成攝影機附的麥克風及喇叭(從 Skype 主視窗 功能

設定選項音效設定，如下圖) 。當遠程監控功能取消後，SkyATA-101 會自動

把 Skype 聲音輸入及輸出設回 SkyATA-101，使用者下次使用此應用時，必須

再把 Skype 聲音輸入及輸出設為攝影機附的麥克風及喇叭，才可透過攝影機附

的麥克風及喇叭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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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好後，使用者出差時便可用指定 Skype 帳號(或任意 Skype 帳號，當選擇接

受任何 Skype 來電啟用遠程監控)撥打 SkyATA-101 所使用的 Skype 帳號，接著

Skype 來電會被 SkyATA-101 接通，在”嗶嗶”兩聲提示語撥完後，使用者必須

在密碼輸入等待時間內從 Skype 撥鍵盤、電腦鍵盤或 Skype 撥號裝置撥按預設”

密碼+＊”，若輸入正確，SkyATA-101 會將該台電腦的 Skype 視訊打開。若輸入

不正確該通來電會被掛斷。使用者還是可以用遠程監控指定 Skype 帳號撥打到

SkyATA-101 所使用的 Skype 帳號，在”嗶嗶”兩聲提示語撥完後，使用者按

"#"鍵(可減少震鈴等待時間)或密碼輸入等待時間內不要輸入任何按鍵，

SkyATA-101 便會震鈴所連接電話機，接著就像一般通話的方式進行。Skype 視

訊啟動後，使用者仍可按"#"鍵，馬上震鈴遠端通話。 

注意事項: 

1. 使用遠程監控功能時，需確定電腦處於非省電模式。若使用者不想讓電腦一

直處於開機狀態，使用者可不勾選一般設定頁的 ”遠程監控功能啟動時，電

腦不會進入省電模式”選項，但當要使用此功能時，可利用遠端喚醒該進入省

電模式電腦(如送 Magic Packet)或固定時間開啟電腦的程式，當確認該電腦

的 Skype 帳號已從登出進到上線時便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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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智慧型手機做遠程監控，密碼輸入可能因手機同時下載檔案或處理太多

程式而無法及時傳到。 

3. 再次提醒您不定時更換密碼以防止密碼洩漏，並僅在有遠程監控功能需求時

再開啟此功能。 

4. 不同 Skype 版本的通話中撥鍵盤在不同的位置下圖是 Skype 5.6.0.110 的通

話中撥鍵盤。 

 

2.12 即時通訊模式	

使用者可用 SkyATA-101 作為其他即時通訊的音訊裝置，如 Lync, Google 

voice/hangouts,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Yahoo! Messenger,…..等。使用者

點擊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 SkyATA-101 圖示，並且選擇 “即時通訊模

式” 去開啟 SkyATA-101 其他即時通訊應用模式。注意：使用者無法透過電話按

鍵撥打或接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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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即時通訊軟體的應用介面中可選擇音訊裝置，如 Skype 和 Yahoo!奇摩即時

通訊。使用者需先確認 SkyATA-101 裝置已接妥至電腦 USB 埠，在即時通訊中

設定 SkyATA-101 作為音訊裝置後，使用者將可透過 SkyATA-101 所接的電話與

從電腦上撥打或接聽的聯絡人通話。若所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中沒有應用介面去

設定音訊裝置時，使用者可將電腦系統音訊裝置設定為 SkyATA-101。但此時電

腦所撥放的音樂也將會由外接的話筒輸出。電腦系統音訊裝置設定也可藉由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之選項頁中，調整音訊輸出及輸入裝置為 SkyATA-101

後，再點擊“確定”或“套用”即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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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聽即時通訊來電插撥 

即時通訊模式下，在一即時通訊通話中若有另一來電插撥，使用者可透過即時通

訊軟件所提供來電插撥介面去接插撥以及在兩通話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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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見問題（FAQs） 

關於使用 SkyATA-101 產品遇到的問題，請參考常見問題(FAQ)目錄、用戶使用

手冊或者是線上輔助文件來進行疑難排除。 

 

Q1: 如何找到最新 SkyATA-101 軟件版本? 

A: SkyATA-101 程式在 2.1.0.0 及以後版本已支持線上更新。使用者若已安裝

SkyATA-101 版本 2.1.0.0 及以後版本，當 SkyATA-101 有較新版本時，程

式運行後應會收到線上更新，使用者可選擇是否升級。如使用者選擇 ”不升

級,以後也不提醒” ，使用者必須移除 SkyATA-101 程式再安裝 SkyATA-101

程式，爾後才會再收到升級通知，使用者可在 SkyATA-101 程式運行後，在

微 軟 視 窗 桌 面 右 下 角 SkyATA-101 系 統 工 作 列 找 到 如 下 選 項，得 知

SkyATA-101 目前版本或下載最新版本。 

      

 

Q2: SkyATA-101 已經正確的安裝在電腦的 USB 端口，為什麼仍無法正常操作? 

A: SkyATA-101 與一般的 USB 裝置如 USB 鍵盤或 USB 滑鼠不同，此裝置需要

從 USB 端口取得 5V, 500mA 電源。假如 SkyATA-101 已經正確的安裝在電

腦的 USB 端口，卻無法正常操作，使用者可嘗試將此裝置改插到其他電腦

USB 端口，或換一條品質較好的 USB 綫或透過帶足夠電源的 USB Hub(集

綫器)連接此裝置和電腦。 

      我們發現有些電腦的 USB 端口是經過主機板跳線接到電腦前面板，若接線品

質不良可能造成 SkyATA-101 無法正常操作。此時可以換另一個 USB 端口

試試看或者經由帶足夠電源的 USB 集線器連接 SkyAT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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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如何知道 SkyATA-101 是否正確安裝完成? 

A: 簡單的檢查方法如下所述:  

(a) 檢查位於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 SkyATA-101 圖示是否為 

，並  將滑鼠游標移到系統工作列 SkyATA-101 圖示之上，這時會

有個提示字句”SkyATA-101”即代表 SkyATA-101 安裝完成。 

(b) 當您拿起電話話筒時，可以聽到不同的 Skype 撥號音並且     

SkyATA-101 藍 色指示燈會是恆亮狀態。 

 

Q4: 為什麼 SkyATA-101 在我的電腦某些 USB 接口無法正常使用? 

A: 在某些 Windows 2000/XP 的電腦系統，USB2.0 接口可能未安裝好驅動程

式，因為在支援 USB2.0 電腦系統之前，Windows 2000/XP 作業系統已經上

市。微軟新的 Service Pack 已支援 USB2.0。使用者可由微軟網站搜尋

USB/FAQ 或連至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whdc/system/bus/USB/USBFAQ_intro.mspx 

找到相關資訊。使用者可由系統裝置管理員確認 USB2.0 驅動程式是否安裝

成功。可參考以下圖示去更新驅動程式,然後 SkyATA-101 就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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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在某些電腦，當使用者第一次將 SkyATA-101 插進電腦的 USB 接口，作業

系統會出現一個訊息要求使用者重新開機才能正常使用此裝置。使用者是否

應該重新開機才能有效使用 SkyATA-101? 

A: 當系統出現重新開機訊息的時候，使用者可以忽略它，不需要重新開機，而

是繼續安裝 SkyATA-101 軟體，然後就可以正常使用 SkyATA-101。但是在

某些 Windows 2000 的系統，使用者有可能在 SkyATA-101 軟體安裝完成

後，碰到如下圖的警告訊息。此時使用者只須要點選確定鍵並插拔

SkyATA-101 硬體或重新開機，重新安裝並啟動 SkyATA-101 程式，然後即

可正常使用 SkyATA-101。 

 

 

Q6: 為什麼在我成功安裝完 SkyATA-101 硬體以及軟體之後，我仍然無法使用

SkyATA-101? 

A: 在 Skype 8.x 下，SkyATA-101 程式已啟動且一切似乎都正常，但卻仍無法

使用可能是因為目前 SkyATA-101 只支持繁中、簡中及英文介面，若用戶

將 Skype 介面設為其他語言，會造成程式無法存取 Skype 而無法使用。 

 

在 Skype 7.x 下，當 SkyATA-101 啟動後，Skype 會顯示一個警告視窗“另

一個程式正試圖使用 Skype”來提示使用者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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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如果您選擇了“不允許存取”，您將無法使用 SkyATA-101。如果您想繼續

使用 SkyATA-101 請到 Skype 主選單功能設定選項，然後再點選進階→

進階設定→管理其他程式使用 Skype 的權限，這時會跳出一個“管理 API 存

取控制”視窗，在此視窗中找到“SkyATA-101.exe”並點選，您可以按變更按鈕

來改變允許 SkyATA-101 使用 Skype，或者是選擇移除，等待下次啟動

SkyATA-101 時再次選擇允許使用 Skype，使用者可以選擇"永久開放此程式

使用 Skype"，如此 SkyATA-101 將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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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為什麼 SkyATA-101 初始化錯誤?  

A:  請掛上電話機話筒，並按重試或重新啟動 SkyATA-101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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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為什麼在 Windows 2000 下，SkyATA-101 裝置在某些 USB 連接埠上無

法正常使用?  

A: 在 Windows 2000 系統下，我們強烈建議使用者第一次將 SkyATA-101 裝置

連接到電腦 USB 埠後，即刻進行 SkyATA-101 應用程式的安裝。如果使用

者第一次將 SkyATA-101 裝置連接到電腦 USB 埠並沒有馬上安裝

SkyATA-101 程式。下次使用者若要開始安裝 SkyATA-101 程式時，需記住

最早將 SkyATA-101 裝置連接到哪一個電腦 USB 埠，使用者需確認位置無

誤後再開始安裝。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者將 SkyATA-101 裝置連接到第一個 USB 埠後並沒有

馬上安裝 SkyATA-101 的應用程式，而將 SkyATA-101 裝置拔出換連接到第

二個 USB 埠，接著進行 SkyATA-101 應用程式的安裝；安裝完成後

SkyATA-101 動作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使用者下次要使用 SkyATA-101 時，

又將 SkyATA-101 裝置連接到第一個 USB 埠，這時 SkyATA-101 將會無法

正常使用，SkyATA-101 應用程式會提示使用者，再次安裝 SkyATA-101 應

用程式來排除此問題。如果使用者仍無法解決問題，也可以參考 FAQ 4 的說

明。 

      這個問題只會出現在 Windows 2000 的作業系統。 

 

 

Q9: 為什麼在我有電話撥打進來的時候電話機沒有鈴聲?  

A: (a) 請確認 SkyATA-101 是否成功安裝完成，參考 FAQ 3。 

(b) 請確認手冊2.1.4章節響鈴信號頻率設定是否有與所使用之電話機或交換

機(SkyATA-101 連結交換機應用)規格相同。 

(c) 請嘗試以不同的電話機來測試，因為有些電話機有特殊的負載需求。 

 

Q10: 為什麼當我拿起話機後沒有聽到撥號音?  

A: (a) 請確認 SkyATA-101 是否成功安裝完成，參考 FAQ 3。 

  (b) 請確認 Skype 音效裝置的聲音輸入及聲音輸出是選擇 SkyATA-101 裝

置，請參考 FAQ 11。 

  (c) 請檢查您的電腦是否己進入省電模式。若您的電腦己進入省電模式。您需

要將電腦從省電模式切回到正常狀態，並且 SkyATA-101 程式將會重新初

始化。當 SkyATA-101 程式正在初始化時，請記得確認電話機在掛機狀態。 

 

Q11: 當我拿起話筒進行通話並且 Skype 視窗顯示通話中，為什麼話筒沒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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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應該如何處理? 

A: 請確認 Skype 音效裝置的聲音輸入及聲音輸出是選擇 SkyATA-101 裝置，請

到 Skype 主選單功能設定選項，此時會跳出一個設定視窗，然後再點選

音效裝置即可進行確認。 

 

 

Q12:  當我將 SkyATA-101 裝置插入電腦的 USB 埠以後，為什麼我便無法從電

腦喇叭聽到聲音，應該如何處理? 

A:  到控制台“聲音及音訊裝置內容”視窗裡調整音效輸入及輸出裝置為您想要的

裝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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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在我重新插拔 SkyATA-101 裝置後，我需要重新啟動電腦嗎? 

A: 您不需要重新啟動電腦，但是我們建議您重新啟動 SkyATA-101 程式與

Skype。在重新啟動 SkyATA-101 程式之前請先確定您的 SkyATA-101 裝置

已插入 USB 埠中。在您要拔出 SkyATA-101 裝置前，建議您先結束

SkyATA-101 應用程式。  

 

Q14: 我要如何移除 SkyATA-101 應用程式?  

A: 請先關閉 SkyATA-101 應用程式，然後到控制台的新增移除程式去移除

SkyATA-101 應用程式，或是到開始功能表裡使用者所安裝的 SkyATA-101

目錄中點選“Uninstall”即可。 

 

Q15: 當我在撥打 SkypeOut 時如何撥 “+” ? 

A: 您可以使用“ 00” 來取代“+”。 

 

Q16: 為什麼當我安裝 SkyATA-101 裝置以後，我的電腦無法啟動? 

A:  請檢查您的 BIOS 開機選項設定，開機裝置請不要選擇以 USB 裝置來啟動

電腦。您可以參考您的主機板使用手冊來進行設定。 

 

Q17: 我要如何得知 SkyATA-101 應用程式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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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中點選 SkyATA-101 應用程式的圖示之後

再點選“關於”即可。 

 

Q18: 為什麼 SkyATA-101 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的圖示會顯示硬

體裝置啟用失敗 ? 

A: (a)可能是 SkyATA-101 裝置沒有正確插入電腦的 USB 埠，請確認

SkyATA-101 裝置是否有正確插入電腦的 USB 埠。 

   (b)可能是 SkyATA-101 完成初始化前，電話話筒被拿起來，請確認在

SkyATA-101 完 

   成初始化前，電話話筒是被掛好的。 

 

Q19: 為什麼 SkyATA-101 在微軟視窗桌面右下角系統工作列的圖示會顯示

Skype 無法啟用 ? 

A: 請確認 Skype 有被啟動及連線成功，關於此問題請參考下列可能原因: 

(a) 使用者的電腦沒有連線到網際網路，使得 Skype 無法連線到網際網路。 

(b) 在 SkyATA-101 應用程式啟動後，Skype 程式被結束。 

(c) 使用者更改 Skype 狀態為離線。請將 Skype 狀態更改為上線即可回復正

常動作。 

 

Q20: 為什麼當我安裝了 SkyATA-101 以後，我原本所使用的 Skype 裝置就無

法使用? 

A: 在安裝完 SkyATA-101 之後，Skype 的音效裝置將會是 SkyATA-101，如 FAQ 

11 圖片所示。如果使用者想要以另外的裝置來使用 Skype 時，使用者可以將

Skype 的音效裝置改為所要使用的裝置即可。同樣的如果使用者先以別的裝

置來使用 Skype，之後又想以 SkyATA-101 來使用 Skype 時，使用者只需要

將 Skype 的音效裝置改為 SkyATA-101 即可。 

 

Q21: 我所安裝的 Skype 版本可以比 SkyATA-101 系統基本需求中所支援的

Skype 版本還新嗎? 

A: Skype 升級版本可能修改應用程式介面，所以我們不能保證目前的

SkyATA-101 程式可以完全無誤的操作。您應該還能透過 SkyATA-101 建立

基本的 Skype 通話，然而您可以從我們的網頁隨時下載最新的 SkyATA-101

程式，或從我們的技術支援人員那裡得到協助。 

 

Q22: Skype 通話中如果有插撥，如何接插撥? 

A: 在 Skype 8.x 下，目前只能從 Skype 介面接插播無法透過話機按鍵接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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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kype 7.x 下，如果 SkyATA-101 多重通話功能未啟動，在 Skype 通話中

如果有插撥可以從話機按*1 鍵去接此插撥，現有通話會保留，並用*1 鍵去切

換這兩通電話，按*鍵可以掛斷目前通話。如多重通話啟動時，當有一通話時，

請依多重通話使用說明去接插撥來電。 

 

Q23: 為何在使用 SkyATA-101 後，無法暫時改變 Skype 音效裝置? 

A: SkyATA-101 較新版軟件有如下圖設定，使用者若有時想將 Skype 音效設為

其他設備，可以將 SkyATA-101 程式關閉或取消”強制設定 SkyATA-101 設備

為 Skype 音效裝置”，若想再回復 Skype 音效為 SkyATA-101 時，可以再將此

選項勾選即可。此設定可以確保 Skype 音效強制設定為 SkyATA-101，避免有

時 Skype 音效發生問題無法透過 SkyATA-101 撥接 Skype。 

 
 

Q24: 為何 SkyATA-101 setup 程式無法安裝?  或安裝時電腦出現警告視窗? 

A: SkyATA-101 setup 程式無法安裝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 

a. SkyATA-101 須在有 Windows 管理員權限的用戶下安裝。 

b. 由於新的微軟作業介系統加強安全保護，阻擋 SkyATA-101 程式安裝，  

如下圖按紅色圈起”其他資訊” 

    

    接著跳出以下視窗按紅色圈起”仍要執行”，接著只要允許 SkyATA-101 安 

裝並依指示安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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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 為何使用 SkyATA-101 撥打 Skype 或 SkypeOut 0800 服務電話，當 

我撥＊1” 鍵時會出現通話異常? 

A: 若 SkyATA-101 有啟動多重通話時，電話“＊1”  鍵有特定功能，使用者用

Skype 撥打電話(特別是 SkypeOut 0800 服務電話)時，若按了電話“＊1”  鍵

會造成通話暫時停止，可在 Skype 介面按繼續通話或話機再按一次電話“＊

1”  鍵。 

        建議用戶僅在需使用多重通話功能時啟用，不需使用時請關上。 

Q26: 為何程式出現 Skype 音訊裝置錯誤，並指示可能原因為另一機器開啟微

軟遠程桌面連接本設備的   電腦? 

A: 若使用另一機器開啟微軟遠程桌面連接本設備的電腦，默認設定可能將本設

備音訊裝置 SkyATA-101 給遠端連接機器使用，造成本設備 Skype 音訊裝置

設定錯誤，可在遠端連線前參考以下圖中紅色框起來部分做設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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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 為何 SkyATA-101 Skype 錄音功能不成功?  

A: 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錄音及錄影功能! SkyATA-101 目前

無支持錄音及錄影功能! 

因 Skype 取消 Skype 錄音相關 API 功能，造成目前 Skype 錄音功能無法正 

常使用。使用者可以將 SkyATA-101 運行在 Win XP SP3 或 Windows server  

2003 在此環境 Skype 錄音功能是可以的。 

雖然 Skype 日前宣布從 03/01/2017 開始強迫升級到 Skype 7.17 及以後版本， 

有客戶反映現在還可以使用 Skype 7.16.0.102。Skype 7.16.0.102 經我們試

驗後確實可以達到 Skype 錄音功能，但若換 Skype 帳號時可能會造成無法登

入且要求升級較新 Skype 版本，此時需先更新為較新 Skype 版本如 7.32，

更新到較新 Skype 版本後要先登入您要使用 Skype 帳號，再直接安裝 Skype 

7.16.0.102 後就會登入您要使用的 Skype 帳號使用，需要 Skype 自動登入要

使用的帳號，請不要登出或換 Skype 帳號，不然可能得照上述程序做一次。 

 

Q28: 為何 SkyATA-101 Skype 來電者無法做分機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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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新 SkyATA-101 程式在 Skype 8.x 下，目前無法支持非 Skype 網關系列 

設備打入時撥分機，但 Skype 網關系列設備撥入時撥分機沒問題!  若有此問 

題可詢問客戶服務! 

 

      在 Skype 7.x 下，SkyATA-101 Skype 來電者可能遇到撥入後 Skype 無撥鍵

盤或按分機碼無效問題，這主要因較新版 Skype 帳號撥 Skype 帳號 DTMF

送碼有問題或不支持撥鍵盤，撥打 SkypeOut 再轉分機無此問題。若從另一

Skype 網關如 SkyATA-101 或 SkyATA-102 撥打到此設備，可以直接從話機

撥分機。 

 

      SkyATA-101 從 v2.1.0.10 版本開始，針對 Skype 帳號撥打 Skype 帳號支持

用送  Skype 訊息方式撥分機碼，取代從 Skype 撥鍵盤撥分機碼。手機 Skype 

8.x 版或其他 Skype 用戶撥入者，可以在撥打 Skype 帳號前 30 秒或在通話

過程中如下圖透過 Skype 訊息框送出分機碼如  *123，本程式會幫忙撥出 123

的分機。 

 

 

Q29: 為何我的 Skype 已設定不自動升級，但重開電腦後 Skype 仍被升級? 

A:  

a. 在 Skype 8.x 下，SkyATA-101 程式 3.0.0.3 及以後版本已嘗試禁止 Skype 自

動升級! 若電腦開機時 Skype 還是被升級，一種可能是微軟作業系統更新時

Skype 也跟著升級了。 

b. 在 Skype 7.x 下，滑鼠右鍵點擊桌面右下角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若顯 

示如下，代表您的 Skype 已設定為禁止升級!   

             

      若您設定無誤，但開機時 Skype 還是被升級，一種可能是微軟作業系統更新 

      時 Skype也跟著升級了，此時只要您再用您喜歡的 Skype版本覆蓋安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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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另一種可能是防毒軟體如 Avast 造成的更新，可參考以下步驟解除軟體更新

程式，再覆蓋安裝您喜歡的 Skype 版本即可。 

步驟一: 從電腦右下角 Avast 圖框按右鍵選取”開啟 Avast 使用者介面” 

         
步驟二: 按左邊”設定” 

         

步驟三: 按左邊”元件”，接著按”卸載安裝元件”解除軟體更新程式。若

未出現此訊息請點擊”軟體更新程式”應就能產生，記得按”確

定”鍵再離開  

        



54 
 

 

 

Q30: SkyATA-101 運行時電腦需一直開機，是否該電腦容易被盜用? 

A: SkyATA-101 啟動時，電腦不可進入休眠，為了電腦的安全性，您可以在 

離開電腦時，將電腦桌面鎖定或設定螢幕保護如下，電腦鎖定或螢幕保護時 

SkyATA-101 功能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a.) 同時按鍵盤 Ctrl、ALT、Del 三鍵後按鎖定螢幕或同時按鍵盤微軟符號   

及 L 鍵將電腦桌面鎖定，避免他人動用該電腦 

  (b.) 從控制台外觀及個人化，點擊變更螢幕保護裝置   

      選擇螢幕保護裝置圖樣，等候分鐘數及勾選”繼續執行後顯示登入畫面”使

用登入密碼保護電腦不被隨意使用或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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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為何在 Skype 8.x 下，透過網關設備撥 Skype 電話無法聽到撥出聲且對方 

未接來電前也沒有回鈴聲? 

A:  可以如下左圖在系統音效”播放裝置”裡找到 SkyATA-101，選取後按”內容”鍵

產生如下右圖，在 Enhancements 頁下選取” Disable all enhancements” 並

按確定鍵儲存。接著離開 Skype 再重新開啟 Skype 後，問題應不再發生此

問題。目前此問題僅會發生在 Win 8, Win 8.1 及 Win 10! Win 7 電腦無此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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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  為何有時 Skype 來電話機沒響? 

A: Skype 8.x 因已無開發者 API 支持，目前若用戶將 Skype 視窗縮小如底下簡 

潔畫面且介面停留設定頁或說明與意見反應如下圖(一)或不縮小 Skype 

視窗但停留在設定頁或說明與意見反應如下圖(二)，Skype 來電時程式無法 

偵測造成話機不響鈴! 

 

另外來電時若 Skype 來電小訊息框被關上，SkyATA-101 程式無法偵測來電

會造成話機不響鈴! 

 

將來我們會試著改善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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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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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用戶儘量將 Skype 主介面保持在桌面如下可避免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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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為何有時 SkyATA-101 接的交換機外線咬線，無法使用? 

A: Skype 8.x 因已無開發者 API 支持，SkyATA-101 整合交換機應用，用戶需在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使用情境設定”確認選到”接交換機模式”且不去

干擾 Skype 視窗否則進行中的通話可能會被中斷或通話有忙線音，也可能造

成用戶掛上話機時 Skype 通話不能結束，用戶需手動從 Skype 介面掛斷此通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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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 為何升級到 Skype 8.x 後我的 SkyATA-101 速撥碼頁設定都不見了? 

A: Skype 8.x 版已無 API 支持取得 Skype  聯絡人名單，可以在登入 Skype 7.x 

下到 SkyATA-101 速撥碼頁將所有聯絡人及速撥碼匯出並儲存，將來可依

Skype 登入賬號匯入到另一台電腦使用 Skype 8.x。請逐一登入可能使用的

Skype 帳號，匯出及儲存個別的聯絡人名單。 

若在 Skype 8.x 使用下無原來聯絡人名單，須結束 Skype 8.x 及 SkyATA-101 

程式再開啟 Skype 7.x 程式並運行 SkyATA-101，確認速撥碼頁有完整聯絡

人名單後，再結束 Skype 7.x 改運行 Skype 8.x 及 SkyATA-101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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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為何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出現 無法使用? 

A: SkyATA-101 目前僅支持 Skype 繁中、簡中及英文介面，使用 Skype 其他

語言介面會造成 SkyATA-101 程式無法存取 Skype 介面而無法使用，並

且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出現  

 

  Q36: 為何 Skype 帳號登出後再登入或登入其帳號後就無法再使用

SkyATA-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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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kyATA-101 目前無法偵測是否 Skype 8 登出，若用戶登出 Skype 介面後，

需再重新啟動 SkyATA-101 程式才能正常使用。 

 

Q37:為何 Skype 通話時，有時單邊聽不到對方聲音? 

A:  如果通話單邊聽不到聲音，有可能是 Skype 通話品質問題，但若持續有問題

可以按 SkyATA-101 系統工作列的”選項”裡的一般頁”音訊修復”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