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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本節描述如何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並提供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的簡短說明。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支援下列產品：

n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n Workforce Management (WFM)

本節提供的資訊可供上述這些產品通用，除非另有說明。

存取使用者介面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為網路應用程式。透過在瀏覽器中輸入下列 URL
進行存取：

https://<基礎伺服器> 或

http://<基礎伺服器>

其中，<基礎伺服器> 為主控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容器之伺服器的主機名

稱或 IP 位址。

附註：如果您使用 Chrome 存取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則必須已安裝 Google 的 IE 標籤內線。若要存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在 Chrome 工具列上的書籤圖示旁的 IE 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

鍵，然後在 Chrome URL 網址欄位下的 Internet Explorer 網址欄位中輸入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URL。

驗證 PC

在第一次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之前，需驗證您的 PC。驗證您的 PC
意味著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會檢查 PC，以確保其具備執行您的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產品所需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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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若要驗證您的 PC，請存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登入頁面，然後按一下

「驗證我的 PC 設定」連結。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會執行評估，然後顯示

「診斷」頁面，其中會列出系統中每個產品所需的功能。「結果」欄會說明您的 PC 是否

已針對該功能正確設定。

如果「診斷」頁面針對任何功能顯示「錯誤」，您必須先更正錯誤，然後才能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在某些情況下，您會在頁面底部看到多個連結，這些連結

將協助您更正問題。在其他情況下，您將必須連絡主管或管理員取得協助。

頁面的「元件版本」區段會顯示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的目前版本和每個已

安裝的產品。

附註：如果已啟用的 RDP Viewer ActiveX 和已安裝的元件的結果為「錯誤」，請

參閱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啟用 ActiveX 控制項以取得相關指示。

新增信任的網站至 Internet Explorer

首次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之前，建議您將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URL 作為信任的網站新增至 Internet Explorer (如果這是您正使用的

12



快速入門

瀏覽器) 。將網站新增到信任的安全區域，您可以控制該網站上使用的安全性層級。

1. 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並從工具列中選取「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2. 在「安全性」標籤上，清除「啟用受保護模式」核取方塊。

3. 選取「信任的網站」，然後按一下「網站」。

4. 在「將這個網站新增到區域」欄位，輸入基礎伺服器 URL (https://<基礎伺服器

>) ，然後按一下「新增」。該 URL 即新增至「網站」清單。

5.
附註：可能會出現下列訊息：

「加到這個區域的網站必須使用字首 https:// 。這個字首會確定連線是否

安全。」

如果您看到此訊息，請清除「此區域內的所有網站需要伺服器驗證

(https:)」核取方塊，然後再次按一下「新增」。然後選取「此區域內的所有

網站需要伺服器驗證 (https:)」核取方塊。

6. 按一下「關閉」關閉「信任的網站」對話方塊。

7. 按一下「套用」，然後按一下「確定」關閉「網際網路選項」。

在 Internet Explorer中啟用 ActiveX控制項

1. 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並從工具列中選取「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2. 在「安全性」標籤上，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n 選取「本機網際網路」並將此區域的安全性層級變更為「中低」。

n 選取「網際網路」或「信任的網站」，然後按一下「自訂層級」。向下捲動至

ActiveX 控制項和外掛程式，然後將選項變更為如下設定：

選項 設定

自動提示 ActiveX 控制項 啟用

3. 按一下「確定」關閉「安全性設定」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套用」，然後按一下「確定」關閉「網際網路選項」。

5. 重新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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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所需 Chrome選項

1. 從 Chrome 瀏覽器，在 IE 標籤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選項」。

2. 在「一般選項」下啟用下列選項：

l 啟用自動 URL

l 使用 Chrome 開啟快顯視窗

l 顯示快顯時使用全視窗

l 啟用 DEP 原則

l 啟用 ATL DEP 因應措施

登入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登入頁面可讓您同時登入單一產品或多個產品。

下表描述「登入」頁面上的欄位。

欄位 說明

「個別產品登入」核取

方塊

此核取方塊僅出現在具有多個產品的系統中。預設為清

除，因此當您登入時，您會同時登入每個產品。如果您選

取此核取方塊，您可登入系統中的特定產品。

「產品名稱」核取方塊 此核取方塊僅出現在具有多個產品的系統中。如果您選

擇個別產品登入，則您選取想要的產品後，必須選取此核

取方塊。如果您不選取，則「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欄位未

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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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欄位 說明

使用者名稱 您的使用者名稱。如果您的系統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則此為您的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者名稱。如果您的系

統未使用 Active Directory，則為您的管理員指派給您的

使用者名稱。

附註：如果未使用 Active Directory，且您的管理員

想要充分利用多個登入，則每個產品中您的使用者

名稱和密碼必須相同。

密碼 您的密碼。如果您的系統使用 Active Directory，則此為

您的 Active Directory 密碼。如果您的系統未使用

Active Directory，則為您的管理員指派給您的密碼。

網域 Active Directory 網域。僅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的系統

中才會顯示此欄位。選取與您的 Active Directory 使用

者名稱和密碼關聯的網域。

語言 選擇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中使用的語言。您

選擇的語言將用於所有產品，且針對您的使用者名稱在

階段作業之間保持一致。

產品圖示 這些圖示僅在多產品系統中且您選擇個別產品登入時顯

示。當您按一下某個圖示時，產品的名稱會出現在「使用

者名稱」欄位的上方。使用這些圖示選取您要登入的產

品。

驗證我的 PC 設定 按一下此連結，確定您的 PC 是否已正確設定為使用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驗證 PC。

登入單個產品

若要登入單個產品：

1. 選取「個別產品登入」核取方塊。

2. 按一下您要登入的產品的產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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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3. 選取產品名稱核取方塊。

4. 填寫「登入」頁面上的欄位。

5. 按一下「登入」。

附註：如果您的系統中僅有一個產品，則「登入」頁面很簡單，僅顯示「使用者名

稱」、「密碼」、「網域」(如果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及「語言」欄位。

您可以嘗試登入的次數沒有限制。如果您的認證不正確，將會顯示錯誤訊息。

登入多個產品

若要登入多個產品：

1. 清除「個別產品登入」核取方塊 (預設為清除) 。

2. 填寫「登入」頁面上的欄位，然後按一下「登入」。

如果您的認證在產品套件之間均相同，您登入後便可存取所有這些產品 (取決於您的

角色) 。

但是，如果產品套件中一或多個產品的認證不同，則不會向您通知此錯誤。您僅可以

存取您的認證對其有效的產品。

若要找出您無法存取的產品，請登出，然後使用個別登入選項。依次登入每個產品，以

找出哪個產品拒絕您的認證。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下表顯示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角色可用的應用程式。

附註：權限按評估表設定。

應用程式 角色

錄音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螢幕錄影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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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應用程式 角色

主控台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封存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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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應用程式 角色

錄音 播放錄音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封存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播放螢幕錄影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封存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檢視評估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封存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評估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系統管理員

即時監控 主管

經理

系統管理員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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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應用程式 角色

錄音監控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封存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應用管

理
績效管理

系統管理員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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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應用程式 角色

報告 執行評估報告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者

排程評估報告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者

執行系統報告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者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排程系統報告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者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依據角色的存取權

附註：螢幕錄影、檢視評估、評估和即時監控需要下列其中一種授權：QM、

QMA、AQM 或 AQ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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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要為評估者或封存使用者啟用「即時監控」，請指派經理角色給這些使用

者。

依據授權及角色的存取權

針對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下表顯示依角色和品質管理授權可

用的功能。

可用的授權類型包括：

n 規範錄音 (CR)

n 規範錄音應用程式 (CRA)

n 品質管理 (QM)。

n 品質管理應用程式 (QMA)

n 進階品質管理 (AQM)

n 進階品質管理應用程式 (AQMA)

授權是在 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 中的「個人」> 「授權與未獲授權的使用者」對

話方塊中指派。

角色 主控台

錄音

即時

監控 錄音監控 報告

評估

與審核 搜尋並播放

封存使用

者

CR
CRA

CR
CRA

CR
CRA

經理 CR
CRA

CR
CRA

CR
CRA

CR
CRA

主管 CR
CRA

CR
CRA

CR
CRA

CR
CRA

代理 CR
CRA

知識型員

工

CR
CRA

依據授權及角色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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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主控台

錄音

即時

監控 錄音監控 報告

評估

與審核 搜尋並播放

封存使用

者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評估者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經理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主管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代理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知識型員

工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QM
QMA
AQM
AQMA

若要為評估者或封存使用者啟用「即時監控」，請指派經理角色給這些使用者。

代理和知識型員工可執行自己的報告和檢閱自己的評估。他們沒有其他使用者的報告

或評估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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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規則

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您的角色不僅是控制您可用的資

訊，而且要控制該資訊的範圍。在此案例中，「範圍」是指您所能檢視及/或評估的聯絡

活動。

範圍規則及 HR/培訓錄音

本節所述之範圍規則，不適用於標記為「培訓」錄音的聯絡活動，因為所有角色均可檢

閱這類聯絡活動。但範圍規則適用於所有其他錄音，包括標記為 HR 的錄音。

管理員 ID

管理員 ID 可依角色設定主控台檢視的內容。管理員亦可鎖定主控台。

系統管理員

系統管理員可存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中的所有應用程式。

電話語音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可執行和排程系統報告。

代理及知識型員工

代理及知識型員工只可檢視培訓聯絡活動及其自有已經過評估的聯絡活動。代理亦可

查看自己的封存錄音 (如果由管理員啟用) 。

主管

主管可以檢視僅由其目前作用中的小組所進行的聯絡活動 (包括培訓和 HR 聯絡活

動) 。例如，某主管於上週指派給了小組 A，但之後又指派給了小組 B，則此主管將僅

可檢視由小組 B 之目前作用中代理所記錄的聯絡活動。這包括該主管指派到小組 B
之前，小組 B 代理所記錄的聯絡活動。

經理

經理可以檢視僅由其目前作用中的群組所進行的聯絡活動 (包括培訓和 HR 聯絡活

動) 。例如，如果某個經理上週指派給了群組 A，但之後又指派給了群組 B，則該經理

僅可以檢視由群組 B 中目前作用中的小組中的目前作用中的代理記錄的聯絡活動。

這包括該經理指派到群組 B 之前，群組 B 代理所記錄的聯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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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

評估者可檢視所有目前作用中群組、小組及代理的聯絡活動 (包括培訓和 HR 聯絡活

動) 。但無法檢視停止活動之群組、小組及代理所進行的任何聯絡活動。

封存使用者

封存使用者可檢視所有作用中及非作用中群組、小組及代理所進行的所有封存通話聯

絡活動。

作用中角色存取

作用中群組及小組目前使用中。非作用中群組及小組已停止使用，但仍包含歷史報告

等項目必須列入考量的歷史記錄。

除了封存使用者之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只會回應作用中群組、小組

及代理。

使用多個瀏覽器標籤

在同一個作業階段期間，您可以在個別瀏覽器標籤或瀏覽器的個別例項中執行應用程

式。例如，您可以在其中一個標籤中執行「報告」應用程式，在另一個標籤中執行「應用

管理」應用程式。

從任何瀏覽器標籤或瀏覽器例項登入或登出，會影響您在所有瀏覽器標籤和瀏覽器例

項中的登入狀態。例如，如果您在其中一個標籤中以使用者 1 身分登入，則您會在開

啟的其他每個標籤或瀏覽器例項中以使用者 1 身分登入。如果您以使用者 1 身分登

出，然後從任何標籤或例項以使用者 2 身分登入，則重新整理後，所有標籤和例項都

將以使用者 2 身分登入。

附註：如果您正在執行兩個不同瀏覽器的例項 (例如，Internet Explorer 和
Chrome) ，則您可以不同的使用者身分登入每個例項。

若要在個別瀏覽器標籤中執行應用程式，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

1. 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2. 複製 URL。

3. 開啟新瀏覽器標籤或例項，然後在位址欄位貼上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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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導覽至您要在該標籤或例項中顯示的應用程式。

5. 根據需要，重複步驟 3 和 4 多次。

清除瀏覽記錄

如果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未正常顯示頁面 (例如，頁面為空白) ，建議您

登出並清除瀏覽器的瀏覽記錄。

若要清除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記錄：

1.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選擇「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2. 在「一般」標籤上，按一下「瀏覽記錄」區段中的「刪除」，然後按一下「確定」。

3. 重新啟動 Internet Explorer。

若要清除 Chrome 瀏覽記錄：

1. 在瀏覽器工具列上，按一下 Chrome 功能表。

2. 選擇「更多工具」>「清除瀏覽資料」。

3.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中，選擇您要清除的資料範圍，然後選取「瀏覽記錄」核取方

塊。

4. 按一下「清除瀏覽資料」。

5. 重新啟動 Chrome。

最佳實踐：建議您設定 Internet Explorer 在您每次結束時清除瀏覽記錄。若要

這麼做，請選擇「工具」>「網際網路選項」>「一般」標籤。在「瀏覽記錄」區段，選取

「結束時刪除瀏覽記錄」核取方塊。

登出

若要登出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請將滑鼠置於頁面右上角的使用者名稱

上，然後按一下「登出」。這會讓您返回到「登入」頁面。

附註：如果您已登入多個產品，從其中一個產品登出會讓您從所有產品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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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完全結束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請關閉瀏覽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的雙監
控畫面組態

在執行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的機器上設定雙監控畫面的顯示屬性時，額

外的主機監控畫面必須位於「顯示屬性」視窗中主要顯示監控畫面的下方或右方。由於

Windows 的限制，所有位於主要監控畫面上方及/或左側的監控畫面皆不可見。

使用雙監控畫面組態

n 若要在另一台監視器上檢視快顯視窗，請按一下快顯視窗並將其拖至其他監視

器。

您可以在一台監視器上檢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而在另一台監

視器上檢視快顯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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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分為三個區段。

容器列 頁頂部的此工具列顯示您可用於執行下列動作的導覽按

鈕：

n 存取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的常用應用

程式。

n 檢視目前已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並登出的使用者。

n 在發生重大事件時檢視警示。如需警示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應用程式使用者指南。

n 存取線上說明。

應用程式窗格 顯示所選應用程式之頁面的中心區段。

Widget 出現在使用者主控台且可設定用於特定目的的獨立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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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下表說明出現在螢幕頂部工具列中的按鈕。

按鈕 圖示 說明

標誌 — 按一下標誌可導覽至網站。按一下標誌右側的

向下箭號可顯示所有可用應用程式的下拉式功

能表。

主控台 根據所安裝的產品提供資訊。

管理員可以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並依角色鎖定主控台。

錄音數 可讓您完成下列作業：

n 搜尋針對特定客戶對話儲存的封存。

n 檢閱聯絡活動的清單，從該清單存取相關

聯的錄音及評估。

即時監控 可讓主管及經理監控其範圍內之使用者作用中

的通話的音訊。

錄音監控 可讓您監控您的範圍內進行作用中的通話之錄

音狀態。

應用管理 可讓系統管理員管理遊戲化的效能管理。

報告 可讓您產生評估報告和系統報告

已登入 NA 顯示目前使用者的姓名且可讓您登出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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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圖示 說明

警示 顯示警示清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應用程

式使用者指南。

說明 依產品顯示說明。

應用程式窗格

應用程式窗格顯示您從工具列選擇的應用程式。如需可用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工具列。

您可用的應用程式取決於您的角色和軟體授權。

應用程式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可用的所有應用程式具有相同的基本配置。

下表列出應用程式按鈕。

圖示 名稱 說明

NA 套用 儲存變更。

NA 取消 結束而不儲存變更。

設定 顯示此應用程式的可設定之設定。再按一下該按鈕可隱

藏設定。

當您輸入錯誤的資訊時，欄位旁邊會顯示錯誤圖示 。

表格

介面通常以表格顯示資訊。您可根據自己的喜好修改這些表格。

排序表格

以表格形式顯示的資料可根據表格中單個欄的內容排序。排序可依遞增或遞減方式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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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欄標題時，主要排序欄標題右側的小三角形顯示排序的方向：遞增或遞減。

排序表格時，請考量下列限制：

n 您無法排序錄音應用程式中已加密的中繼資料。

n 無法排序即時監控應用程式中的資料。

管理表格

n 若要依某個欄排序表格，請按一下欄標題。再按一下可反轉排序順序。

n 若要移動某個欄，按一下欄標題，然後在欄中按一下並將其拖至所需的位置。

n 若要變更欄的大小，請將欄邊緣拖曳至所需寬度。

n 若表格較長，請使用表格右側的捲動軸上下移動表格。

n 若表格較寬，請使用表格底部的捲動軸左右移動。

在清單之間移動項目

下列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應用程式可讓您在清單之間移動項

目：

n 主控台

n 報告

若要在清單之間移動項目，請按一下其中一個清單中的項目，並將其拖曳至其他清

單，或從一個位置拖曳到其他位置。若要移動多個項目，請使用 Shift+Click 選取多個

連續項目，使用 Ctr+Click 選取多個非連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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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台」應用程式是一個公共 (多產品) 應用程式，其中包含產品特定 Widget。預設

在您登入時顯示。

您所看到的 Widget 視您登入的產品、您的角色及管理員指派給您的主控台檢視而

定。

範例：如果您以代理身分登入兩個產品，則將看到管理員針對代理主控台設定的

這兩個產品的 Widget。如果其中一個產品關閉，與該產品關聯的 Widget 不會

出現。

主控台從左到右、從上到下連續顯示所有 Widget。Widget 之間不允許有空格。

如果管理員已啟用，您可以按一下「設定」以自訂主控台的配置和內容。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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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選擇要顯示的 Widget

n 重新命名 Widget

n 設定 Widget 設定，包括要顯示的圖表類型 (線形圖、垂直條形圖及堆疊條)

n 在主控台內重新定位 Widget

對主控台或 Widget 設定所做的變更將在套用後自動儲存，且會保留直到您或管理員

變更為止。

除工具列中的「設定」按鈕之外，管理員可存取包含角色清單的下拉式清單方塊。管理

員選擇要設定其主控台檢視的角色。

行動裝置

您可以從行動裝置存取「主控台」應用程式，包括 iPad 和 iPhone。行動裝置介面可讓

您使用部分深入分析功能，包括播放音訊錄音。

若要存取「主控台」應用程式，請在您的行動裝置上開啟網頁瀏覽器，然後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如登入下所示。

可用的 Widget (依角色)

以下清單顯示依角色使用者可用的 Widget。您可能會在您的主控台看到這些

Widget 中的全部或部分，視您的管理員如何為您的角色設定主控台而定。

如果您登入其他產品，您也將看到用於這些產品的 Widget。如需完整的 Widget 說
明，請參閱用於其他產品的使用者說明文件。

Widget 代理/KW1 主管 評估者

封存

使用

者

經

理

聯絡活動數總計 x x x x x

評估平均值 x x x x

每個角色可用的 Widget

1知識型員工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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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get 代理/KW1 主管 評估者

封存

使用

者

經

理

評估範圍 x x x

最近評估 x x x x

最近執行的評估 x x x

目前表現最佳者 x x x x

網頁連結 x x x x x

遊戲化分數 x x x

最近的調查 x x x x

主控台角色及範圍

「主控台」應用程式的範圍取決於您的最高角色。如果您是主管或代理，則會根據主管

色存取「主控台」應用程式。

附註：若尚未指派使用者給小組，「主控台」應用程式中即不會顯示任何相關資

料。

下表會根據角色顯示您可以在「主控台」應用程式中使用的過濾器選擇。此表不適用於

評估者與封存使用者，因為他們無法存取「主控台」。

角色 群組 小組 代理

經理 啟用2 啟用 啟用

主管 啟用 啟用 啟用

封存使用者 啟用 啟用 啟用

過濾「主控台」應用程式的角色與範圍

1知識型員工 (KW).
2啟用指示該下拉式清單根據使用者的範圍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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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群組 小組 代理

評估者 啟用 啟用 啟用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停用1 停用2 停用3

這可讓您變更「主控台」應用程式的檢視 (群組、小組及代理) 及範圍 (特定群組、特定

小組及特定代理) 。此報告的範圍會以您在「設定」視窗中所選的最低選擇為標準。

下表顯示的是報告清單的範圍。

報告清單的範圍 選取的群組過濾器 選取的小組過濾器 選取的代理過濾器

代理範圍 是 是 是

小組範圍 是 是 否

群組範圍 是 否 否

報告清單的範圍

預設 Widget設定 (依角色)

群組、小組及代理的預設設定取決於您的最高 角色。下表顯示預設 Widget 設定

(依角色) 。

設定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經理 評估者 封存使用者

群組 您的群組 第一個群組4 第一個群組 第一個群組 第一個群組

小組 您的小組 第一個小組 全部 全部 全部

代理 您自己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預設 Widget設定 (依角色)

1代理和知識型員工的下拉式清單根據使用者的群組填入。
2該下拉式清單根據使用者的小組填充。
3該下拉式清單僅顯示使用者的名稱。
4清單中顯示的第一個群組。您可以選擇出現於清單中的任何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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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get工具列

在您將滑鼠置於 Widget 工具列上時，一個或兩個按鈕變成可見。下表描述這些工具

列按鈕。

按鈕 圖示 說明

動作連結 關閉目前的應用程式，並開啟顯示 Widget 相關資訊的

另一個應用程式。

設定 顯示此 Widget 捲動面板中的可設定之設定。當您將變

更套用至設定時，每次您登入時變更會持續存在。再按

一下該圖示可隱藏「設定」面板。

Widget工具列按鈕

Widget設定

「Widget 設定」視窗可讓您自訂所選 Widget 的設定。

可出現在「Widget 設定」對話方塊中的欄位列示如下。只有套用至特定 Widget 的欄

位才會出現在 Widget 的「設定」對話方塊中。

附註：某些 Widget 可能因資料不可用或不適用而不會顯示其中一個或多個設

定。

欄位 說明

範圍 歷史資訊的日期範圍。

預設範圍是：

n 對於「聯絡活動數總計」、「評估平均值」、「評估範圍」

Widget 為過去六個月

n 對於「語音統計」Widget 為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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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圖表 您希望出現在此 Widget 中的圖表類型。相關選項包括：

n 線形圖 (預設) - 將指標顯示為直線

n 堆疊條 - 使指標互相堆疊顯示

n 垂直條形圖 - 使指標相互緊挨顯示

評估表 評估表的名稱。選項包括：

n 基於所有百分比 (預設) - 指派給百分比式評分的所有評

估表

n 基於所有分數 - 指派給點數式評分的所有評估表

n <評估表> - 特定評估表名稱

群組 群組的名稱。

預設設定由您的角色決定。如需有關預設設定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預設 Widget 設定 (依角色) 。

小組 小組的名稱。

預設設定由您的角色決定。如需有關預設設定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預設 Widget 設定 (依角色) 。

代理 代理的姓名。

預設設定由您的角色決定。如需有關預設設定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預設 Widget 設定 (依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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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區段 1–4 區段決定顯示在「分數」欄位中的星星數。

對於百分比式評分，區段使用從 0–100 的整數。每個區段的

預設值如下：

l 區段 1：20

l 區段 2：40

l 區段 3：60

l 區段 4：80

範例：如果代理的分數為 61 或更高，則「分數」欄位會顯

示 4 顆星。如果代理的分數介於 41 和 60 之間，則會

顯示 3 顆星。

對於點數式評分，區段會使用整數。此範圍的最小值由指派給

問題的所有最小值總計決定。此範圍的最大值由指派給問題

的所有最大值總計決定。

中繼資料金鑰 與分數關聯的中繼資料。下拉式欄位顯示所有定義的中繼資

料金鑰。預設值為「所有」。此下拉式清單中出現的中繼資料由

管理員定義。

選取中繼資料金鑰和值，根據特定中繼資料值過濾分數。

範例：如果中繼資料金鑰為數字，且中繼資料值為

7635555555，則目前表現最佳者 Widget 針對您範圍內

的所有代理傳回指定日期範圍內的分數，包括中繼資料

值 7635555555。

中繼資料值 與中繼資料金鑰關聯的值。支援使用萬用字元。

範例：* 萬用字元代表任意數目的字元，? 萬用字元代

表 1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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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get說明

「主控台」應用程式會依代理、小組及群組提供聯絡中心於過去 12 個月內之績效統計

資料的摘要及明細顯示。此摘要會以橫條圖與圖形格式顯示。

「主控台」應用程式會顯示一組標準的統計資料，但其內容層級取決於您的角色 (代
理、知識型員工、主管或經理) 。「主控台」應用程式也可讓您依過濾後的搜尋結果過濾

聯絡中心的績效統計資料。

如需有關過濾器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主控台角色及範圍。

主控台與報告的範圍差異

「主控台」應用程式與「報告」應用程式中的下列圖形報告之間沒有任何差異。

n 品質平均圖

n 評估加總圖

n 聯絡活動總計圖

下表根據資訊的顯示位置摘要說明兩者在報告值方面的不同。

資訊

類型 主控台 報告

日

期

範

圍

只顯示已完成的月份。例如，

「過去月份」是上一個已完成

的月份。目前月份是從當月第

一天到目前日期。

使用使用者所選取的明確日期

範圍。

角

色

根據目前的角色顯示資料。 若是經理及主管，目前的角色會

決定可用的報告。可供選取的群

組、小組與代理包括目前受管理

或監督的群組或小組，以及目前

隸屬於這些小組的代理。

主控台與報告的範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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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類型 主控台 報告

內

容

與

計

算

計算次數與總計以目前的角

色為準。例如計算群組的最新

平均時，無論聯絡活動發生時

代理是否隸屬於該群組，皆會

將目前該群組中的所有代理

及其聯絡活動計入平均值。

每份報告的計算次數、總計及內

容，皆是以歷史組態為準。例

如，計算群組特定時段的歷史平

均時，會將所有隸屬於該小組之

代理，於該時段內任何時點所發

生的各項聯絡活動，計入該時段

的群組平均。請注意，若某位代

理剛加入群組，而其所有聯絡活

動均在加入前發生，則這些聯絡

活動將不會計入群組平均。

組

織

變

更

根據目前的組織結構顯示資

料。例如，最近從主管的小組

移除的代理，不會出現在該主

管的資料中。

根據歷史結構顯示資料。例如，

若某位代理於選取的日期範圍

內出現在主管小組中，則該代理

即會出現在此小組報告中。

重要注意事項

搭配「主控台」應用程式使用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n 「主控台」應用程式預設會使用您最高階的角色。例如，若您同時獲派代理及主管

角色，「主控台」應用程式將會自動顯示與主管角色相關的績效統計資料。

n 群組與小組會依字母順序列在下拉式清單中。「主控台」應用程式中預設會顯示

清單內的第一個群組。如果一個群組包含多個小組，「主控台」應用程式中預設會

顯示「所有」。

n 若代理的平均值與小組或群組相同，「小組平均」或「群組平均」會蓋過「代理平

均」。

n 所有顯示的分數皆會予以四捨五入，以便您判別分數的種類 (「超過」、「符合」或

「低於」) 。

評估平均值 Widget

評估平均值 Widget 顯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的目前評估平均值。

評估平均值 Widget 顯示下列一個或多個資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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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圖表中代表小組的資料元素。

群組

圖表中代表群組的資料元素。

代理

圖表中代表代理的資料元素。

「動作連結」使用「Widget 設定」中指定的過濾器值顯示「品質平均圖」(報告 > QM >
品質平均圖) 。如需有關此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品質平均圖。

聯絡活動數總計 Widget

聯絡活動數總計 Widget 顯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的目前聯絡活動總計。所顯示的

資料取決於特定評估表或評估表類型的結果。

聯絡活動數總計 Widget 預設顯示下列資料元素。

已記分

已記分的聯絡活動數。

未記分

未記分的聯絡活動數。

品質

品質通話數。

「動作連結」使用「Widget 設定」中指定的過濾器值顯示「聯絡活動總計圖」(報告 >
QM > 聯絡活動總計圖) 。如需有關此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聯絡活動總計圖。

目前表現最佳者

目前表現最佳者 Widget 顯示目前表現最佳代理的清單。此 Widget 可讓您使用遊戲

化戰略，執行所需工作的代理將獲得獎賞。遊戲化是一種技術，運用人對競爭、成就和

地位的自然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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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評估 Widget 顯示下列資料元素。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

分數

分數取決於已評估的通話且包含指定日期範圍內指定中繼資料值。每個評分區

段會顯示一顆星。

範例：對於百分比式評分，如果代理的分數介於 61 和 80，則「分數」欄位會顯示

4 顆星。

ACD 狀態

ACD 代理的狀態 這是 Workforce Management 中的目前 ACD 狀態。

附註：只有在您同時登入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和
Workforce Management 時，此欄位才會出現。

最近評估 Widget

最近評估 Widget 顯示所有評估者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執行的最近評估的結果。

所顯示的資料取決於特定評估表或評估表類型的結果。

如果您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百分比式評估表，最近評估 Widget 會顯示下列

資料元素。

最近 (%)

其中顯示此欄位的 widget 決定其定義。

l 最近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近計算之得分率。

l 最近執行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您最近執行之計算的

得分率。

最後 5 個 (%)

按評估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後五個評估的平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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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點數式評估表，最近評估 Widget 會顯示下列資

料元素。

最近

其中顯示此欄位的 widget 決定其定義。

l 最近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近計算之得分。

l 最近執行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您最近執行之計算的

得分。

最後五個

按評估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後五個評估的平均得分率。

「動作連結」顯示「錄音」應用程式。

最近執行的評估 Widget

最近執行的評估 Widget 顯示您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執行的最近評估的結果。

如果您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百分比式評估表，最近執行的評估 Widget 會顯

示下列資料元素。

最近 (%)

其中顯示此欄位的 widget 決定其定義。

l 最近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近計算之得分率。

l 最近執行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您最近執行之計算的

得分率。

如果您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點數式評估表，最近執行的評估 Widget 會顯示

下列資料元素。

最近

其中顯示此欄位的 widget 決定其定義。

l 最近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近計算之得分。

l 最近執行的計算 － 按計算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您最近執行之計算的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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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五個

按評估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後五個評估的平均得分率。

「動作連結」顯示「錄音」應用程式。

評估範圍 Widget

評估範圍 Widget 顯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的目前評估範圍。

評估範圍 Widget 顯示下列資料元素。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動作連結」使用「Widget 設定」中指定的過濾器值顯示「評估匯總圖」(報告 > QM >
評估匯總圖) 。如需有關此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評估匯總圖。

遊戲化分數

遊戲化分數 Widget 可讓您根據下列效能類別顯示指標：

n QM 品質得分

n WFM 遵循度得分

附註：WFM 遵循度得分僅在已安裝 WFM 時可用。

代理和知識型員工可在遊戲化分數 Widget 中查看其目前層級和至下一層級的進展。

他們可選擇要顯示的效能類別。

當代理或知識型員工設定遊戲化分數 Widget 時，它會顯示徽章和進度列。徽章是所

達到層級的象徵。徽章內的數字指示代理或知識型員工針對所選效能類別所達到的層

級。進度列指示代理或知識型員工接近下一層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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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和經理可設定遊戲化分數 Widget 在 Widget (外觀與代理的遊戲化分數

Widget 相同) 中顯示單個代理或設定遊戲化分數 Widget 顯示特定效能類別的所有

代理。

遊戲化分數 Widget 顯示下列資料元素。

群組

群組的名稱。

小組

小組的名稱。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

徽章

徽章有兩種類型：品質和遵循度。

最近的調查 Widget

最近的調查 Widget 會顯示所選群組、小組或代理的客戶接受的最近的調查之結果。

所顯示的資料取決於特定調查表或調查表類型的結果。

如果您從「調查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調查，最近評估 Widget 會顯示下列資料元

素。

最近 (%)

按調查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後一個調查的平均得分率。

最後五個 (5)

按調查日期及時間確定的最後五個調查的平均得分率。

「動作連結」顯示「錄音」應用程式。

網頁連結

網頁連結 Widget 顯示使用者指定的網站。您可以使用它來顯示您所選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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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指向 CRM 或客戶支援網站的連結。

網頁連結 Widget 顯示下列資料元素：

超連結 URL

網站的網址。

如果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位於使用 HTTPS/SSL 的安全網站上，且您指

定使用 HTTP 的非安全網站，若您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9 或更新版本，則可

能會看到下列錯誤訊息：

僅顯示安全內容

如需有關如何解析非安全內容的指示，請參閱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625928。

管理員工作

依預設，使用者的主控台包含可供其角色使用的每個 Widget。透過設定顯示哪些

Widget、如何命名它們、它們包含什麼資訊以及如何呈現該資訊，系統管理員可依角

色自訂主控台。

如果使用者在系統管理員自訂其主控台時已登入，則這些使用者將看不到其主控台的

任何變更。他們將繼續看到依其角色顯示的預設主控台或其自訂的主控台。

如果系統管理員針對某個角色自訂主控台，然後將其鎖定，則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下

次登入時將看到該自訂主控台。鎖定的主控台會覆寫預設和使用者定義的主控台，且

個別使用者將無法再變更其主控台中的任何項目。

依角色設定主控台

必要條件：您必須使用系統管理員 ID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入。

1. 從「主控台」工具列的「角色」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角色，然後按一下「設定」以顯示

「設定主控台 Widget」對話方塊。

a. 將您想要在主控台上顯示的 Widget 從「可用的 Widget」清單拖曳到

「選定的 Widget」清單。若要將 Widget 從「選定的 Widget」清單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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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請選定它們，然後按一下「刪除選定的 Widget」。

b. 若要重新命名某個 Widget，在「選定的 Widget」清單中按兩下該

Widget 並按需要自訂其名稱。

c. 若要鎖定主控台以便使用者無法變更，請選取「鎖定」核取方塊。

2. 按一下「套用」儲存您的變更，並關閉「設定主控台 Widget」對話方塊。

3. 如有需要，透過將 Widget 拖曳到位，來重新排列其在主控台中出現的順序。

向下鍵在您將 Widget 拖至適當位置時出現。

您也可以在「設定主控台 Widget」對話方塊中排列 Widget，但建議您在主控

台中排列它們以展示使用者實際看到的外觀。

您無法將 Widget 拖曳至空白處。

4. 按需要設定每個 Widget 的設定。

代理、知識型員工、主管、經理、評估者及封存使用
者

主控台的內容取決於主控台是否鎖定，或管理員是否已為您的最高角色設定主控台並

隨後將其鎖定。

管理解除鎖定的主控台

若管理員未鎖定主控台，您可以自由地按需要自訂主控台。您做出的變更會覆蓋預設

主控台或管理員為您的角色設定的自訂主控台。您的自訂主控台將在未來的登入作業

階段持續存在，除非管理員為您的角色設定然後鎖定主控台。

透過解除鎖定的主控台，您可以執行以下作業：

n 重新排列主控台上的 Widget。按住 Widget 工具列並將 Widget 拖至新位置。

在將 Widget 拖至適當位置時會顯示向下箭頭。

n 從主控台新增或刪除 Widget。按一下主控台工具列上的「設定」以開啟「設定主

控台 Widget」對話方塊，若要新增 Widget，將其從「可用的 Widget」清單拖至

「選定的 Widget」清單。若要刪除 Widget，在「選定的 Widget」清單中選擇它

們並按一下「刪除選定的 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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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重新命名 Widget。在「設定主控台 Widget」對話方塊中，按兩下您要重新命名

的 Widget，在「重新命名 Widget」對話方塊中鍵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套

用」。

n 設定 Widget 的內容和外觀。在 Widget 工具列中按一下「Widget 組態」，設定

您希望在 Widget 中顯示的圖表資料和類型。如需您可針對個別 Widget 設定

之內容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idget 設定。

管理鎖定的主控台

如果管理員已鎖定您的主控台，則您無法再變更大多數功能。主控台「設定」圖示會停

用。

主控台鎖定後，您無法執行以下作業：

n 從主控台新增或移除 Widget。

n 在主控台中重新定位 Widget。

n 重新命名 Widget

n 設定各個 Widget 以變更所顯示圖表的資料和類型。

如果 Widget 不包含代理或服務的選擇，則 Widget 工具列中「Widget 組態」圖示會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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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應用程式可讓您根據您的角色及範圍執行下列工作。

n 搜尋特定的聯絡活動

n 設定「聯絡活動」表格中的欄

n 將聯絡活動中繼資料從通話或非通話聯絡活動匯入為逗點分隔的值 (CSV)

n 建立非通話聯絡活動

n 檢閱已錄音之聯絡活動的清單，從而存取相關聯的錄音 (如其適用) 及評估

n 標記用於品質的封存錄音

n 標記聯絡活動 (用於校準的通話或非通話聯絡活動)

n 評估品質管理聯絡活動或非通話聯絡活動

n 匯出錄音

n 標記聯絡活動用於培訓或人力資源 (HR)

關於錄音的資訊 (中繼資料) (如有設定) ，在通話錄音後立即可用，即使錄音本身尚未

上傳亦然。如需立即檢閱該錄音，只要用戶端桌面為開啟，並可供使用，即可隨時根據

您的需求下載錄音。

附註：媒體播放程式很大。第一次存取「錄音」應用程式時，將需要數分鐘初始化

媒體播放程式。在媒體播放程式存入快取記憶體後，後續的載入便快得多。

行動裝置

您可以從行動裝置存取「錄音」應用程式，包括 iPad 和 iPhone。行動裝置介面可讓您

使用部分深入分析功能，包括播放音訊錄音。

若要存取「錄音」應用程式，開啟行動裝置上的網頁瀏覽器應用程式，然後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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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範圍

適用於「錄音」應用程式的角色與範圍取決於可用聯絡活動的類型以及指派至使用者

的角色。

「聯絡活動」表格中聯絡活動的可用性取決於您的角色：

n 主管可以存取其目前獲指派的作用中小組中的目前作用中代理封存之聯絡活

動。

n 經理可以存取其目前獲指派之作用中群組的目前作用中代理處理的聯絡活動。

n 經理與主管可以播放其範圍內的所有錄音。

如果經理或主管開啟其範圍內的「未記分」聯絡活動，但無法評估，他們仍可播放

該聯絡活動。在此情景中，下列訊息會出現，而不出現評估表。

您不可評估此聯絡活動。

如果經理或主管選擇「所有評估」及「進行中」，「聯絡活動」表格會顯示其範圍內

的所有「進行中」評估。

如果經理或主管選擇「我的評估」及「進行中」，「聯絡活動」表格會顯示其範圍內

的所有「進行中」評估。

n 經理、主管及評估者可建立用於評估的聯絡活動。

n 封存使用者則可存取所有的通話聯絡活動。

n 評估者可見到所有作用中之代理的聯絡活動 (已記分、未記分、進行中、需要核

准) 。

n 代理與知識工作者只可見到自己經過計分的聯絡活動及指定為「培訓」的聯絡活

動。

n 知識型員工可以查看自己的所有聯絡活動。

n 代理僅可查看標記用於封存的錄音 (如果已由管理員啟用) 。

n 指派給使用者的最高角色，可以控制從「錄音」應用程式匯出錄音的能力。如果使

用者獲指派至可以匯出錄音的任何角色，該使用者便可匯出其「聯絡活動」表格

中顯示的任何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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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角色與範圍

您的最高角色決定您在「錄音」應用程式中的範圍。下表顯示最高角色如何決定您的範

圍。

角色 (從最高到最低排列) 範圍

封存使用者 所有作用中及非作用中使用者的所有通話聯絡活

動

評估者 所有作用中使用者的所有聯絡活動

經理 經理群組中作用中使用者的所有聯絡活動

主管 主管小組中作用中使用者的所有聯絡活動

知識型員工 自己的所有聯絡活動

代理 自己的已評估聯絡活動加上自己的封存錄音 (若已

啟用)

您的角色與範圍

錄音可見度與保留

管理員依角色控制客戶對話在「錄音」應用程式中可見的時間長度。當客戶對話的時間

到期，使用者將無法再使用該錄音。

管理員還可控制客戶對話保留用於品質管理工作流程和封存工作流程的時間量。

如需錄音可見度和依工作流程的保留期間之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員使用者指南。

錄音安全功能

所有錄音皆具有下列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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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加密 - 出於安全目的而對錄音及螢幕錄影加密

l 音訊錄音與螢幕錄影在網路傳輸期間被壓縮並加密

l 加密的錄音透過超文字傳輸協定 (HTTP) 上傳

l 儲存的錄音使用 128 位元進階加密標準 (AES) 加密

l 儲存的螢幕錄影未加密，但在透過通訊端傳輸至用戶端進行播放時會重新

加密

n 基於角色的權限 - 僅獲得授權的使用者可以播放或匯出錄音

n 稽核記錄 - 追蹤誰存取了錄音系統、存取了什麼內容以及何時存取了錄音系統

n 支付卡產業 (PCI) 標準 - 一套用於增強支付帳戶資料安全的綜合要求。

錄音工具列

下表描述「錄音」工具列中顯示的欄位。這些欄位顯示聯絡中心的目前統計資料。

欄位 說明

AQP 錄音的平均品質百分比。搜尋所傳回的錄音之平均品質得分。

ATT 代理處理通話的平均通話時間 (秒) 。通話時間是代理接聽通話直到代理中

斷或轉接通話所經過的時間。這包括代理主動與來電者講話的時間以及代

理將來電者置於保留的時間。代理在間隔期間處於對內講話、對外講話以及

其他講話狀態的平均時間。

總

計

與搜尋相符的記錄數。

附註：此表格載入較慢，因此最初可能不會顯示所有記錄。另外，記錄

在您向下捲動時會新增至表格中。

「錄音」工具列中的欄位

下表描述套用於整個「聯絡活動」表格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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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圖示 說明

新增或精

練搜尋

NA 顯示「搜尋錄音」視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搜

尋錄音。

儲存 儲存您的搜尋設定。選項包括：

n 儲存此搜尋 - 儲存目前的搜尋

n 儲存的搜尋 - 列出可用的已儲存搜尋，且

可讓您從清單中刪除所選搜尋

設定 顯示此應用程式的可設定之設定。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設定欄位。

匯出表格

資料至

CSV

以 CVS 格式匯出所有聯絡活動的中繼資料。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出表格資料至 CSV。

建立聯絡

活動

新增非通話聯絡活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

立聯絡活動。

套用於整個「聯絡活動」表格的「錄音」工具列按鈕

下表說明需要您在按鈕啟用之前於「聯絡活動」表格中選取的按鈕。

按鈕 圖示 說明

匯出所

選聯絡

活動

匯出所選的錄音。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出所選聯絡活動。

標記用

於品質

標記所選客戶對話用於品質管理。此按鈕在所選錄音具有封存

的原因值且錄音已經上傳時啟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標記

用於品質。

標記用

於校準

標記客戶對話用於校準。在聯絡活動對話標記用於校準時，可

讓多個具有評估權限的使用者評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標

記用於校準。

標記通

話

套用「已標記」保留時間至所選的聯絡活動。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標記通話。

套用至所選聯絡活動的「錄音」工具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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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活動」表格有時包含的聯絡活動數量比可在「錄音」視窗中檢視的數量更多。有大

量聯絡活動可用時，導覽列可讓您快速導覽「聯絡活動」表格。

下列滑鼠動作可用來檢視大型表格中的聯絡活動：

n 若要指定每頁顯示的聯絡活動數量，請按一下「聯絡活動數量」下拉式清單，從清

單中選擇一個數字，或者在欄位中鍵入一個數字，然後按一下 Enter。

n 若要移至清單末尾，按一下「清單末尾」 。

n 若要移至清單開頭，按一下「清單開頭」 。

n 若要移至下一頁，按一下「下一頁」。

n 若要移至上一頁，按一下「上一頁」。

n 若要移至特定頁面，按一下「前往」，鍵入顯示範圍內的一個數字，然後按

Enter。

附註：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最多支援 999 頁。如果您的聯絡

活動清單超過 999 頁，「前往」欄位中將顯示「1/ ...」。

搜尋錄音

「搜尋錄音」視窗可讓您搜尋下列項目：

n 客戶對話 - 音訊錄音或非通話聯絡活動

n 「聯絡活動」表格的欄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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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可用欄由您的 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和獲指派的角色決定。

代理、知識型員工及主管僅可搜尋 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使其可

用的欄。封存使用者、評估者和經理可搜尋所有欄。

在搜尋客戶對話或欄資料時，必須指定日期範圍、特定日期或時間或者聯絡活動 ID。
要執行搜尋，至少需指定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當您按一下「搜尋」時，會自動儲存所選的欄位。欄位設定在您新增或刪除其他欄位之

前會持續存在。

下表描述您可以用於基本搜尋的欄位和按鈕。大多數記錄的這些欄位和按鈕也會顯示

在在「展開搜尋」下。

欄位 說明

展

開

搜

尋

顯示進階搜尋選項。

基本搜尋欄位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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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組

織

依組織搜尋對話或欄。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群組 (第一個欄位) - 群組的名稱。如果選擇「所有」，「搜尋

錄音」會搜尋所有群組。

n 小組 (第二個欄位) - 小組的名稱。如果選擇「所有」，「搜尋

錄音」會搜尋所有小組。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名

稱

依名稱搜尋對話。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名字 - 使用者的名字。

n 姓氏 - 使用者的姓氏。

如果您使用Active Directory，「搜尋錄音」會使用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建立的名字及姓氏。如果您使用的是 QM 驗證，「搜

尋錄音」會使用在管理員介面中建立的名字及姓氏。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電

話

號

碼

依電話號碼搜尋對話。您可以輸入：

n 具體號碼

範例：輸入 6125551212。

n 使用萬用字元的號碼範圍

範例：輸入 612*，其中 * 萬用字元代表任意位數，或輸

入 612555????，其中 ?萬用字元代表 1 位數。

n * 萬用字元用於對所有通話錄音

您輸入的號碼不能包含虛線或括號。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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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日

期

範

圍

依日期範圍搜尋對話。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今天 - 目前日期

n 昨天 - 前一日

n 在前一週 - 過去七天

n 在上一個月 - 過去 30 天

n 在前一年 - 過去 365 天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特

定

日

期

依行事曆日期範圍搜尋對話。您從「日期範圍」切換至「特定日期」

時的預設日期為今天的日期。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時

間

依時間範圍搜尋對話。如果開始時間晚於結束時間，則「搜尋錄

音」功能會搜尋隔夜聯絡活動。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搜

尋

範

圍

依範圍搜尋對話。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所有評估 - 根據您的合併角色範圍傳回所有聯絡活動

n 我的評估 - 返回您可以對其採取動作的聯絡活動

n 我的校準 - 返回標記用於校準的聯絡活動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57



錄音數

欄位 說明

狀

態

依評估狀態搜尋對話。可以選擇下列一或多個選項：

附註：僅封存使用者或可評估聯絡活動的使用者將看到此欄

位。

n 所有狀態 - 將您範圍內的所有評估新增至搜尋結果。此選項

僅出現在「基本搜尋」下面的下拉式清單中。

n 已記分 - 將您範圍內的已記分評估新增至搜尋結果。

n 未記分 - 將您範圍內的未記分評估新增至搜尋結果。

n 進行中 - 將您範圍內的進行中評估新增至搜尋結果。

n 需要核准 - 將您範圍內需要核准的評估新增至搜尋結果。

包括「狀態」欄位的搜尋僅傳回針對高品質目的進行錄音的通話。

基本搜尋可讓您選擇其中一種評估狀態。若要選擇多種評估狀

態，按一下「展開搜尋」，然後選擇一個或多個評估狀態核取方塊。

此欄位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搜

尋

搜尋錄音。

此按鈕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取

消

結束而不儲存變更。

此按鈕顯示在「基本搜尋」和「展開搜尋」下。

下表描述僅對展開搜尋顯示的欄位和按鈕。

欄位 說明

基

本

搜

尋

顯示基本搜尋選項。

代

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展開搜尋」欄位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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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核

准

者

核准評估之經理或主管的姓名。

相

關

聯

的

通

話

計

數

此通話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數。

相

關

聯

的

通

話

ID

相關聯通話的 ID。

已

校

準

對話已標記用於校準。此欄位可能的選項包括：

n 是

n 否

通

話

持

續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對話持續時間 (接聽電話與掛斷電話之間

的時間長度) 。

受

話

號

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碼

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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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來

電

號

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

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聯

絡

活

動

ID

依對話的唯一 ID 搜尋錄音。

附註：如果選擇依聯絡活動 ID 搜尋錄音，搜尋會忽略所有

其他過濾器的值 (例如特定日期與得分) ，而僅顯示與指定

聯絡活動 ID 相關聯的錄音。

聯

絡

活

動

類

型

聯絡活動的類型。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通話 - 具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n 非通話 - 沒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n 僅畫面 - 沒有通話錄音的螢幕錄影聯絡活動

自

訂

資

料

依中繼資料搜尋對話。在「值」欄位中輸入值，然後選擇「選取條

件」選項及「選取運算子」選項。

「選取條件」的選項由管理員確定。

評

估

日

期

評估或校準對話的日期範圍。

評

估

表

用於對對話評分的評估表或校準表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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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評

估

者

姓

名

評估者或校準者的名字與姓氏。

線

路

代理用於接聽通話的內線。

相

關

聯

的

通

話

數

此對話相關聯的通話數。

原

因

依據錄音規則對對話進行錄音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如下：

n 代理已標記

n 封存時間

n 封存已標記

n 一天中的第一通通話

n 一天中的最後一通通話

n 記錄

n 一天中最長的通話

n 標記用於品質

n 新員工

n 非通話評估

n 效能

n 隨機通話

n 一天中最短的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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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錄

音

內

容

類型或錄音內容。選擇下列一或兩個選項：

n 具有畫面 - 對話具有螢幕錄影。

n 具有語音 - 對話具有錄音。

錄

音

標

記

依標記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已標記 - 搜尋標記用於品質管理的錄音

n HR - 搜尋標記用於 HR 的錄音

n 培訓 - 搜尋標記用於培訓的錄音

錄

音

類

型

依錄音類型搜尋對話。選擇下列其中一種可能的錄音類型：

n 端點 - 桌面錄音

n 網路

n 伺服器

n MediaSense

n CUBE

n 不明 - 聯絡活動在 8.7 版本之前錄音 (非通話聯絡活動類

型) ，或者錄音類型無法確定

分

數

從評估表依範圍搜尋對話。在「得分」欄位中輸入所需的得分值，

然後選擇「選取運算子」。

要查看此值的計算方式，請參閱瞭解評估如何記分。

調

查

分

數

從調查表依分數搜尋調查。在「調查分數」欄位中輸入所需的得分

值，然後選擇「選取運算子」。

選

取

條

件

透過新增更多搜尋值來搜尋對話或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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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選

取

運

算

子

依運算子值搜尋對話或欄。從「選取運算子」欄位中選擇下列其中

一個可能的選項：

n 等於 - 搜尋與指定值相符的得分值。

附註：使用「等於」運算子時，「值」欄位區分大小寫。如

果您不確定「值」欄位中字串的大小寫形式，請使用

「包含」運算子。

n 開頭為 - 在「值」欄位中搜尋以字串開頭的值。

n 包含 - 在「值」欄位中搜尋精確字串。此欄位不區分大小寫。

n 結尾為 - 在「值」欄位中搜尋以字串結尾的值。

n 小於 - 搜尋小於指定值的得分值。

n 大於 - 搜尋大於指定值的得分值。

此欄位僅在您選取「得分」、「語音能量」或「自訂資料」時才顯示。

語

音

能

量

依語音能量搜尋對話。在「秒」欄位中輸入秒數，然後選擇「選取條

件」選項及「選取運算子」選項。

用於「選取條件」的選項如下所示：

n 靜默事件 - 使用「靜默持續時間」臨界值根據代理或來電者

未講話的事件數過濾對話。

n 談話事件 - 使用「談話持續時間」臨界值根據代理及來電者

同時講話的事件數過濾對話。

n 靜默持續時間 - 靜默事件的最少秒數。「搜尋錄音」會顯示達

到或超過此臨界值的所有靜默事件。

n 談話持續時間 - 談話事件的最少秒數。「搜尋錄音」會顯示達

到或超過此臨界值的所有談話事件。

如果靜默或談話事件與暫停/繼續事件或者保留/擷取事件相關，

「搜尋錄音」不會傳回對話。

此欄位顯示在「展開搜尋」下。如需語音能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偵測靜默與談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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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新

增

新增欄位。

刪除。移除欄位。

重

設

還原預設設定。

搜尋指導原則

在欄中尋找客戶對話或資料時，請考量下列資訊。

n 目前不在小組中的代理可以搜尋封存的對話 (包括所有培訓錄音) ，以及播放自

己的錄音。與所選對話相關之「小組名稱」欄的儲存格會呈現空白。

附註：代理必須與小組相關聯，以確保記錄代理的對話。

n 您可以過濾透過指定聯絡活動類型傳回的對話數。

搜尋錄音

若要搜尋錄音，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工作：

n 若要執行簡單搜尋，從「錄音」工具列按一下「新增或精練搜尋」，完成「搜尋錄音」

視窗中的欄位，然後按一下「搜尋」。

n 若要執行進階搜尋，在「搜尋錄音」視窗中按一下「展開搜尋」，然後按一下「搜

尋」。

n 若要搜尋特定的語音能量 (例如靜默或談話) ，在「搜尋錄音」視窗中按一下「展

開搜尋」，從「選取條件」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語音能量」，完成欄位，然後按一下

「搜尋」。

n 若要儲存目前的搜尋，按一下「儲存」 ，選擇「儲存此搜尋」，在「鍵入名稱」欄位

中鍵入搜尋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n 若要重新命名現有的搜尋，按一下「儲存」 ，選擇「儲存此搜尋」，從「選擇搜尋」

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搜尋，在「鍵入名稱」欄位中鍵入搜尋的新名稱，然後按一下

「儲存」。

n 若要使用儲存的搜尋，按一下「儲存」 ，選擇「儲存的搜尋」，然後從功能表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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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要使用的搜尋之名稱。

n 若要刪除儲存的搜尋，按一下「儲存」 ，選擇「儲存的搜尋」，從功能表中選擇要

刪除的搜尋之名稱，然後按一下「刪除」。

設定欄位

依預設，「錄音」應用程式會以「設定欄位」視窗中的同樣順序顯示「聯絡活動」表格中的

欄，但中繼資料欄位、HR 欄位及「訓練」欄位除外。

管理員控制使用者介面中為代理、知識型員工及主管顯示的欄位。評估者、封存使用

者及經理可以設定任何欄位 (無論 Desktop Configuration Administration 設定如

何) 。

「設定欄位」對話方塊列出可用於「聯絡活動」表格的欄位名稱。您可以使用此視窗選擇

希望顯示在「聯絡活動」表格中的欄位。依預設，會選擇所有欄位。

這些欄位的說明請見欄位字典。

附註：此清單不含管理員新增的任何中繼資料欄位。

欄寬

您可以變更含有搜尋結果的「聯絡活動」表中的欄之寬度。欄的大小在作業階段之間保

持不變。當您移除欄時，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在您將其再次新增至表格

中時不會記住其大小。

變更欄寬時，請記住下列原則：

n 如果切換 PC 或者在同一台 PC 上切換瀏覽器，將不會保持欄寬設定。新設定在

新 PC 及/或瀏覽器上產生。

n 如果不同的使用者登入同一 PC 或瀏覽器，該使用者將有自己的欄寬設定。

n 如果您清除瀏覽器中的 Cookie，欄寬設定將會消失。

附註：Cookie 在一年非活動後到期。

欄位字典

此欄位是出現在「錄音」應用程式中「聯絡活動資訊」對話方塊和「聯絡活動」表格中所

有欄位的字母順序清單。

這些欄在管理員設定時將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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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
靜

默

通話處於靜默狀態的時間比例。

%
談

話

通話處於談話狀態的時間比例。

<中
繼

資

料

欄

位

>

表格中可能出現代表自訂中繼資料欄位名稱及值的一或多欄。

您可以編輯這些欄的儲存格。中繼資料欄位的最大字元長度如

下所示：

n 資料=2056 - 最包括文字、數字和超連結。

附註：一旦儲存超連結，您可以按一下該超連結，

連結將在個別網頁瀏覽器中開啟。

n 日期 - 最大長度取決於標準日期格式。

代

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核

准

者

核准評估之經理或主管的姓名。

相

關

聯

的

通

話

計

數

此通話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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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平

均

靜

默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靜默事件之平均持續時間。

平

均

談

話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平均談話時間。

已

校

準

聯絡活動已標記用於校準。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此欄位僅會顯示在「聯絡活動」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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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通

話

持

續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聯絡活動持續時間 (接聽電話與掛斷電

話之間的時間長度) 。通話持續時間接受自訊號服務。

「聯絡活動」表格與媒體播放程式中顯示的通話持續時間可能

不同，因為「事件持續時間」(事件之間的時間) 與「錄音持續時

間」(實際錄音檔案播放的持續時間) 之間可能有差異。事件用

於開始或停止錄音。但是，即使在正常情景下，有兩種不同的

資訊來源會導致差異。在這些情景下，假定通話持續時間不

同。持續時間不同的情景如下所示：

n 錄音API 可用於暫停/繼續/重新開始錄音。在此情況下，

錄音可能會遠遠短於實際通話持續時間。如果通話一分

鐘後重新啟動錄音，則通話持續時間將超過錄音持續時

間。

n 響鈴時間長的封存或完全的品質通話 (無畫面) 會將通話

持續時間顯示為從響鈴到掛斷的整個持續時間，而媒體

播放程式只顯示音訊時長。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入

埠

通

話

通話為入埠。「入埠通話」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受

話

號

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

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來

電

號

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

出或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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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聯

絡

活

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聯

絡

活

動

類

型

聯絡活動的類型。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通話 - 具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n 僅畫面 - 沒有通話錄音的螢幕錄影聯絡活動

n 非通話 - 沒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日

期

聯絡活動的日期。

評

估

日

期

評估或校準客戶對話的日期。

評

估

表

用於對客戶對話評分的評估表或校準表之名稱。

評

估

者

姓

名

評估者或校準者的姓名。

名

字

代理的名字。

附註：如果「名字」、「姓氏」、「群組名稱」和「小組名稱」為

空白，則錄音為根通話。根通話為顯示為封存聯絡通話

的未調解聯絡活動。調解後，將為通話指派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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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群

組

名

稱

群組的名稱。

有

畫

面

聯絡活動具有畫面錄影。「有畫面」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有

語

音

聯絡活動具有錄音。「有語音」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HR 聯絡活動已被標記為 HR 聯絡活動。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姓

氏

代理的姓氏。

線

路

代理用於接聽通話的內線。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最

長

靜

默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長靜默事件之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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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最

長

談

話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長談話事件之持續時間。

最

短

靜

默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短靜默事件之持續時間。

最

短

談

話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短談話事件之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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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原

因

依據錄音規則對對話進行錄音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如下：

n 代理不符合工作流程的「人物」規則

n 僅依據規範授權代理

n 代理已標記

n 封存關閉

n 封存時間

n 封存已標記

n 代理不符合工作流程的「時間」規則

n 已刪除

n 「包含」清單中的內線

n 不在「包含」清單中的內線

n 一天中的第一通通話

n 一天中的最後一通通話

n 記錄

n 一天中最長的通話

n 標記用於品質

n 新員工

n 無錄音

n 無 SIP 事件

n 未針對代理的小組設定工作流程

n 非通話評估

n 不符合工作流程分類器來電號碼/受話號碼

n 未處理

n 效能

n 隨機通話

n 一天中最短的通話

n 未針對分類器定義任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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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n 低於最短持續時間

錄

音

類

型

與此裝置相關的錄音類型。「錄音類型」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端點 - 桌面錄音

n 網路

n 伺服器

n MediaSense

n CUBE

n 協調

n 無 - 沒有與此非通話聯絡活動相關聯的錄音

n 不明 - 聯絡活動在 8.7 版本之前錄音 (非通話聯絡活動

類型) ，或者錄音類型無法確定

分

數

指定給聯絡活動的評估得分或校準得分。

靜

默

事

件

偵測到的靜默事件之數目。

在「分析」下的「聯絡活動資訊」標籤中，「靜態事件」顯示偵測到

的靜默事件數目，以及表示通話期間發生靜默事件之時間的時

間戳記 (按從最早到最晚的順序) 。

狀

態

聯絡活動的目前評估狀態。「狀態」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已記分 - 評估者已要求，並已完成記分及核准 (如需核

准) 的聯絡活動。

n 未記分 - 評估者尚未要求且尚未記分的聯絡活動。

n 進行中 - 評估者已要求，但尚未完成記分的聯絡活動。

n 需要核准 - 評估者已要求，並已完成記分，正在等待核准

的聯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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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靜

默

總

持

續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靜默總持續時間。

談

話

總

持

續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談話總持續時間。

談

話

事

件

偵測到的談話事件之數目。

小

組

名

稱

小組的名稱。

時

間

以 HH:MM:SS 表示的聯絡活動的通話開始時間。

附註：如果您的站台使用 Cisco MediaSense 錄音，則聯

絡時間由 MediaSense 錄音伺服器產生，而不是由錄音

伺服器產生。

對於音訊錄音，時間戳記是以代理的時區為基礎。對於非通話

聯絡活動，時間戳記是以建立非通話聯絡活動的使用者的瀏覽

器時區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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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時

區

聯絡活動建立時的時區。

培

訓

聯絡活動已被標記為培訓聯絡活動。「培訓」欄位的有效值包

括：

n 是

n 否

設定欄位

n 若要選擇出現在「聯絡活動」表格中的欄位，請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標籤，選

取您希望其出現在表格中的每個欄位名稱旁邊的核取方塊，對每個標籤重複此

操作，然後按一下「套用」。

「聯絡活動」表格會顯示您選取的欄位。

n 若要變更欄的大小，請將欄邊緣拖曳至所需寬度。

n 若要移動某個欄到另一個位置，按一下欄標題，按一下欄主體，然後將該欄拖曳

至新位置。

匯出表格資料至 CSV

「匯出表格資料至 CSV」功能可讓您將「聯絡活動」表格中所有聯絡活動的未加密中繼

資料 (通話及非通話聯絡活動) 匯出至 CSV。

範例：您可以從上次搜尋結果中匯出所有未加密的聯絡活動中繼資料。

匯出中繼資料至 CSV

1. 在「錄音」應用程式中執行搜尋以尋找您要匯出的錄音。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搜尋錄音。

2. 在「錄音」工具列中按一下「匯出表格資料至 CSV」 ，然後依照提示操作。

可匯出的中繼資料儲存為 CSV 格式。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或將

其儲存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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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可匯出的中繼資料由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中的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決定。僅可匯出的中繼資料將儲存為 CSV 格式。

建立聯絡活動

「建立聯絡活動」對話方塊可讓您建立聯絡活動，以評估非通話活動。

非通話活動可即時或事後評估。例如：

n 語音或畫面的即時監控

n 計數器工作

n 客戶服務計數器

n 聊天

n 電子郵件

n 社交媒體

您只能為屬於與品質管理工作流程關聯之小組的代理建立非通話聯絡活動。

附註：只有具有評估權限的角色才可評估非通話聯絡活動，包括經理、主管及評

估者。

評估者可指派評估表、評估聯絡活動及插入聯絡活動中繼資料。

如果您計劃評估聯絡活動，建議同時使用專為非通話活動建立的評估表。這樣可在「主

控台」及「報告」應用程式中準確報告非通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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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將出現在「建立聯絡活動」對話方塊的欄位。

欄位 說明

日

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預設顯示目前日期。

時

間

聯絡活動發生的時間。預設顯示目前時間。

您無法在完全相同的時間為同一個人建立兩個聯絡活動。如果要同時 (同一分

鐘內) 為同一個人建立多個聯絡活動，請確保在「時間」欄位中為每個聯絡活動

輸入唯一的時間。

群

組
群組的名稱。

小

組
小組的名稱。

代

理
代理的姓名。

評

估

表

與此聯絡活動錄音相關的評估表名稱。

附註：您無法在建立聯絡活動之後變更評估表。

「建立聯絡活動」對話方塊的欄位

下表描述將出現在「建立聯絡活動」對話方塊的按鈕。

按鈕 說明

建立 新增非通話聯絡活動。

取消 結束而不儲存變更。

「建立聯絡活動」對話方塊的按鈕

管理非通話聯絡活動

n 若要新增非通話聯絡活動，按一下「建立聯絡活動」 ，完成欄位，然後按一下

「儲存」。

非通話聯絡活動出現在「聯絡活動」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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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若要檢視非通話聯絡活動的中繼資料，在「聯絡活動」表格中連按兩下非通話聯

絡活動，以顯示媒體播放程式。從媒體播放程式，按一下「聯絡活動資訊」標籤。

「聯絡活動資訊」標籤隨即顯示中繼資料。

n 若要從「聯絡活動資訊」標籤變更中繼資料，在中繼資料欄位中鍵入變更，然後按

一下「套用」。

n 若要評估非通話聯絡活動，在「聯絡活動」表格中連按兩下「聯絡活動類型」為「非

通話」、「僅畫面」或「電子郵件」的聯絡活動，並完成評估表。

匯出所選聯絡活動

管理員可以啟用匯出功能，讓您從「錄音」應用程式匯出錄音。匯出的錄音可以下列格

式儲存。

n Waveform 音訊檔案格式 (WAV) - 未壓縮的音訊檔。

n MPEG-4 視訊 (MP4) - 壓縮的音訊和視訊檔。此選項僅在客戶對話具有與其關

聯的螢幕錄影時才可用。

錄音可從「錄音」應用程式的「聯絡活動」表格中匯出。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Media Player 9 (含) 以上的版本播放匯出的錄音。

匯出錄音所需的時間視錄音長度及其是否包含視訊而定。如果正在匯出錄音且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因無活動而逾時，則匯出過程將繼續完成。

匯出錄音

n 若要匯出錄音，在「聯絡活動」表格中按一下錄音，然後按一下「匯出所選聯絡活

動」 。從「匯出所選聯絡活動」對話方塊中為匯出的錄音選擇所需的格式，然後

按一下「匯出所選聯絡活動」。

n 若要下載匯出的錄音，按一下「警示」 ，連按兩下「已可下載聯絡活動 <ID> 的
匯出」訊息，在「警示通知」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此處」以下載檔案，然後按照提示

下載錄音。

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按一下「儲存」並從「另存新檔」對話方塊中

選擇位置。

如果您按一下「匯出所選聯絡活動」時會隨即開啟 Windows Media Player，則
必須先設定 Windows Media Player，再匯出錄音。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Windows Media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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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WindowsMedia Player

此工作可用以設定 Windows Media Player，讓您播放匯出的錄音。

1. 在 Windows Media Play 中，選擇「工具」>「選項」。

若不要自動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工具列中顯示「工具」，請在工具列上

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工具」>「選項」。

「選項」對話方塊會隨即出現。

2. 選取「檔案類型」標籤，然後清除下列核取方塊。

l Windows 音訊檔案 (WAV)

l MPEG-4 視訊 (MP4)

3. 按一下「確定」儲存您的變更，並關閉對話方塊。

標記用於品質

當您標記對話用於品質時，可以選擇評估表。當您按一下「確定」時，在「原因」欄中封

存對「標記用於品質」的變更，並且對話可以由評估者用於品質評估。標記用於品質評

估之對話的保留時間與指定用於品質管理工作流程的時間相同。

標記對話用於品質

n 若要標記對話用於品質，請從「聯絡活動」表格中選取具有封存原因值的錄音，並

按一下「標記用於品質」，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評估表，然後按一下「確

定」。

「原因」值變更為「標記用於品質」。「開啟評估」按鈕在媒體播放程式中啟用，「評

估」視窗將會出現，且評估表啟用。

標記用於校準

當您標記聯絡活動用於校準時，可以選擇評估表。您按一下「確定」時，聯絡活動可由

多個具有評估權限的使用者進行評估。如需校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校準。

標記對話用於校準

n 若要標記客戶對話用於校準，請在「聯絡活動」表格選取聯絡活動，按一下「標記

用於校準」 ，從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評估表，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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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通話

您可以將對話的原因代碼從「封存」變更為「封存已標記」。當您這樣做時，「已標記」保

留時間會套用至聯絡活動。如需已標記保留時間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員使用者指

南中的「品質管理工作流程保留」和「封存工作流程保留」。

變更對話的保留時間

n 若要變更對話的保留時間，從「聯絡活動」表格中選取「原因」代碼為「封存」的聯

絡活動，然後按一下「標記通話」 。

即會更新所選對話的保留時間。

警示

發生重大事件時，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會產生警示，並將其傳

送給代理、評估者、主管及經理。

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使用下列方法提供關於警示的附加資訊。

l 「警示」 泡泡圖會顯示可用的新訊息數。

l 未確認的警示會以強調文字顯示。您可以按一下該警示以在「警示通知」對話方

塊中顯示訊息詳細資料。一次只能檢視一個訊息的詳細資料。

l 警示會在清單中保留七天。七天之後，無論您是否閱讀，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皆會自動刪除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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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之後，警示仍可能出現在警示清單中。您必須登出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並重新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警示才會從「警示」

應用程式中移除。

附註：如果您已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的多個作業階段，

則必須登出所有作業階段，然後警示才會從「警示」應用程式中移除。

下表說明「警示通知」對話方塊中的各個欄位。

欄位 說明

已傳送 傳送警示的日期。

來源 產生警示的元件。

訊息 警示的簡短說明。

詳細資訊 有關警示的其他資訊。

警示的出現時機

發生重要事件時，即會出現警示，例如：

n 聯絡活動從「未記分」、「進行中」或「已記分」狀態移至「需要核准」狀態。警示會對

根據現有的範圍規則可存取聯絡活動、且需要核准評估的所有評估者、主管及經

理發出。

n 聯絡活動從「未記分」、「進行中」或「需要核准」狀態移至「已記分」狀態。警示會對

與聯絡活動相關的代理，以及根據現有的範圍規則可存取聯絡活動的主管及經

理發出。

n 請求的錄音已匯出並可供下載。

n 如果評估者完成評估，且代理沒有經理或主管，則評估者將收到警示。

n 警示產生時未登入的使用者在登入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時會收到

警示。

另請注意下列事項：

n 觸發警示的使用者不會收到警示。

n 向評估表新增註解時，不會觸發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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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警示

刪除此文字並取代為您自己的內容。

n 若要檢視某個警示，請在工具列中按一下「警示」 ，然後在清單中按一下該警

示以顯示詳細資訊。完成後，按一下「關閉」以關閉「警示通知」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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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嘗試播放錄音或檢視 「錄音」應用程式的「聯絡活動」表格中某個聯絡活動的文字

時，會顯示媒體播放程式。

如果該聯絡活動位於另一台機器中，媒體播放程式會開始下載錄音 (隨選下載) ，在下

載的位元組數足以讓音訊播放開始時便會播放錄音，而且播放控制按鈕可用。

下表描述媒體播放程式中的元件。

名稱 定義

能量列 視覺呈現錄音的語音能量。如果聯絡活動為電子郵件或螢幕錄

影，則媒體播放程式會在能量列上顯示相應的文字。

清除程式時間 清除程式的位置時間戳記。格式為 HH:MM:SS。

僅螢幕錄影 如果是在通話結束之前或之後錄製代理的螢幕活動，則在該部

分的客戶對話期間，能量列將為空白。

清除程式 清除程式識別哪部分的錄音為作用中。

聯絡活動錄音

(畫面和語音)
客戶對話的實際錄音。螢幕錄影在另一個視窗中顯示。

錄音持續時間 以 HH:MM:SS 表示錄音的總時間，包括通話結束之前和之後

錄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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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控制項

媒體播放程式為音訊及畫面錄製提供播放控制項。使用播放控制項可播放、暫停、及

停止錄製的聯絡活動。媒體播放程式還包含錄音進度列 (滑桿) ，可用來向前或向後快

轉錄音。

下表描述作用中播放控制項。

圖示 名稱 說明

上一頁 返回上一段錄音。如果僅有一個區段與錄音相關聯，

則此按鈕將停用。若錄音不只一段，完成播放最後一

段並按一下此按鈕後，「媒體播放器」會從第一段錄音

開始播放。

播放 開始播放錄音 (相對於「暫停」) 。如果您有 AQM 授

權，則按一下「播放」時，即會開始從「畫面服務」伺服

器輸送錄音的視訊部分。

附註：只有擁有 AQM 授權才會提供視訊。

暫停 暫停播放錄音 (相對於「播放」) 。

下一頁 移至下一段錄音。如果僅有一個區段與錄音相關聯，

則此按鈕將停用。若錄音不只一段，完成播放第一段

並按一下此按鈕後，「媒體播放器」會從最後一段錄音

開始播放。

標記用於品質 標記所選的客戶對話或非通話聯絡活動進行品質評

估，並顯示「評估表」視窗。此按鈕在所選錄音具有封

存的原因值且錄音已經上傳時啟用。

視窗最上層顯

示

將「螢幕」視窗和「評估表」視窗置於畫面最上層。

像素比 選取時，「螢幕」視窗會將錄音調整至其實際大小。清

除時，整個畫面在「螢幕」視窗中可見。

播放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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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放大 按一下會增加「媒體播放器」中能量列的大小。

放大和縮小是切換按鈕。

縮小 按一下會減小「媒體播放器」中能量列的大小。

靜音 將音訊錄音靜音。

靜音和取消靜音是切換按鈕。

取消靜音 還原音訊錄音的聲音。

NA 保持視窗聚焦 將「螢幕」視窗和「評估表」視窗置於畫面最上層。

關閉 結束媒體播放程式。

NA 位置 以 HH:MM:SS 格式指出此錄音的目前播放位置。

NA 進度列 顯示錄音的完成百分比。拖曳進度列的清除程式可在

錄音中前後移動。

錄音播放時，能量列中的紅色進度線與進度列中的清

除程式並排顯示。這可讓您查看進度列與能量列中的

資料的匹配程度。

下表描述可能不會顯示在媒體播放程式上的播放標記。

圖示 名稱 說明

註

解

識別能量列中與指定分鐘及秒鐘位置的客戶對話相關聯的註

解。按一下後，「評估註解」對話方塊會顯示與客戶對話相關聯

的所有註解。

此圖示僅在客戶對話中指定位置存在註解時才會出現。如需評

估註解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評估註解。

保

留

識別與客戶對話相關聯的保留事件。

暫

停

識別與客戶對話相關聯的暫停事件。

播放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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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靜

默

識別與客戶對話相關聯的靜默事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偵

測靜默與談話事件。

談

話

識別與客戶對話相關聯的談話事件。談話圖示出現於談話事件

的開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偵測靜默與談話事件。

偵測靜默與談話事件

Call Recording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可以分析錄製的通話是否存在靜默與談

話事件。找到後，關於事件的資訊與通話錄音儲存為中繼資料，在您播放錄音時，能量

列中會顯示一個標記。您可以使用此中繼資料搜尋通話錄音中的靜默或談話事件。

錄音的通話包含兩個音訊資料流，分別代表通話的兩端。在能量列中，媒體播放程式

以藍色顯示傳入的資料流，以紅色顯示傳出的資料流。

在正常的對話中，您會看到傳出通話與傳入通話之間的能量交替。當傳入通話及傳出

通話同時處於能量尖峰時，即發生談話事件。發生談話事件時，媒體播放程式會在能

量列上顯示「談話」圖示 。當雙方皆靜默時 (靜默事件) ，能量列中的直線是平的。發

生靜默事件時，媒體播放程式會在能量列上顯示「靜默」圖示 。

通常，每個資料流包含單方 (代理或客戶) 的語音。一個資料流偶爾也會包含多方語

音。例如，電話會議包含代理資料流 (從中可聽到代理的語音) 以及第二資料流 (從中

可聽到電話會議中所有其他方的語音) 。

通話資料流可能包含非語音的噪聲 (例如風聲、按鍵音、背景對話或狗吠)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在搜尋通話中的靜默和談話事件時，除了語音

之外，還會處理這些噪聲。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使用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VAD) 模
組確定分析的音訊是否分類為靜默或語音。VAD 分析不同的音訊資料區塊，並衍生該

區塊的平均量級或音量。這些區塊稱為訊框。訊框大小以毫秒音訊量度。VAD 在處理

檔案中的所有音訊時使用相同的訊框大小。

VAD 會讀取訊框並根據 VAD 決策臨界值確定該訊框是否表示靜默或語音。如果訊框

的平均值低於 VAD 決策臨界值，該訊框會標記為相互靜默。VAD 會處理每個資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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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個訊框，然後比較來自資料流 1 和資料流 2 的訊框。VAD 會將音訊類型指派給每

對訊框。音訊類型如下所示。

n 相互靜默 (MS) - 兩個訊框皆靜默。

n 正常 (N) - 一個訊框包含語音，另一個訊框為靜默。這表示正常的對話。

n 談話 (TO) - 兩個訊框皆包含語音。

VAD 使用啟發式算法。這是一種自適應算法，可以根據音訊資料的品質而動態變更。

在嘈雜的環境中，VAD 決策臨界值將會增大，以便只將最大的噪聲表示為語音。否

則，整個電話對話將標記為持續的語音，即使有汽車引擎噪聲或其他非語音背景噪

聲。

在人們講話聲音不大的安靜環境中，VAD 決策臨界值將會減小，以正確識別低音量的

語音。這樣整個通話將標記為正常語音而非靜默。

這種適應性可讓 VAD 在確定已錄音通話中的語音或靜默時更準確，但不一定 100%
準確。在 VAD 需要適應背景噪聲級別變化的前幾秒鐘，在沒有人講話時音訊可能會

標記為正常語音，在有人講話時可能會標記為相互靜默。由於語音及靜默取決於平均

聲音量級，因此始終會有正常語音或相互靜默被錯誤指派至音訊框的情況。基本上，

VAD 無法確認人聲與汽車引擎聲音之間的差異。VAD 設計為分析電話通話，其中您

預計會聽到兩個或更多的人互相講話。

您可以在管理員介面的「通話事件管理」視窗中設定談話及靜默事件的臨界值。當最小

持續時間等於或大於臨界值時，會儲存事件。事件相關資訊包括類型 (靜默或談話) 、
事件持續時間 (毫秒) ，以及事件開始時間與音訊開始時間的偏移。

可能識別不出談話或靜默事件。例如，即使兩個人在通話中同時清晰地互相講話，也

可能遺漏談話事件。如果其中一個講話者在談話事件期間停下來思考或呼吸至少四分

之一秒，VAD 可能會將訊框標記為靜默例項。從講話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在持續講

話，因此 VAD 應正確指示談話事件。而從 VAD 的角度來看，在對話中有一段時間靜

默，因此不能將其視為談話事件。

在相互靜默期間，諸如擊鍵或咳嗽等突然的噪聲可能很大，足以導致訊框被識別為通

話 (即使沒有人在講話) 。狀態的這些暫時移轉將會導致通話錄音中不會指示及儲存

預期的 VAD 事件。這並非軟體錯誤。

建立錄音的超連結

您可以建立錄音的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並將其作為超級連結透過聊

天訊息或電子郵件傳送給其他人。當接收者按一下連結時，接收者的網頁瀏覽器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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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媒體播放程式，透過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登入頁面擱置驗證，然後播

放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的錄音。

基本 URL 格式如下所示：

https://<base server>/cwfo/apps/Recordings.html?loadContact=<id> 或

http://<base server>/cwfo/apps/Recordings.html?loadContact=<id>

其中，<base server> 為主控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容器之伺服器的主機名

稱或 IP 位址，<id> 為錄音的聯絡活動 ID。

進階 URL 格式如下所示：

http://<base
server>/cwfo/apps/Recordings.html?userLang=en&userCountry=&urlSearch=true
&<search param1>=<search value1>&<search param2>=<search value2>

其中，<search paramX> 為要包含在搜尋中的參數，<search valueX> 為該參數的

值。您可以指定多個參數。

範例：

http://10.192.247.188/cwfo/apps/Recordings.html?userLang=en&userCountr
y=&urlSearch=true&group=13&beginTime=2010-09-13&endTime=2013-09-14

附註：進階搜尋 URL 必須包含 userLang 和 userCountry 欄位。

參數 範例

id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id=29340

其中，ID 為聯絡活動 ID 號碼。

reason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reason=recorded

rang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range=

group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group=<group ID>

其中，<group ID> 為群組 ID 號碼

88



媒體播放程式

參數 範例

team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eam=<team ID>

其中，<team ID> 為小組 ID 號碼

firstNam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firstName=<first name>

其中，<first name> 為代理的名字。

lastNam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lastName=<last name>

其中，<last name> 為代理的姓氏。

number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number=<phone
number>

其中，<phone number> 為電話號碼

beginTim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 beginTime=<YYYY-MM-
DD>

其中，<YYYY-MM-DD> 是YYYY-MM-DD 格式的日期。

endTim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 endTime=<YYYY-MM-
DD>

其中，<YYYY-MM-DD> 是YYYY-MM-DD 格式的日期。

timeOfDayRa-
ng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imeOfDayRange=

evalStat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evalState=<eval state>

其中，<eval state>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n 已記分

n 未記分

n 進行中

n 需要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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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範例

tagged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agged=<tag>

其中，<tag>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n true

n false

hr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hr=<hr>

其中，<tag>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n true

n false

training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raining=<training>

其中，<tag>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n true

n false

scor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score=<number>

其中，<number> 是評估的實際分數。

metadata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metadata=<metadata>

其中，<metadata> 是中繼資料欄位的名稱。

contactTyp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contactType=

recordingTyp-
e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recordingType=

silenceEvents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silenceEvents=<number
>~<value>

其中，<number> 是 0-100 的數字，<value>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

n 等於

n 大於

n 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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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範例

talkOverEvent-
s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alkOverEvents=<numbe
r>~<value>

其中，<number> 是 0-100 的數字，<value>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

n 等於

n 大於

n 小於

silenceDurati-
on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silenceDuration=<numb
er>~<value>

其中，<number> 是 0-100 的數字，<value>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

n 等於

n 大於

n 小於

talkOverDurat-
ion

…/Recordings.html?urlSearch=true&talkOverDuration=numb
er>~<value>

其中，<number> 是 0-100 的數字，<value> 是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

n 等於

n 大於

n 小於

代理錄音場景

代理錄音透過 PBX 或 ACD 路由通話。通話控制訊號告知 Cisco Quality
Management 何時開始錄音，以及向哪個代理指派音訊。代理錄音包括下列錄製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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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桌面錄音

n 網路錄音

n 伺服器錄音 (SPAN)

本節中的代理錄音場景涵蓋以下主題：

n 秘密轉接

n 智慧轉接

n 受監控的會議

n 保留並與第二條線路通話

每個場景顯示動作如何出現在媒體播放程式的能量列上。

秘密轉接

秘密轉接是通話路由至第三方時，原始通話結束，且不會進行檢查來確定已轉接通話

是否已接聽或第三方電話號碼是否忙碌。

範例：代理轉接通話時，第一個代理的錄音會停止。當第二個代理接聽轉接的通

話時，錄音會繼續。如果第二個代理未接聽通話，則第一個代理轉接通話時，錄

音會結束。

受監督的轉接

受監督的轉接是指通話路由至第三方。代理可以選擇在第三方接聽前掛斷，或保持在

線上與第三方通話，然後再實際轉接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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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第一個代理將通話轉接給第二個代理時，來電方會被保留。受監督的轉接

期間，兩個代理之間的談話會被錄音。當代理掛斷且第二個代理與來電方之間

的通話開始錄音時，第一個代理的錄音會停止。

受監督的會議

受監督的會議是指代理加入第三方至通話。代理可以選擇不與第三方交談，而將其加

入通話；或先與第三方交談，然後再完成電話會議安排。

範例：第一個代理起始與第二個代理的電話會議時，來電方會被保留。來電方被

保留時，兩個代理之間的談話將會被錄音。來電方加入會議時，通話會繼續被錄

音。當代理掛斷且第二個代理與來電方之間的通話繼續錄音時，第一個代理的

錄音會停止。

保留並與第二條線路通話

保留並與第二條線路通話是指代理將來電者置於保留狀態，同時與第二條線路上的第

三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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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QM8 使用者將來電者置於保留狀態。聯絡活動 ID 為 1344 的保留在能量

列中呈現為一條平線。保留中時，QM8 使用者會接聽第二條線路，並透過

2471827118 呼叫 QM1 使用者。第二條線路上的通話不會出現在聯絡活動 ID 為

1344 的相關聯聯絡活動中，因為它為單獨的通話。

聯絡活動資訊

「聯絡活動資訊」會顯示與聯絡活動相關聯的資訊。

對於通話錄音，「聯絡活動資訊」標籤會顯示代理的名稱、群組名稱、小組名稱、代理的

系統 ID 以及錄音的聯絡活動資訊 (中繼資料) 。「聯絡活動資訊」標籤還允許您編輯與

錄音相關聯的中繼資料。如果中繼資料已加密，中繼資料欄位會停用。

「聯絡活動資訊」標籤顯示「設定欄位」視窗中列出的所有欄位 (已選取及已清除) 。

欄位 定義

組織

代理 此欄位的內容由聯絡活動的類型決定。對於通話錄音，此欄位

顯示代理的系統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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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姓氏 代理的姓氏。

此欄位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名字 代理的名字。

此欄位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群組 群組的名稱。

小組 小組的名稱。

評估

得分率 指定給聯絡活動的評估得分或校準得分。

評估者姓名 評估者或校準者的姓名。

評估日期 評估或校準客戶對話的日期。

評估表 用於對客戶對話評分的評估表或校準表之名稱。

日期 - 此標籤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日期 聯絡活動的日期。

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聯絡活動的通話開始時間。

附註：如果您的站台使用 Cisco MediaSense 錄音，則聯

絡時間由 MediaSense 錄音伺服器產生，而不是由錄音

伺服器產生。

對於音訊錄音，時間戳記是以代理的時區為基礎。對於非通話

聯絡活動，時間戳記是以建立非通話聯絡活動的使用者的瀏覽

器時區為基礎。

時區 聯絡活動建立時的時區。

聯絡活動 - 此標籤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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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ID 聯絡活動的 ID。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

或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受話號碼 受話方電話的直接撥入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
碼。受話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線路 代理用於接聽通話的內線。

此欄位僅適用於通話。

原因 依據錄音規則 (封存、第一、最後、最長、最短、隨機、記錄、已

標記、績效及新員工) 對聯絡活動進行錄音的原因。

HR 聯絡活動已被標記為 HR 聯絡活動。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是

n 否

培訓 聯絡活動已被標記為培訓聯絡活動。「培訓」欄位的有效值包

括：

n 是

n 否

狀態 聯絡活動的目前評估狀態。「狀態」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已記分 - 評估者已要求，並已完成記分及核准 (如需核准)
的聯絡活動。

n 未記分 - 評估者尚未要求且尚未記分的聯絡活動。

n 進行中 - 評估者已要求，但尚未完成記分的聯絡活動。

n 需要核准 - 評估者已要求，並已完成記分，正在等待核准

的聯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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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聯絡活動類型 聯絡活動的類型。此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通話 - 具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n 僅畫面 - 沒有通話錄音的螢幕錄影聯絡活動

n 非通話 - 沒有通話錄音的聯絡活動

錄音類型 與此裝置相關的錄音類型。「錄音類型」欄位的有效值包括：

n 伺服器 - 聯絡活動使用「伺服器錄音」(SPAN) 錄音。

n 網路 - 聯絡活動使用使「網路錄音」錄音。

n 多重註冊 - 聯絡活動使用「多重註冊」方法錄音。此方法可

讓您以程式新增參與者至現有通話。

n 單步會議 - 聯絡活動使用「單步會議」方法錄音。此方法可

讓您選擇在一個具有軟體電話功能的內線上最多註冊三

部裝置。

n 不明 - 聯絡活動在 8.7 版本之前錄音 (非通話聯絡活動類

型) ，或者錄音類型無法確定。

n 無 - 沒有與此非通話聯絡活動相關聯的錄音

n 端點 - 聯絡活動使用桌面錄音 (端點) 錄音。

n MediaSense 錄音 - 聯絡活動使用 MediaSense 錄音記

錄。

分析 - 此標籤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靜默總持續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靜默總持續時間。

最長靜默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長靜默事件之持續時間。

最短靜默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短靜默事件之持續時間。

談話總持續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談話總持續時間。

最長談話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長談話事件之持續時間。

最短談話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最短談話事件之持續時間。

97



媒體播放程式

欄位 定義

談話事件 偵測到的談話事件之數目。

靜默事件 偵測到的靜默事件之數目。

在「分析」下的「聯絡活動資訊」標籤中，「靜態事件」顯示偵測到

的靜默事件數目，以及表示通話期間發生靜默事件之時間的時

間戳記 (按從最早到最晚的順序) 。

% 靜默 通話處於靜默狀態的時間比例。

% 談話 通話處於談話狀態的時間比例。

平均靜默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靜默事件之平均持續時間。

平均談話時間 以 HH:MM:SS 表示的平均談話時間。

自訂中繼資料 - 此標籤與通話錄音相關聯

<中繼資料欄位> 表格中可能出現代表自訂中繼資料欄位名稱及值的一或多欄。

您可以編輯這些欄的儲存格。中繼資料欄位的最大字元長度如

下所示：

n 資料=2056 - 最包括文字、數字和超連結。

附註：一旦儲存超連結，您可以按一下該超連結，連

結將在個別網頁瀏覽器中開啟。

n 日期 - 最大長度取決於標準日期格式。

關於中繼資料

中繼資料欄位包含使用者定義的與聯絡活動相關的資訊。

通話中繼資料無法用於 WAV 或 MP4 檔，因為 WAV 和 MP4 檔案格式不支援標

籤。

自訂中繼資料

自訂中繼資料可實現更好、更快的搜尋功能。自訂中繼資料可讓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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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將從來電者收集的任何資料 (例如帳戶號碼或通話類型) 傳送到通話錄音中繼資

料

n 節省搜尋通話封存的管理時間

n 評估對業務重要的通話

修改聯絡資訊

使用此工作可用以修改客戶對話的聯絡活動資訊 (中繼資料) 。

從媒體播放程式，按一下「聯絡活動資訊」標籤，按一下「自訂中繼資料」，在中繼資料

欄位中鍵入您的變更，然後按一下「套用」。

n 從媒體播放程式，按一下「聯絡活動資訊」標籤，按一下「自訂中繼資料」，在中繼

資料欄位中鍵入您的變更，然後按一下「套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會儲存您的變更並在「自訂中繼資

料」欄位中顯示。

相關聯的聯絡活動

按一下「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標籤時，您可以顯示通話的所有區段 (自通話進入聯絡中

心開始到其終止為止) 。

您只能播放您範圍內的聯絡活動區段。按一下您範圍內的通話區段時，「相關聯的聯絡

活動」會強調顯示紅色的通話區段，並將通話區段載入媒體播放程式。

下列範例說明已分段的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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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戶撥入，並路由至代理 A。

2. 代理 A 將客戶轉接至代理 B。

3. 代理 B 與主管 A 進行電話會議。

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清單會依時間順序顯示在「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標籤中。您可能無法

播放「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標籤中所列的部分聯絡活動。這可能由多種原因造成：這些

聯絡活動不屬於您的小組代理所有、已被刪除、不符合工作流程條件，或低於長度下

限。播放此類型的聯絡活動時，與聯絡活動關聯的能量列為空，且錄音無法使用。您無

法聽取通話的這些區段，但可以檢視，讓您追蹤通話在聯絡中心的移動方向。當您使

用通話控制按鈕在聯絡活動清單中移動時，會自動跳過無法聽取的聯絡活動。

包合式及交錯式通話錄音

當代理或知識工作者同時處理兩個通話，並將其中一個設為保留，於兩個通話間進行

切換時，其結果可能是一則錄音，也可能是兩則錄音，視通話為包合式或交錯式而定。

在下圖中，錄音 1 是為通話 1 而建立。其也包含來自通話 2 的完整音訊。通話 2 包含

在通話 1 中。

在下圖中，錄音 1 是為通話 1 而建立。其也會包含兩個通話都作用中時來自通話 2 的
部分音訊。由於錄音 2 是在通話 1 結束時針對通話 2 所建立，因此，錄音 2 只包含通

話 1 結束後的通話 2 音訊部分。通話 1 與通話 2 交錯。針對通話 2 報告的持續時間是

從通話 2 開始的時間到通話 2 結束的時間。但錄音 2 真正的持續時間，應從通話 1 結
束到通話 2 結束。

您可以使用「媒體播放器」窗格的「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標籤，播放通話的所有區段 (自
通話進入聯絡中心開始到其終止為止) 。按一下「相關聯的聯絡活動」可讓您檢視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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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相關聯的所有通話區段。如需相關聯聯絡活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播放通話的所有

區段」。

相關聯的聯絡活動及 Cisco MediaSense錄音

如果您的站台使用 MediaSense 錄音，請注意，MediaSense 錄音的操作方式與其他

錄音類型有所不同。在通話保留時，MediaSense 錄音會停止，且原始檔案關閉。在通

話從保留中恢復時，將會建立一組新的原始檔案。從您的角度來看，這表示單一通話

可能導致多個通話作業階段或區段。「相關聯的聯絡活動」將每個作業階段顯示為為獨

特的通話。邏輯相關的多個作業階段 (包含同一個作業階段 ID) 將連結為「相關聯的通

話」。在播放 MediaSense 錄音的通話時，必須播放每個相關聯的通話以從您的角度

聽取整個通話。

一般通話

一般通話是指客戶對代理講話。

一般通話不會被保留、轉接或加入會議，且作業階段 ID 保持不變。這適用於所有錄音

類型，包括 Cisco MediaSense。

通話及保留時間

通話及保留時間是代理在通話期間將客戶處於保留狀態，然後再繼續與客戶通話的情

況。

Cisco MediaSense 將此通話的每個部分與保留時間分開處理，因而建立兩個單獨的

作業階段。在此情景中，會建立兩個聯絡活動及 2 個 SPX 檔案。這不同於下列其他錄

音類型：擷取方法導致單一聯絡活動以及單一 SPX 檔案，而將保留時間表示為錄音中

間的靜默時間。Cisco MediaSense 錄音不含代表保留時間的靜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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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合式通話

包合式通話是指代理在通話期間將客戶保留以諮詢其他代理。在完成諮詢通話後，代

理會繼續與客戶對話。

在此情景中，Cisco MediaSense 建立了三個聯絡活動檔案及三個 SPX 檔案 (一個作

業階段 ID) 。此外，這不同於下列錄音類型：擷取方法導致單一聯絡活動及單一 SPX
檔案，在客戶音訊與代理音訊之間包含來自諮詢 (或包含式) 通話的音訊。Cisco
MediaSense 錄音不含代表保留時間的靜默期。

請注意，對於每個 MediaSense 通話流，皆有一個與單一聯絡活動及 SPX 檔案對應

的作業階段 ID。另請注意，「xRecCi」在保留間保持不變。這在確定相關聯的聯絡活動

時很重要。請參閱相關聯的聯絡活動及 Cisco MediaSense 錄音。

如需更多通話流範例，請參閱 Cisco MediaSense 通話流範例。

螢幕錄影

「錄音」應用程式支援透過 MediaSense 錄音進行螢幕錄影。螢幕錄影的方式類似於音

訊錄音，單一通話可具有多個與作業階段 ID 對應的螢幕錄影檔案。如果管理員有啟

用擴展螢幕錄影 (對於品質管理工作流程) ，則每個作業階段的螢幕錄影要長於音訊

錄音。

附註：若 MediaSense 訂閱服務失敗，螢幕錄影會停止且該螢幕錄影將予刪除。

但通話的音訊部分會繼續錄音。

Cisco MediaSense通話流範例

下圖顯示 Cisco MediaSense 的通話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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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後調查

「通話後調查」顯示聯絡活動結束後客戶完成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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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通話後調查僅在系統設定匯入通話後調查時顯示。

調查畫面顯示調查文字。如有必要，請使用以下其中一個選項檢視完整文字：

n 按一下並拖曳捲動列，易向上或向下移動文字

n 按一下並拖曳「展開」 圖示，以顯示完整文字

螢幕

媒體播放程式既可以播放語音，也可以播放螢幕錄影。如果這是品質管理錄音，且螢

幕錄影與音訊錄音相關聯，則螢幕會出現在單獨的視窗中。您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調

整「螢幕」視窗大小。如果您的機器設定用於雙重監視器，您可以在一台監視器上顯示

「螢幕」視窗，在另一台監視器上顯示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

如果錄音僅有音訊，則「螢幕」視窗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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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螢幕錄影

播放螢幕錄影的螢幕大小為 1920 × 1088。如果螢幕錄影的螢幕總大小大於 1920 ×
1088，則將會縮減其大小以顯示在「螢幕」視窗中。當您調整「螢幕」視窗的大小或使用

「螢幕」視窗上的「最大化」按鈕時，螢幕錄影會相應調整大小。

單一監視器及多重監視器的錄影

「螢幕」視窗可顯示單監控及多監控設定的錄影。

當在機器上設定錄影的顯示屬性時，「顯示屬性」視窗的主要監視器下方或右側，必須

顯示額外的主機監控。由於 Windows 的限制，所有位於主要監視器上方及 (或) 左側

的監視器皆會予以切除。「螢幕」視窗將根據您在「顯示屬性」視窗中的排列方式來顯示

錄影畫面。

「螢幕」視窗還可播放多重監視器設定的錄影。

105



媒體播放程式

附註：多重監視器錄影的大小是單一監視器錄影的兩倍。

隨選下載

隨選下載功能可讓您在「聯絡活動」表格中連按兩下「聯絡活動類型」為「通話」的聯絡

活動，下載用於播放的錄音。正在下載錄音時，「訊息」對話方塊會顯示下列訊息。

正在請求音訊檔，請稍候。

下載完成時，「訊息」對話方塊將會消失。

如果您在下載錄音過程中嘗試播放，將會看到下列錯誤訊息：

隨選下載聯絡活動 <聯絡活動 ID>。請重試。

在完成上傳錄音或當日結束後嘗試播放錄音。

如果「原因」欄位出現「標記用於品質」，且畫面錄製未從代理的桌面上傳，則連按兩下

聯絡活動時，僅會出現音訊錄音。若要下載畫面錄製，請再連按兩下聯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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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錄音

n 若要播放錄音，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工作：

l 若要播放錄音，在「聯絡活動」表格中連按兩下「聯絡活動類型」為「通話」或

「僅畫面」的聯絡活動。

如果已下載的位元組數足以讓音訊及畫面播放開始，媒體播放程式會出現

並播放錄音。

附註：錄音會隨選下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隨選下載。

l 若要開始錄音，在媒體播放程式中按一下「播放」 。

l 若要在錄音中前轉或倒轉，將「位置」進度列移至所需位置。

l 若要返回錄音的上一個區段，按一下「上一個」 。

l 若要移至錄音的下一個區段，按一下「下一個」 。

l 若要暫停錄音，按一下「暫停」 。

l 若要檢視與錄音中指定位置相關聯的評估註解，按一下「評估註解」 。

l 若要編輯與錄音相關聯的中繼資料，請依次按一下「聯絡活動資訊」標籤、

「自訂中繼資料」，在中繼資料欄位輸入資訊，然後按一下「套用」。

l 若要聽取相關聯的聯絡活動，按一下「相關聯的聯絡活動」，然後連按兩下

您要聽取的相關聯的聯絡活動。

附註：您只能播放您範圍內的相關聯的聯絡活動。若相關聯的聯絡活

動在您的範圍內，游標會變為手形 ( ) 且聯絡活動區段列反白顯

示。

l 若要增大能量列，按一下「放大」 。

l 若要減小能量列，按一下「縮小」 。

l 若要標記用於評估的所選錄音並 顯示「評估表」視窗，按一下「標記用於

品質評估」

l 若要評估錄音，按一下「播放」 以開始播放錄音，然後完成「評估」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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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欄位。如果「評估」視窗未出現，按一下「評估」 。

l 若要結束媒體播放程式，按一下「關閉」。

關於評估

您可以評估客戶對話 (語音錄製和非通話聯絡活動) 。如果客戶對話為錄音，則對客戶

對話進行評估和評分時，您可以播放通話期間錄製的聯絡活動音訊和畫面。

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主控台」應用程式和「報告」應用

程式中可用的效能統計資料均以這些評估分數為基礎。

您的角色及範圍決定您能否播放與評估「錄音」應用程式中的客戶對話。

評估類型如下所示：

百分比式評分 (百分比)

評估是基於百分比進行評分。區段和問題會加權 (0-100%)，最終分數為百分

比。

範例：如果代理回答 5 個問題，正確得分為 4，且問題會平均加權，則代理的最

終分數為 80%。

點數式評分 (點數)

評估是基於積分系統進行評分。點數式評分通常用於獎勵式績效。代理會累積

點數，當它們具有足夠的點數時，可以將點數兌換為有形的獎賞 (與信用卡積

分十分相似) 。在此環境下，0 為一般分數，超過一般預期結果會給予點數。服

務不佳也可以扣減點數。評估表可讓您為問題指派正值或負值分數。

範例：如果某個代理在通話中能積極表現出理解，則值為 10 分。如果代理在通

話中未能表現出理解，則值為 -5 分。

評估表

「評估表」視窗可讓您評估聯絡活動。僅已設定為評估聯絡活動的使用者可以完成評估

表；所有其他角色只能檢閱。

108



媒體播放程式

如果不允許您評估聯絡活動，「評估」視窗中會顯示下列訊息：

您不可評估此聯絡活動。

「評估表」視窗分為下列區段。

n 評估工具列 - 可讓您將評估標記為 HR 或「培訓」聯絡活動，新增或閱讀表單或

區段註解，並將評估標記為完成，編輯已完成的評估，或標記為已核准。如果管

理員允許，您可以選擇要與客戶對話配合使用的評估表。

n 評估表 - 顯示用以評估聯絡活動的表單。僅已設定為評估使用者的使用者可以

完成評估表；所有其他角色只能檢閱。

附註：主管及/或經理亦可完成評估 (如果管理員啟用了此功能) 。

欄位 圖示 說明

評估工具列

評估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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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圖示 說明

評

估

表

不適

用

選擇在評估聯絡活動時要使用的評估表。顯示在此下拉式清單中的

評估表清單由管理員決定。

若此聯絡活動只可使用一個評估表，「評估表」欄位只會顯示指定評

估表的名稱。

如果可使用多個評估表，即可隨時切換為不同的表單，即使聯絡活動

只完成部分記分 (進行中) 亦然。如果聯絡活動已部分評分，而您切換

評估表，則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會發生下

列情況：

n 分數重設為零 (0)

n 任何表單或區段註解都將遭到刪除

附註：僅原來評估聯絡活動的評估者可以變更評估表。

n 「HR」及「培訓」核取方塊遭到清除

n 使用者變更評估表後，評估便屬於變更該表單的使用者，且評

估表會保留在「進行中」狀態

附註：當評估處於「需要核准」或「已記分」狀態時，您無法變更

評估表。若要在評估處於「需要核准」或「已記分」狀態時變更評

估表，核准者必須拒絕評估。拒絕後的評估會返回「進行中」狀

態，接著即可變更評估表並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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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圖示 說明

評

估

將評估顯示為品質評估。「評估」和「校準」是切換按鈕。這些按鈕顯示

時，您可以決定將評估儲存為僅校準或品質評估。下列規則管制切換

設定，在切換啟用時：

n 如果您尚未開始品質評估 (並且未在進行中或核准狀態) ，且尚

未開始校準的評估，切換會啟用且預設值為「校準」。

n 如果您尚未開始品質評估而已開始校準的評估，切換將設定為

「校準」。

n 如果其他評估者已開始對品質評估記分，切換將設定為「校準」

且「評估」停用。您可以檢視您的校準。如果校準不存在，可以建

立校準的評估。

n 如果您建立了品質評估，切換將設定為「評估」。然後您可以編

輯現有的評估。

校

準

將評估顯示為校準的評估。

新

增

註

解

新增關於聯絡活動的註解。

讀

取

註

解

顯示一個視窗，內含針對聯絡活動輸入的所有註解。僅當存在註解

時，才可使用此按鈕。

111



媒體播放程式

欄位 圖示 說明

選

擇

動

作

不適

用

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n 標記用於 HR - 標記用於 HR 的聯絡活動並為您要求評估。

n 標記用於培訓 - 標記用於培訓的聯絡活動並為您要求評估。

附註：「標記用於 HR」及「標記用於培訓」在聯絡活動標記

用於校準時未出現在清單中。

n 重設表單 - 重設處於「進行中」狀態的評估。選取後，「狀態」欄

位中的值從「進行中」變更為「未記分」，且評估者的姓名從「評

估者姓名」欄位移除。

若您是評估者，下列動作將會顯示。或是被管理員指定為評估特定評

估表的經理或主管，下列動作將會顯示。

n 完成 - 將評估標記為已記分。此選項在您完成評估表中的所有

問題時顯示。選取後，「狀態」欄位會變更為「需要核准」，並將警

示傳送給負責核准評估的經理或主管。若不需要核准，「狀態」

欄位會變更為「已記分」。

若您是評估者，動作將會顯示。或是被管理員指定為評估特定

評估表的經理或主管，下列動作將會顯示。

n 編輯 - 可讓您編輯已完成的評估表。請注意，此動作僅在您是

此表單的原始評估者時顯示。如果選取，評估會返回「進行中」

狀態，「完成」動作會重新顯示在下拉式清單中。

n 核准 - 核准處於「需要核准」狀態的評估。選取時，「狀態」欄位

中的值會變更為「已記分」。

僅當您是設定為核准此評估的評估者、主管或經理，且聯絡活

動處於「需要核准」狀態時，才會顯示此動作。

n 列印 - 列印評估表。僅當評估處於「已記分」狀態時，才會顯示

此選項。當您選擇此選項時，會根據您的網頁瀏覽器偏好設定，

在新標籤或網頁瀏覽器中顯示 PDF 格式的報告。

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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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圖示 說明

最

終

百

分

比

不適

用

整個評估表接收的最終百分比。

當您使用與百分比式評分相關聯的評估表時會顯示此欄位。

區

段

百

分

比

不適

用

評估表中的區段接收的百分比。

當您使用與百分比式評分相關聯的評估表時會顯示此欄位。

最

終

點

數

不適

用

整個評估表接收的點數總計。

當您使用與百點數式評分相關聯的評估表時會顯示此欄位。

區

段

點

數

不適

用

評估表中的區段接收的點數總計。

當您使用與百點數式評分相關聯的評估表時會顯示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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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圖示 說明

圖

表

不適

用

「圖表」標籤顯示累積進度表。圖表中的每個環代表評估中的區段。圖

表中的色彩與表單中的每個區段相關聯。評估表中回答為正整數 (不
包含 0 和負整數) 的每個問題的色彩會漸變。與每種漸變色關聯的值

為區段中該問題的分數。

僅在您開始對點數式評估表記分時才會顯示圖表。

資

訊

顯示工具提示，提供與評估問題相關的資訊。

瞭解百分比式評估評分

百分比式評分是基於 0 到 100 的整數範圍。

當評估者對百分比式評估表的某區段進行記分時，會顯示該區段的累加總計與百分

比。

範例：假設已完成的表單含有兩個區段：「問候語」及「評估」。「問候語」區段的最

高總分為 15 分。區段分數總計會隨評估者對區段中各問題進行記分而顯示。代

理獲得最高分數 15 分的 8 分 (或 60%) 。同樣地，「評估」區段的最高總分為 10
分，而代理獲得 8 分 (或 80%) 。整個評估表的分數 (72%) 會顯示在表單的頂

端。這些數字會隨各區段的完成而一一計算。

下圖顯示已完成的表單，含有兩個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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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區段的加權方式

範例：假設已完成的表單含有兩個區段：「問候語」及「評估」。建立評估表的管理

員確定「問候語」區段的分數佔總分數的 40%，「評估」區段的分數佔 60%。每一

個區段標籤皆會指出該區段的加權。所有區段加權的總和必須為 100。

當所有區段完成記分後，套用這些加權，以求得評估的總分數 (以百分比表示) 。

總分數計算如下：

n 區段分數 (百分比) × 區段加權 = 加權的區段分數

n 所有已加權區段分數的總和 = 總分數 (百分比)

在此範例中：

n 「問候語」區段 = 60% x 0.4 = 24%

n 「評估」區段 = 80% x 0.6 = 48%

n 24% + 48% =72% 總分數

瞭解問題的加權方式

附註：此資訊僅適用於百分比式評分

無論區段包含多少個問題，其最高分數皆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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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若區段有 3 個問題，問題 1 的權重為 50%。問題 2 及 3 的權重各為 25%。
這表示問題 1 的最高分數為 50 分，而問題 2 及 3 的最高分數各為 25 分。

如果 0–5 分制的問題權重為 50%，則為每個可能評分指定的分數如下所示：

n 20 = 10 分

n 40 = 20 分

n 60 = 30 分

n 80 = 40 分

n 100 = 50 分

如果 0–5 分制的問題權重為 25%，則為每個可能評分指定的分數如下所示：

n 20 = 5 分

n 40 = 10 分

n 60=15 分

n 80 = 20 分

n 100 = 25 分

如果是非題的權重為 50%，則為每個可能評分指定的分數如下所示：

n 否 = 0

n 是 = 50

如果是非題的權重為 25%，則為每個可能評分指定的分數如下所示：

n 否 = 0

n 是 = 25

下表顯示範例評估表中多個區段的結果。

問題 權重 類型 分數 加權分數

1 50 0–5 80 40

2 25 0–5 60 15

3 25 是/否 是 25

區段得分 80%

具有 3個問題之區段的記分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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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權重 類型 分數 加權分數

1 60 0–5 60 36

2 15 0–5 80 12

3 20 是/否 否 0

4 5 是/否 是 5

區段得分 53%

具有 4個問題之區段的記分範例

問題 權重 類型 分數 加權分數

1 60 0–5 NA -

2 15 0–5 80 12

3 20 是/否 否 0

4 5 是/否 是 5

區段得分 42.5%

以「不適用」(NA)回答其中一個問題

的計分範例

附註：答案若為 NA，即會將該問題從最高總分移除。因此，在本範例中，記分

43% 是根據獲得總分 40 分中的 17 分而來。

加權問題所使用的公式會考慮今日使用的基礎記分系統。下列範例顯示此記分系統。

是非題 否 是 不適用

分數 0 100 -

最高分數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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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制問題 0 1 2 3 4 5
不適

用

答案 0 20 40 60 80 100 -

最高分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在目前的記分系統中，是非題的每題最高分數為 100 分。0-5 分制問題的每題最高分

數為 100。NA 會予以略過。

因此，用於計算單一問題之加權分數的公式為：

(實際分數/最高分數) * 權重 = 加權分數

以下是加權問題得分的一些計算範例：

問題

類型

最高

分數
實際分數 權重 公式 加權分數

0–
5

100 60 40% (60/100) *
0.40

24%

0–
5

100 40 17% (40/100) *
0.17

6.8%

是

/
否

100 否 30% (0/100) *
0.30

0%

是

/
否

100 是 45% (100/100) *
0.45

45%

瞭解評估如何記分

在儲存評估表時，評估表計算總分、最高分及百分比 (或分數) 。這些公式基於評估表

中的區段數。

分數評估表的總分數使用下列公式計算。

Form Total Points =

+ (Section 1 weight ÷ 100) × Section 1 Total Points

+ (Section 2 weight ÷ 100) × Section 2 Total Points

+ (Section 3 weight ÷ 100) × Section 3 Tot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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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4 weight ÷ 100) × Section 4 Total Points

…

以下範例顯示計算具有四個區段的分數評估表之總分數。

+ (25 ÷ 100) × 75    = 18.75

+ (25 ÷ 100) × 33.33 = 8.3325

+ (25 ÷ 100) × 56    = 14

+ (25 ÷ 100) × 75    = 18.75

Form Total Points    = 59.83

分數評估表的最高總分是每個區段的最高分乘以總分數之和。

Form Possible Points =

+ (Section 1 weight ÷ 100) × Section 1 Possible Points

+ (Section 2 weight ÷ 100) × Section 2 Possible Points

+ (Section 3 weight ÷ 100) × Section 3 Possible Points

+ (Section 4 weight ÷ 100) × Section 4 Possible Points

…

以下範例顯示計算具有四個區段的分數評估表之最高總分。

+ (25 ÷ 100) × 100   = 25

+ (25 ÷ 100) × 66.66 = 16.6649

+ (25 ÷ 100) × 80    = 20

+ (25 ÷ 100) × 100   = 25

Form Possible Points = 86.6649

分數評估表的百分比使用下列公式計算：

Form Percentage = (Form Total Points ÷ Form Possible Points) × 100

以下範例顯示計算具有四個區段的分數評估表之百分比。

(59.83 ÷ 86.6649) × 100 = 69.04%

瞭解點數式評估評分

點數式評分是基於整數值範圍。最小整數值可以低於 0。

範例：最小值可以是 -50，最大值可以是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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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負值時，0 可以被視為適當或平均分數。當代理的表現超過一般預期結果時，會

針對傑出服務給予正值。負值會服務不佳扣減，且指出代理需要額外的訓練。

此範圍的最小值由指派給問題的所有最小值總計決定。

此範圍的最大值由指派給問題的所有最大值總計決定。

重要注意事項

完成評估表之後，請注意下列事項。

n 每道問題只可選取一個答案。

n 如果在完成評估之前離開評估表，則評估表會自動儲存，且會標記為「進行中」。

n 若評估已儲存但未完成，僅原始評估者可變更評估表。若評估者 A 因故不可執

行評估工作，而必須由評估者 B 接替，則評估者 B 可以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l 以評估者 A 的身分登入並完成評估表。

l 以評估者 A 的身分登入並從評估表「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重設表

單」。然後以評估者 B 的身分登入並完成評估表。

n 評估一經完成，將只有原評估者可以修改評估分數。若評估者 A 因故不可執行

評估工作，而必須由評估者 B 接替，則評估者 B 必須以評估者 A 的身分登入。

n 只有管理員可以建立表單。表單可以使用以下類型的答案：

l 是/否

l 0-5 分

l 混合問題 (是/否和 0-5 的範圍)

l 自訂

評估表最多可有 10 個區段，而每個評估表最多可有 100 道問題。

n 將某個問題標記為 N/A 時，該問題的權重不會用於區段記分與評估分數計算。

關鍵績效指標問題

建立評估表的管理員，可能會將某些問題的答案指定為「關鍵績效指標 (KPI)」答案。

具有一或多個 KPI 答案的問題會加以標記。

KPI 可對您聯絡中心的業務目標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指派給 KPI 答案的值會反映該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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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如果某個代理將不開心的客戶變為開心的客戶，則該代理將對您聯絡中心

的業務目標產生正面影響。如果另一個代理丟失潛在銷售，則會對您聯絡中心

的業務目標產生負面影響。

KPI 會覆寫最終評估分數。如果定義有多個 KPI 答案，則會排定 KPI 答案的優先順

序，以決定哪個 KPI 答案將用於確定最終分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與管理員使用者

指南中的「KPI 順序」。

當 KPI 答案觸發最終得分時，您必須繼續進行整個評估的計分工作。

當 KPI 出現在區段中時，則會像任何其他問題一樣，在該區段中將 KPI 問題計數，且

該區段的總值會顯示在區段分數中。

您指派給所有問題及區段的分數皆會保留供檢閱之用。

評估指導原則

在尋找客戶對話以進行評估時，請考量下列資訊。

n 目前不在小組的代理可搜尋及播放自有的已記分錄音 (及所有培訓錄音) 。與所

選客戶對話相關聯之「小組」欄的儲存格會呈現空白。

附註：如果您要錄製代理的聯絡活動，則代理必須與小組相關聯。

n 評估者可針對目前不在小組或群組中的代理，搜尋、播放及計分代理的聯絡活

動。若代理不是小組或群組成員，「小組」或「群組」欄中與所選客戶對話相關聯的

儲存格會呈現空白。

n 主管可針對其所監督之小組成員 (但小組不是群組成員) 的代理，依設定搜尋、

播放及記分代理的聯絡活動。

附註：小組必須有相關聯的群組，才可供品質管理之用。

評估代理已標記的錄音

代理標記聯絡活動以進行保留時，會錄製聯絡活動，且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的「錄音」應用程式中「聯絡活動」表格的「原因」欄會出現封存已標記或

代理已標記。已標記的錄音在獲第一位評估錄音的人員指派評估表之後，才會與評估

表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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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註解

「註解」按鈕 可顯示「評估註解」對話方塊。「評估註解」對話方塊顯示與客戶對話相關

聯的所有註解，並且強調顯示選定的註解。您可以選取註解的文字，然後使用標準的

Windows 指令，將其複製並貼入其他應用程式。

評估註解還可用於 中的「代理的已記分評估」報告中進行檢視和列印。如需相關資訊，

請參閱「應用程式使用者指南」中的「代理的已記分評估」。

註解

評估者、經理及主管可以在記分時或完成評估表記分之後，在評估表中新增註解。代

理及知識型員工只可在為評估記分之後，於聯絡活動中新增註解。

「評估表」視窗中的「閱讀」 按鈕可顯示「註解」對話方塊中隨聯絡活動儲存的註解清

單。如果您要變更管理範圍內的現有註解，請按一下「編輯」。例如：

n 代理只能編輯自己的註解

n 主管可以編輯其管理範圍內之代理所做的註解以及自己的註解。

「新增註解」 按鈕可顯示「註解」對話方塊，讓您在其中新增註解至聯絡活動。依預設，

「註解」對話方塊會自動在分鐘及秒鐘欄位中填入錄音的目前時間。按一下「儲存」時，

您的註解將出現在指定時間的能量列中。

附註：如果您輸入的時間大於通話期間，則註解出現在能量列的最後一秒通話期

間。

「註解」視窗顯示註解輸入者的名稱以及輸入的日期與時間。

附註：每個註解最多可包含 3000 個字元，評估表中所有註解的字元總數限於

65,000 個字元。如果您的註解超過 3000 個字元，請建立多個註解。

培訓標籤及 HR 標籤

評估者、主管或經理若認為已記分的聯絡活動可用作培訓範例，可從評估表的「選擇動

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標記用於培訓」，以標記聯絡活動用於培訓。依據預設，帶有

「培訓」標籤的聯絡活動將被保留 6 個月，並且可以被任何角色檢視，除非管理員另有

指定。評估者、主管或經理可移除聯絡活動的「培訓」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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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主管或經理若認為錄音因某種原因而應被人力資源審查，可從評估表的「選擇

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標記用於 HR」，以標記聯絡活動用於人力資源 (HR)。凡標

記為「HR」的聯絡活動預設會保留 6 個月。保留的時間由管理員設定。僅評估者、主管

或經理可移除聯絡活動的「HR」標籤。

當您將未記分評分的評估標記用於 HR 或「培訓」時，系統會儲存評估並為您要求此評

估。

校準

校準可協助您的聯絡中心實現最高的量度品質及效率。

如果您有評估聯絡活動的權限 (範圍內的評估者或經理) ，您可以從「錄音」工具列中

選擇「標記用於校準」來標記聯絡活動用於校準。這可讓使用者搜尋標記用於校準的聯

絡活動並評估該聯絡活動。

標記用於校準的聯絡活動可由多個具有評估權限的使用者評估。校準功能可讓每個具

有評估權限的使用者執行一次校準。已校準的評估可讓您對評估者進行評估，確保評

估者使用相同的標準評估聯絡活動。

評估者可單獨評估和校準聯絡活動。要尋找未記分的校準，在搜尋功能中選擇「我的校

準」及「未記分」過濾器。

然後您可以與其他評估者一起談話以後如何對此類通話記分。

如果聯絡活動標記用於校準評估，則校準得分不會出現在主控台或報告的小組及代理

結果中。校準得分僅會出現在「評估校準」報告中。

管理評估

n 若要評估聯絡活動，在 「聯絡活動」表格中連按兩下聯絡活動。在「評估表」視窗

中對聯絡活動記分，加入註解，並按需要新增標記。「評估表」視窗可讓您執行下

列工作：

l 透過按一下「評估」 存取品質評估或按一下「校準」 存取校準評估，來選

擇要檢視或評估的評估類型。

附註：這些選項僅在品質評估與校準評估可用時才會顯示。

l 若要新增註解至評估表，按一下「新增註解」 ，鍵入您的註解，以分鐘與秒

鐘鍵入您希望註解出現的時間，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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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必須儲存評估表後才可新增註解。

註解會儲存，且「註解」 ) 按鈕出現在媒體播放程式中。如果聯絡活動未

記分，亦會為您要求評估。

l 若要完成評估，請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完成」。

如果在您完成評估時必須核准評估，「狀態」欄位會變更為「需要核准」，且

有警示傳送至負責核准評估的經理或主管。若不需要核准，「狀態」欄位會

變更為「已記分」。

附註：如果聯絡活動已記分用於品質管理目的，則它將在您於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搜尋「所有評估」或「我的

評估」時顯示為已記分。若為了校準而對聯絡活動記分，它將在您搜

尋「我的校準」時顯示為已記分。

l 若要編輯已完成的評估，請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編輯」。

附註：此動作僅在您是此表單的原始評估者時顯示。

l 若要讀取評估表中的註解，按一下「讀取註解」 ，在完成時按一下「確

定」。

l 若要在評估表中編輯您的範圍內的註解，請按一下「讀取註解」 ，按一下

您要修改的註解旁的「編輯」，完成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l 若要標記客戶對話用於 HR，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標記用於

HR」。

錄音會標記為「培訓」或 HR。如果聯絡活動未記分，亦會為您要求評估。

l 若要標記錄音用於培訓，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標記用於培

訓」。

l 若要核准「需要核准」狀態的評估，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核

准」。

若選擇「核准」，客戶對話的「狀態」欄位會變更為「已記分」。

附註：經理僅可核准處於「需要核准」狀態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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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若要重設處於「進行中」狀態的評估，請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重設表單」。

如果您選擇「重設表單」，則客戶對話的「狀態」欄位會從「進行中」變更為

「未記分」，評估者的名稱會從「評估者姓名」欄位移除。

l 若要列印「已記分」狀態的評估表，從「選擇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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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即時監控以確保對客戶的服務品質以及代理處理客戶聯絡活動及相關應用的熟

練度。

僅經理和主管可存取即時監控。以下功能為：

n 即時畫面監控 - 啟用該圖示後，您可以觀看代理的桌面活動。即時畫面監控

支援所有錄音類型。桌面錄音服務在代理的桌面執行時，即時畫面監控會啟用，

且代理已登入到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重要：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使用即時畫面監

控功能時，您必須針對 ActiveX 控制項啟用自動提示。如果您未針對

ActiveX 控制項啟用自動提示，則即時畫面監控不會如預期運作。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啟用 ActiveX 控制項。

n 即時音訊監控 - 啟用該圖示後，您可以靜默地聆聽代理的作用中通話。代理

處於「通話」狀態時會啟用此功能。

n 私語 - 啟用該圖示後，您可以聆聽代理的作用中通話並同代理對話，而客戶聽

不到您的對話。此功能可讓您為代理提供建議。Cisco 將此類型的對話稱為「私

語訓練」。僅在代理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啟用此圖示。

附註：進行即時監控通話之前，必須先確定即時監控模式：採用即時畫面監

控還是私語。如果您從「即時畫面監控」變更為「私語」，則必須掛斷目前的

即時監控作業階段，然後啟動新的即時監控作業階段。

n 插入 - 啟用此圖示後，您可以加入代理與客戶的通話。此為強制的電話會議。

此功能可讓您直接控制客戶的情況和對話。僅在代理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啟用

此圖示。

附註：每個通話僅允許一個監控作業階段。當某個通話已受到另一個主管監控

時，任何想要監控該通話的嘗試都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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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Unified CCX，「即時監控」應用程式為每個設定的 Unified CM 叢集顯示代理。

您只能監控指派至「即時監控設定」快顯對話方塊中提供之內線所在 Unified CM 叢

集的代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即時監控設定。

重要注意事項

使用「即時監控」應用程式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n 即時音訊監控：

l 您只可對處於「對話」狀態的通話啟動即時音訊監控作業階段。對於尚無任

何通話的線路，您無法加以監控，亦無法對處於「保留」狀態的通話起始監

控作業階段。通話在受到監控之後若進入「保留」狀態，其仍會繼續受到監

控。

l 當您開始監控代理時，若「即時監控」應用程式傳回失敗訊息，則可能是下

列其中一項原因所致：

n Unified CM 無法撥話給指定的內線。

n 其他使用者已在監控該代理。

n 代理的電話不支援「網路錄音」。

n 代理的電話未啟用內建橋接器。

l 即時音訊監控針對每一通通話，而不是針對裝置或線路。換言之，您可以

對特定的通話進行監控，當通話結束時，監控作業階段隨之結束。您無法

持續地監控使用者或線路。

l 即時音訊監控通話為「啟動後即忽略」。一旦建立即時監控作業階段，「即時

監控」應用程式不會追蹤監控作業階段或對監控作業階段提供通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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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您的內線會自動接聽監控的來電。當電話掛上時，會自動將通話轉至喇

叭。

附註：使用 Cisco 電話而未使用耳機時，可能需要先拿起話筒，然後

再啟動即時音訊監控。

l 在電話上建立即時音訊監控作業階段之後，您仍可像處理一般通話般地將

通話轉接至任何位置。例如轉接至手機。

l 您若嘗試監控其他主管或經理已在監控的通話，該內線會發出忙線訊號，

且電話上會顯示您嘗試監控之代理的內線。但「網路錄音」仍可對受監控的

使用者進行錄音。

l 若要結束即時音訊監控作業階段，可以選擇結束通話，或等候受監控的通

話結束。

n 即時畫面監控： 

l 即時畫面監控不受通話狀態的影響。您可以監控代理的畫面是否在通話

中。

l 無論何種錄音類型，即時畫面監控都可運作。

l Windows XP 不支援即時畫面監控。

l 必須在您的網頁瀏覽器上啟用 ActiveX 控制項自動提示。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啟用 ActiveX 控制項。

l 如果代理鎖定其畫面，「即時畫面監控」視窗會顯示暫停訊息。當代理重新

登入其機器時，「即時畫面監控」不會自動繼續。若要在代理重新登入其機

器時繼續監控代理，請關閉目前的「即時畫面監控」視窗並重試。

l 如果代理的機器進入睡眠模式，「即時畫面監控」視窗會停止顯示活動。當

代理重新登入其機器時，「即時畫面監控」不會自動繼續。若要在代理重新

登入其機器時繼續監控代理，請關閉目前的「即時畫面監控」視窗並重試。

n 插入

l 「插入」通話在 JTAPI 事件或報告中不會顯示為「插入」，它將向其主管或經

理顯示為一般的代理電話會議。

l 如果通話序列的任何線程失敗，則整個「插入」將失敗，且電話會議將終止

並被清理。

l 「插入」功能將嘗試捨棄主管和代理之間的任何現有即時監控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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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欄位

「設定欄位」視窗可讓您選擇要出現在「即時監控」表格中的欄位。依預設，會選擇所有

欄位。

欄位 定義

組織

名字 代理的名字。

姓氏 代理的姓氏。

小組名稱 小組的名稱。

聯絡活動

狀態 通話或線路的目前活動狀態。可能的狀態包括：

n 無 - 使用者可監控的內線中沒有通話。這包括有響鈴但未

獲接聽的通話。您無法監控此使用者。

n 對話 - 使用者已接聽電話，正在通話中。「對話」狀態優先

於任何其他狀態 (也就是，如果任何通話作用中，則狀態

為「對話」。) 使用者一次只能有一個處於「對話」狀態的通

話 (此為 Unified CM 限制) 。您可以監控此使用者。

n 保留 - 使用者已接聽通話，且已經保留。您無法監控此使

用者。

如果通話處於「對話」狀態，則會填入以下欄位：線路、受話號

碼、來電號碼、方向以及持續時間。

線路 代理用於接聽通話的內線。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受話號碼 用來撥打此內線的 DID 或 DNIS 號碼。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設定欄位快顯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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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

會顯示為「不明」。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方向 通話的方向。可能的值包括：

n 撥入 - 表示來電。

n 撥出 - 表示代理所啟動的外傳通話。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通話持續時間 自接聽來電後已經過的時間長度 (以 HH:MM:SS 格式表示) 。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即時監控設定

「即時監控設定」快顯對話方塊可讓您在網路錄音環境下搜尋特定作用中使用者。當您

第一次存取「即時監控」應用程式時，「使用者」表格會顯示範圍內的所有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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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群組」及「小組」之外的所有搜尋條件欄位皆可接受經過定義的 Unicode 字元及萬

用字元 (? 及 *) 。經過定義的 Unicode 字元是指可使用鍵盤鍵入的任何字元。星號 (*)
符合一或多個字元。字串中的問號 (?) 可以替換為任意字元，但必須完全符合字串的

長度。

欄位 說明

尋找使用者

名字 根據代理的名字過濾作用中代理。您可以輸入完全符合的姓名

或使用萬用字元。星號 (*) 會比對零或多個字元，而問號 (?) 則
會比對單一字元。

姓氏 根據代理的姓氏過濾作用中代理。您可以輸入完全符合的姓名

或使用萬用字元。星號 (*) 會比對零或多個字元，而問號 (?) 則
會比對單一字元。

「即時監控設定」欄位和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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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群組 根據指定群組過濾作用中代理。「群組」下拉式清單會顯示範圍

內的所有群組。您可以選取其中一或多個群組，或選取「所有獲

指定者」群組。若選擇「所有獲指定者」，「即時監控」會根據範圍

內的所有群組過濾搜尋。若選取多個群組，請選擇下列其中一

個選項。

n 按一下 Shift + 滑鼠左鍵，以選取小組清單中的連續列

n 按一下 Ctrl + 滑鼠左鍵，以選取小組清單中的非連續列

附註：僅限經理可使用「群組」下拉式清單。

小組 根據所選小組過濾作用中代理。「小組」清單會顯示範圍內的所

有小組。您可以選取一或多個小組。若選取多個小組，請選擇下

列其中一個選項。

n 按一下 Shift + 滑鼠左鍵，以選取小組清單中的連續列

n 按一下 Ctrl + 滑鼠左鍵，以選取小組清單中的非連續列

n 選取該核取方塊可選擇所有小組

若未選取任何小組，即會假設您需要所有小組 (亦即您需要所

選群組) 。

全選 選取後，選擇清單中的所有小組。此核取方塊預設未選取。

提交 按一下此欄位可尋找符合過濾器參數的作用中使用者。

電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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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內線 用來接聽所選使用者受監控之通話的內線。在發出每個監控請

求前，您可以選擇變更內線，以不同的內線監控不同的作業階

段。

輸入電話顯示畫面右上方的號碼，此號碼可能包含區碼及首

碼。請勿在欄位中輸入連字號 (-)。

範例：5555551234

對於 Unified CCX，您只能監控指派至此欄位中提供之內線所

在 Unified CM 叢集的代理。

裝置 裝置的 MAC 位址與內線相關聯。如果內線為共用線路，則「裝

置」下拉式清單將顯示與共用線路關聯的所有裝置。

範例：內線 7003 與一部硬體電話 (MAC 位址為

SEPD4BED91529ea) 和一部軟體電話 (MAC 位址為

SEPD4BED91529EA) 相關聯。

取消 結束「即時監控設定」快顯對話方塊。

即時畫面監控

當您按一下即時畫面監控 圖示時，會顯示「即時畫面監控」視窗，然後依照提示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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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監控

按鈕 圖示 說明

連線 連接至代理的監視器。

附註：您按一下此按鈕後，才會完成連接至代理的

監視器。

中斷連線 從代理的監視器中斷連線。

放大 放大畫面，以便您可以清晰檢視代理畫面上的物件。使

用捲動列在畫面四處移動。

關閉 關閉「即時畫面監控」視窗

Widget工具列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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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即時監控

n 若要設定「即時監控」表格中的欄位：

l 在「即時監控」表格工具列中按一下「設定」，按一下標籤，選取您希望出

現在表格中的每個欄位名稱旁邊的核取方塊，對每個標籤重複此操作，然

後按一下「套用」。

「即時監控」表格會顯示您選取的欄位。

l 若要移動某個欄到另一個位置，按一下欄標題，按一下欄主體，然後將該

欄拖曳至新位置。

n 若要設定內線，按一下「即時監控」工具列中的「設定」，然後選擇下列其中一個

選項：

l 若要新增內線，在「電話設定」下的「內線」欄位中輸入內線，從「裝置」下拉

式清單中選擇一部裝置，然後按一下「提交」

l 若要刪除內線，請清除「內線」欄位，然後按一下「提交」。

n 若要搜尋作用中的使用者，請按一下「即時監控」工具列中的「設定」，並完成

「即時監控設定」視窗中「尋找使用者」下的欄位，然後按一下「提交」。

「即時監控」表格會顯示與您的搜尋相符的使用者。

n 若要接聽作用中通話，請按一下「即時音訊監控」 。

「即時監控」應用程式即會開始監控您從設定「我的內線」時所識別之線路上選取

的使用者來電。此時即可接聽通話。

附註：若電話有多條內線，且您想同時監控多位使用者，請針對電話的每

條內線重複此步驟。或使用同一條內線監控其他通話。若使用同一條內線

同時監控第二位使用者，即會保留第一通通話。

接聽作用中通話時，您可以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l 若要訓練作用中通話中的代理，請按一下「私語」 。您現在可以接聽通

話，並向代理提供建議。

l 若要加入作用中通話中的代理，請按一下「插入」 。您現在可以與客戶及

代理對話。

l 要結束即時監控作業階段，請按一下電話上的「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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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監控多通來電，請針對電話的每條內線重複此步驟。

即時監控作業階段會隨即結束。

n 若要監控代理的畫面，請按一下「畫面監控」 ，然後按一下「連接」 。監控代

理的畫面時，您可以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l 若要放大代理的畫面，請按一下「放大」 。

l 若要停止監控代理的畫面，請按一下「中斷連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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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監控

「錄音監控」應用程式可讓經理、主管及封存使用者監控其範圍內使用者之作用中通話

的語音和螢幕錄影狀態。

您可以使用「錄音監控」應用程式識別未記錄通話和畫面的時間，以及為何未記錄的原

因。當您知道通話或畫面未記錄時，可以立即加以更正。

「過濾列」欄位可讓您能夠依欄中顯示的文字過濾作用中通話。表格中的每列均與一個

代理相關聯。

設定欄位

「設定欄位」對話方塊可讓您選擇要出現在「錄音監控」表格中的欄位。依預設，會選擇

所有欄位。

下表列出顯示在「設定欄位」對話方塊中的所有欄位。如果這些欄位顯示在「錄音監控」

應用程式中，它們在狀態發生變化時會自動重新整理，但「ACD 已登入」欄位除外。

附註：不支援 Cisco MediaSense 錄音的即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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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監控

欄位 定義

組織

姓氏 代理的姓氏。

名字 代理的名字。

群組名稱 群組的名稱。

小組名稱 小組的名稱。

站台 站台的名稱。

授權 指派給使用者的授權類型。可能的值包括：

n 未獲授權

n 進階

n 基本

n 守規

n SP 進階

n SP 基本

n SP 守規

錄音

內線 代理的內線。

附註：僅當通話處於「對話」狀態時，才可填入此欄位。

錄音裝置 使用者電話的 MAC 位址。

設定欄位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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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監控

欄位 定義

錄音類型 錄音的類型。可能的值如下所示：

n 端點 - 桌面錄音

n 網路

n 伺服器

n MediaSense

n CUBE

n 不明 - 聯絡活動在 8.7 版本之前錄音 (非通話聯絡活動類

型) ，或者錄音類型無法確定

此欄位顯示在「展開搜尋」下。

畫面位址 「螢幕錄影」伺服器的 IP 位址。

語音位址 「錄音」伺服器的 IP 位址。

使用者錄音狀態

PC 已登入 QM 使用者的已登入狀態。

語音 目前錄音狀態。可能的狀態包括：

n - 錄音成功

n - 錄音不成功

n - 沒有關於錄音的資訊

螢幕 目前螢幕錄影狀態。狀態如下所示：

n - 螢幕錄影成功

n - 螢幕錄影不成功

n - 沒有關於螢幕錄影的資訊

上次成功 上次通話錄音成功的時間，以 yyyy--mm-dd hh:mm 格式表

示。

上次錯誤 上次通話錄音失敗的時間，以 yyyy--mm-dd hh:mm 格式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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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定義

上次錯誤原因 錄音失敗的原因。

定義過濾器

「定義過濾器」視窗可讓您搜尋積極錄製聯絡活動的代理。

依預設，「錄音監控」應用程式在「語音」和「畫面」欄位中僅顯示不成功的結果。按一下

「全部清除」以顯示所有結果。設定的每個人都顯示在清單中，即使他們沒有授權也不

受影響。

下表描述您可以用來過濾搜尋的欄位和按鈕。

欄位 說明

名稱 依名稱搜尋聯絡活動。

姓氏 使用者的姓氏。

如果您使用 Active Directory，「定義過濾器」會使用在 Active Directory 中
建立的名字及姓氏。如果您使用的是 QM 驗證，「定義過濾器」會使用在管

理員介面中建立的名字及姓氏。

您可以在「姓氏」和「名字」欄位中使用 *、% 及 ? 萬用字元。

範例：John* 或 John%，其中 * 或 % 萬用字元代表任意數位的數字，

或 John???，其中 ? 萬用字元代表 1 位數。

名字 使用者的名字。

組織 依組織搜尋聯絡活動。

群組

名稱

群組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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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監控

欄位 說明

小組

名稱

小組的名稱。

站台 站台的名稱。

授權 可用的授權類型。

下拉式清單僅顯示指派給您設定之使用者的授權類型，並且包括「未獲授

權」。

錄音 依錄音類型搜尋聯絡活動。

錄音

類型

依錄音類型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端點

n 網路

n 伺服器

n MediaSense

n CUBE

n 協調

n 事件

n 不明

失敗 對於錄音和/或螢幕錄影，按失敗搜尋聯絡活動。

語音 按語音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失敗 - 依失敗的錄音進行過濾。

n 成功 - 依成功的錄音進行過濾。

n 不明 - 依未知的錄音進行過濾。

螢幕 按螢幕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失敗 - 依失敗的錄音進行過濾。

n 成功 - 依成功的錄音進行過濾。

n 不明 - 依未知的錄音進行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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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登入 依登入類型搜尋聯絡活動。

PC
已登

入

依 PC 登入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是 - 依已登入的 PC 進行過濾。

n 否 - 依未登入的 PC 進行過濾。

n 不明 - 依登入狀態不明的 PC 進行過濾。

ACD
已登

入

依 ACD 登入搜尋聯絡活動。可以選擇下列選項：

n 是 - 依已登入的 ACD 進行過濾。

n 否 - 依未登入的 ACD 進行過濾。

n 不明 - 依登入狀態不明的 ACD 進行過濾。

搜尋 搜尋積極錄製聯絡活動的代理。

全部

清除

此按鈕顯示所有結果。設定的每個人都顯示在清單中，即使他們沒有授權也

不受影響。

取消 結束而不儲存變更。

管理錄音監控

n 若要設定「錄音監控」表格中的欄位，在「錄音監控」表格工具列中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標籤，選取您希望出現在表格中的每個欄位名稱旁邊的核取方塊，對每

個標籤重複此操作，然後按一下「套用」。

「錄音監控」表格會顯示您選取的欄位。

n 若要移動某個欄到另一個位置，按一下欄標題，按一下欄主體，然後將該欄拖曳

至新位置。

n 若要過濾作用中通話，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l 在「過濾列」欄位輸入文字。

l 按一下「定義過濾器」，完成相關欄位，然後按一下「搜尋」。

「錄音監控」表格會顯示與您的搜尋需求相符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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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管理

「應用管理」應用程式供系統管理員用於設定產品功能。如果使用者可以存取多個產

品，則可透過此應用程式使用產品的所有可設定功能。產品必須針對相關聯的可設定

功能執行才可用。

績效管理員

「應用管理」的此區段中的頁面可由管理員用於設定產品績效功能。

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績效管理員」可讓您設定遊戲化

功能。

長視圖導覽

所有績效管理頁面左側的導覽窗格均稱為「長視圖」。

使用長視圖有助於在頁面中上下移動。當選中時，長視圖中的導覽連結會變為藍色粗

體字，該頁面區段將跳至窗口頂部。

各導覽連結旁的勾號表明該頁面區段是否已完成。當所有連結都已標記勾號後，您即

已獲知設定該錄音的所有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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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遊戲化

「效能管理」的此區段中的頁面可讓您遊戲化。

附註：僅系統管理員可以存取「設定遊戲化」。

這些頁面包括：

n 點數

n 層級

n 效能類別

n 收集效能資料

點數

「點數」頁面可讓您針對單一指標向多個分數指派點數。

需要兩個或多個範圍 (具有與每個範圍相關聯的點數值) 。您最多可以為 10 個範圍定

義點數。

例如：

範圍開始 範圍結束 (包含) 點數

- 10 -5

10 20 -3

20 40 0

40 60 1

60 90 3

90 - 5

第一列的「範圍開始」始終為 - (表示低於「範圍結束」的任何值)。

最後一列的「範圍結束」始終為 - (表示高於「範圍開始」的任何值)。

無點數與零點數

無點數與零點數之間需要做出重要區分。

146



應用管理

零點數表示根據定義的積分系統您的得分為 0。

無點數表示代理在特定的日期沒有指標資料，因此無法評分。

管理點數

使用「點數」頁面 (效能管理 > 遊戲化 > 點數) 建立和管理點數。針對單一指標獎給一

系列分數的點數。

頁面上的欄位描述如下。

欄位 說明

點數範圍名稱 輸入點數範圍的名稱。

選取點數範圍 選取點數範圍。

開始 「範圍開始」欄為獨佔和唯讀。其值是取自上一列中的「範

圍結束」。

結束 輸入與「範圍結束」相關的整數值。

點數 輸入與「範圍開始」和「範圍結束」相關的整數值。

若要刪除點數範圍，按一下點數範圍右側的「刪除」。

層級

遊戲化層級可與用於識別代理實現層級的徽章相關聯。每個層級視具體點數值而定。

當代理達到下一層級的最低點數時，將取得新徽章。

「層級」頁面可讓您建立層級群組、將徽章與每個層級相關聯，以及定義每個層級的期

間範圍。每個層級的期間範圍 (以天數表示) 可讓您控制返回收集資料以進行評分的

範圍。

範例：您可以定義一個期間範圍，以收集過去 30 天內的資料。

您至少可以指定 3 個層級。第一個層級的範圍包含負值。第一個層級為必要項且無法

刪除。第二個層級為最小值的範圍。第二個層級的值必須大於或等於 0。第三個層級

為最大值的範圍。

如果分數小於 0，「主控台」應用程式中的「遊戲化分數」Widget 不會在進度列中顯示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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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級

使用「層級」頁面 (效能管理 > 遊戲化 > 層級) 建立並管理層級群組。

頁面上的欄位描述如下。

欄位 說明

新增層級名稱 輸入層級群組的名稱。

選取層級 選取層級群組。

輸入此層級的期間範

圍

輸入此期間範圍的天數。

層級 顯示層級號碼。此欄位不可編輯。

點數 為點數輸入整數值。

徽章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徽章。

若要刪除層級，按一下層級右側的「刪除」。

效能類別

「效能類別」頁面可讓您建立效能群組並指派指標、層級及代理至該效能群組。

管理效能類別

使用「管理效能類別」頁面 (效能管理 > 遊戲化 > 效能類別) 建立和管理遊戲化效能群

組。您可在此處指派點數指標、層級及使用者，以建立遊戲化分數。

頁面上的欄位描述如下。

欄位 說明

效能群組名稱 輸入效能類別的名稱。

選取效能指標 選取效能指標。您的選項如下所示：

n 遵循度 - 從 WFM 提取代理的遵循度資料

n 品質 - 從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的評估中提取代理的績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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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選取層級 選取層級名稱。

選取點數範圍 選取點數範圍的名稱。

過濾器 在此欄位中輸入群組、小組或代理名稱，以快速搜尋群

組、小組或代理的清單。

群組、小組或代理 選取您要指派給此效能類別的群組、小組或代理。

收集效能資料

「收集效能資料」頁面可讓您設定如何擷取遊戲化服務提取的歷史資料。這在全新安裝

「效能管理」時尤其有用，其中，會在遊戲化功能存在之前的部分時間裡收集預先存在

的資料指標。

每天會自動擷取效能資料，因此安裝日期後的一段時間一般不需要該選項。

管理效能收集器

使用「收集效能資料」頁面 (效能管理 > 遊戲化 > 收集效能資料) 擷取歷史效能資料，

以進行遊戲化計算。

頁面上的欄位描述如下。

欄位 說明

選取效能指標 您根據該指標的連線組態設定定義擷取的資訊。

日期範圍 選取日期範圍。

過濾器 在此欄位中輸入群組、小組或代理名稱，以快速搜尋群

組、小組或代理的清單。

群組、小組或代理 選取您要指派給此效能收集器的群組、小組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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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應用程式為常用 (多產品) 應用程式，包含您已登入之所有產品的報告。您可存

取的報告由您的角色決定。

報告的角色與範圍

「報告」應用程式的範圍取決於您的最高角色。如果您是主管或代理，您存取「報告」應

用程式的權限取決於主管角色。

「報告」應用程式可用於選擇報告及報告的範圍 (特定群組、特定小組或特定代理) 。報
告的範圍會以您在「報告」應用程式中所選的最低選擇為標準。

下表會根據角色顯示您可以在「報告」應用程式中使用的過濾器選擇。

報告 角色

得分所有資料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匯總圖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得分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為評估報告過濾角色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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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角色

聯絡活動總計圖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區段得分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代理走勢圖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問題得分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代理的已記分評估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品質平均圖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者績效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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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角色

聯絡活動詳細資料 代理或知識型員工

主管 + 代理

主管 + 知識型員工

經理

評估校準 經理

評估者

報告 角色

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封存使用者

經理

錄音存取 (依聯絡活動)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封存使用者

經理

使用者錄音狀態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經理

主管

系統狀態 系統管理員

電話語音管理員

稽核記錄 系統管理員

為系統報告過濾角色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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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報告

請遵循以下步驟以執行報告：

1. 在「報告」應用程式工具列中，按一下下列按鈕之一：

n 報告您要執行之產品的按鈕。如果您使用共用的登錄，每個產品將有一個

按鈕。

n 存取已設定並儲存用於重複使用之報告的「已儲存」按鈕。

2. 從結果頁面，按一下您要執行的報告，以顯示該報告的設定頁面。

3. 完成報告設定資訊。選擇要在報告中包含的條件、日期範圍、格式及欄位。

4. 如果 WFM 設定為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告，且如果您的角色可讓您執行此作

業，請設定報告的重複。您可以設定報告以指定的間隔 (指定的時間長度或無

限期) 自動執行。重複報告會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至您在「目的地」區段中輸入的

電子郵件位址。至少需要一個電子郵件位址。電子郵件位址以分號分隔，例如：

john.smith@example.com;mary.jones@example.com

附註：若要使用「重複」功能，您必須儲存報告以供未來使用。

5. 按一下「執行報告」以立即執行報告，或按一下「另存新檔」以儲存報告以供未來

使用。

執行報告的最佳實踐

請求多個大型報告時，可能會用盡記憶體。最佳實踐是只請求您想查看的報告。執行

記錄很少的報告時，需要的記憶體也很少，報告執行更快。在產生報告時請遵循下列

指導原則：

n 在執行報告之前，確定需要存取的資料以及過濾該資料的最佳方法。如果可以將

結果限制於幾百個評估/聯絡活動/事件，用於產生資料的查詢將很快，且使用的

記憶體很少 (極個別例外) 。

n 盡可能使用最小的日期範圍 - 如果您的資料庫中具有非常大量的評估，執行時

間範圍較小的報告會使用較少的記憶體。在選擇執行全年報告之前，應考量報告

可能返回的資料量。

n 對於「已記分之代理的評估」報告，盡量不要為代理請求超過 50 個評估的時間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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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請使用多個目標搜尋，而不使用一個大型搜尋。

n 使用群組、小組與代理過濾器獲取少量資料，而不是對系統中的所有群組或小組

執行報告。

n 對於執行多個小組及群組的報告，請選擇您要在報告中查看的特定群組或小組。

如果為每個小組執行一個報告，而不是為所有小組執行一個報告，報告產生的速

度將快得多，而且失敗的可能性很小。

n 在請求另一個報告之前，確認報告已完成執行。同時執行的報告數較少，使用的

記憶體亦較少。

重要注意事項

在執行報告時，請記住下列幾點：

n 在儲存報告時，會儲存該報告的設定。例如，您可以為一個群組、小組或代理儲

存報告，然後修改報告，並儲存以便用於其他群組、小組或代理。

n 某些報告可讓您選擇在報告中顯示的欄位，以及這些欄位的顯示順序。按一下

「執行報告」或「另存新檔」後，所選欄位將變成報告的預設欄位。

n 主管、經理、評估者及封存使用者可排定報告循環執行並指定何時執行報告。透

過電子郵件將報告傳送至指定的電子郵件位址。

n 排定報告的電子郵件包括在「寄件者」欄位中排定報告之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位

址。如果無法取得使用者的電子郵件位址，則電子郵件位址將為 <名字>.<姓氏

>@automated.report。其中，<名字> 和 <姓氏> 為使用者的姓名。

n 在執行預設報告時，可為群組、小組或代理執行的每個報告標題之預設值字首是

一個變數。它根據您在產生報告時選擇的選項而變更，且報告會變成群組、小組

或代理的摘要。

l 若是以經理身分登入，預設會在每份報告的標題加上字首 Group。

l 若是主管，預設會在每份報告的標題加上字首 Team。

l 若是代理，預設會在每份報告的標題加上字首 Agent。

範例：如果您是經理，您使用預設設定為「評估得分」產生報告，則報告的

標題為「群組評估得分」。如果您從「小組」清單中選擇一個小組，報告的標

題為「小組評估得分」。如果您從「代理」清單中選擇一個代理，報告的標題

為「代理評估得分」。依預設，代理僅可查看「代理評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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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報告標誌

以 HTML、PDF 和 XLS 格式輸出的報告在左上角報告標題旁帶有一個標誌。

管理員可以自訂該標誌，將預設標誌替換為新標誌。此動作可在系統組態設定

(PostInstall.exe) 公用程式中完成。

有關如何自訂報告標誌的資訊，請參閱伺服器安裝指南中的「報告標誌組態」。

報告過濾器

下表描述可用報告的過濾器。這些欄位在您選擇要執行的報告時會出現。欄位依其出

現的順序分組。

在您按一下「搜尋」時會儲存欄位中的值。

報告過濾器 說明

日期

開始日期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日期範圍 依日期範圍執行報告。可能的選項包括：

n 今天 - 目前日期

n 昨天 - 前一日

n 明天 - 下一日

n 在前一週 - 過去七天

n 在上一個月 - 過去 30 天

n 在前一年 - 過去 365 天

特定日期 依行事曆日期執行報告。您從「日期範圍」切換至「特定日期」時的

預設日期為今天的日期。

標準

報告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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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過濾器 說明

群組 使用者範圍內的所有可用群組。(您是否能夠選取一個或多個群

組，視報告類型而定。) 對於某些報告，「群組」僅用於過濾且不會

出現在報告中。

小組 使用者範圍內的所有可用小組。(您是否能夠選取一個或多個小

組，視報告類型而定。) 對於某些報告，「小組」僅用於過濾且不會

出現在報告中。

代理 使用者範圍內的所有可用代理。(您是否能夠選取一個或多個代

理，視報告類型而定。)

區域 使用者範圍內的所有可修改區域。(您可以選取多個區域。)

只有「稽核記錄」報告才會顯示此過濾器。

動作 使用者範圍內的所有可能的動作。您可以選取多個動作。

只有「稽核記錄」報告才會顯示此過濾器。

使用者 曾存取過「錄音」封存中通話的所有使用者。(您可以選取多位使

用者。)

只有「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報告才會顯示此過濾器。

全選 選取後，選擇清單中的所有代理或小組。此核取方塊預設未選

取。(能否選取所有項目視報告類型及您的角色而定。)

表單

評估 所有可用的評估表。(您是否能夠選取一份或多份報告，視報告

類型而定。)

若只提供一份評估表，則「評估表」下拉式清單中將會顯示該評估

表的名稱，以其作為預設的評估表。如有提供多份評估表，即會

以「全部」作為預設的選項。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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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過濾器 說明

層級 事件的層級。選擇下列一或多個選項。

n 全部 - 顯示相同層級的全部訊息

n 參考 - 只顯示參考用訊息。此非錯誤，而是可能有助於疑

難排解的相關資訊。

n 警告 - 只顯示警告訊息。此表示發生故障狀況，但尚未對

程式的運作造成妨礙

n 錯誤 - 只顯示錯誤訊息。程式無法繼續

只有「使用者錄音狀態」報告及「系統狀態」報告才會顯示此過濾

器。

格式

輸出 下列選項可用：

n HTML - HTML 格式的報告可以在網頁瀏覽器中進行檢

視及列印。當您選取此選項並按一下「產生報告」時，報告

會隨即顯示在瀏覽器中。HTML 為預設的選項。

n PDF - PDF 格式的報告可以在 Adobe Acrobat 6.0 (含) 以
上的版本中進行檢視及列印 。您可以從 www.adobe.com
下載免費的 Adobe Acrobat Reader。當您選取此選項並按

一下「產生報告」時，「檔案下載」對話方塊會隨即顯示。您

可以選擇開啟或儲存 PDF 檔案。

n CSV - CSV (逗點分隔的值) 格式的報告可從試算表或字處

理程式檢視及列印，以做進一步操作。請注意，因為檔案格

式的限制，CSV 報告與 HTML/PDF 報告可能略有不同。

當您選取此選項並按一下「產生報告」時，「檔案下載」對話

方塊會隨即顯示。您可以選擇開啟或儲存 CSV 檔案。

PDF 或CSV 報告的預設檔案名稱為 <報告名稱>_<目前的日期>.<
副檔名類型>，例如 report_scores_all_data_20113.18.pdf

附註：若報告無法以 PDF 或 CSV 格式開啟，請確保您的

網頁瀏覽器設定正確。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必須為「自動提示下載檔案」選擇「啟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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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過濾器 說明

欄位

可用 報告可用的欄。這些欄不會顯示在報告中。

已選取 要在報告中顯示的欄及欄的顯示順序。這些欄是您按一下「執行

報告」時報告的預設欄。

重複 - 「重複」欄位僅在 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 中的「企業設定」下已選取

「允許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報告」核取方塊時才顯示。

附註：若要使用「重複」功能，您必須儲存報告以供未來使用。

關閉 此報告將不會自動執行。「關閉」選項是預設設定。

日期： 此報告將不會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自動執行。選項包括：

n 每週 <days of week> 天 <time> 執行一次 - 其中 <days of
week> 指定報告執行時某週的一天或多天，而 <time> 則
指定報告執行時 30 分鐘間隔內的時間。日期和時間的預

設值為週日 12:00 PM。

n 每月的 <day of month> 日 <time> 執行一次 - 其中<day
of month> 指定在報告執行時當月的日期 (1 日 - 31 日及

最後一天) 。使用「最後一天」選項，以在某月的最後一天執

行報告。日期和時間的預設值為1 日 12:00 PM。

實施

開始日期 報告可以自動執行的第一天。

無結束日期 重複排定的報告無結束日期。報告將永遠執行。

在重複 <數字>
次後結束

報告在重複 <數字>次後停止執行，其中 <數字> 是報告將執行的

次數 (從 1-999) 。

結束日期 重複報告執行的最後一天。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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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過濾器 說明

地址 將接收此報告之每個人的電子郵件位址。每個電子郵件位址必須

以分號分隔。此欄位支援多達 1350 個字元或約 50-60 個電子郵

件位址。

QM報告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可用的報告類型包括：

n 評估報告

n 系統報告

附註：評估表中個別區段的得分會四捨五入 但在顯示代理、小組及群組之區段

平均值的報告中，區段得分會先相加、後平均，然後再予四捨五入。因此，報告

所顯示的平均值，會與評估表所顯示先相加、後平均的區段分數略有不同。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以兩種不同方式顯示時間，視其出現的位

置而定。

在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中，與聯絡活動有關的時間是指在代

理位置發生聯絡活動的時間 (以適合地區設定的格式表示) 。例如，代理若是在美國伊

利諾州芝加哥，則其所進行之聯絡活動的時間為中部標準時間 (CST)。

聯絡活動亦會顯示當地時區的縮寫。Unified Workforce Optimization若不知道聯絡

活動發生的時區，將會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MT) 顯示時間。

在所有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報告中，除了系統狀態和使用者

錄音狀態之外，與聯絡活動有關的時間是指在代理位置發生聯絡活動的時間 時間以

適合地區設定的格式和指定的時區顯示。

在系統狀態及使用者錄音狀態報告中，與聯絡活動相關的時間採用適合地區設定及

GMT 偏移的格式。例如，位於芝加哥的代理在下午 3:42 CST 所進行的聯絡活動，會

顯示為下午 9:42 GMT-06:00。

評估報告

下列評估報告可用於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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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得分所有資料

n 評估得分

n 區段得分

n 問題得分

n 評估者績效

n 品質平均圖

n 評估匯總圖

n 聯絡活動總計圖

n 代理走勢圖

n 代理的已記分評估

n 聯絡活動詳細資料

n 評估校準

得分所有資料

「得分所有資料」報告顯示共同評估得分。報告中的欄位會以其預設的順序由左至右列

示 (一如其在報告的顯示順序) ，並會以超連結的形式連到「報告的欄位字典」區段中

的相關定義。

「得分所有資料」範本可讓您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得分所有資料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得分所有資料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得分所有資料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此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群組

群組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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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小組的名稱。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

錄音數

錄音數。

評估數

評估數總計。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平均得分 (%)

下列其中一個項目的平均得分：表單、區段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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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的百分比。評估表的區段權重總和為 100%。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問題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評估得分

「評估得分」報告顯示每個評估的得分。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

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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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得分」範本可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評估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評估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評估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評估數

評估數總計。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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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群組的名稱。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問題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錄音數

錄音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區段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的百分比。評估表的區段權重總和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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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小組的名稱。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區段得分

「區段得分」報告會顯示指定時段內評估表各個區段的平均得分。這些平均值可能是多

次評估相同表單所得的分數。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

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區段得分」範本可用於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區段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區段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區段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平均得分 (%)

下列其中一個項目的平均得分：表單、區段及問題。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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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評估數

評估數總計。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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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數

錄音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區段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的百分比。評估表的區段權重總和為 100%。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小組

小組的名稱。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問題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問題得分

「問題得分」報告顯示每個問題的得分。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

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問題得分」範本可產生下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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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群組問題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問題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問題得分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平均得分 (%)

下列其中一個項目的平均得分：表單、區段及問題。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評估數

評估數總計。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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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錄音數

錄音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區段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的百分比。評估表的區段權重總和為 100%。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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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小組的名稱。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問題權重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評估者績效

「評估者績效」報告可提供所有評估者的產能摘要，其會顯示評估者於指定時段內所執

行的評估次數，以及評估者給予這些評估的平均分數。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

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使用者 ID

存取封存之人員的 Windows 登入 (Active Directory 系統另需要網域) 。

評估表

用於為聯絡活動評分的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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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次數總計

指定時段內使用指定之評估表執行評估的次數總計。

平均得分 (%)

下列其中一個項目的平均得分：表單、區段及問題。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品質平均圖

「品質平均圖」報告顯示品質的平均值。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

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品質平均圖」範本可讓您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品質平均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品質平均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品質平均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群組平均

評估群組中代理之所有聯絡活動所得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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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平均

所有小組之評估的平均評估分數。

代理平均

所有代理之評估的平均評估分數。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評估匯總圖

「評估匯總圖」報告會依月份顯示評估次數總計。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字母順序列出，

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評估匯總圖」範本可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評估匯總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評估匯總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評估匯總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173



報告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總計超過

評估後分數超出預期之聯絡活動數的總計。預設分數範圍為 90-100%。此範圍

可由管理員修改。

總計符合

評估後分數符合預期之聯絡活動數的總計。預設分數範圍為 75-89%。管理員可

修改此範圍。

總計低於

評估後分數低於預期之聯絡活動數的總計。預設分數範圍為 0-74%。此範圍可

由管理員修改。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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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聯絡活動總計圖

「聯絡活動總計圖」報告會顯示指定群組每個月的品質管理錄音數及評估次數總計。報

告中的欄位會以其預設的順序由左至右列示 (一如其在報告的顯示順序) ，並會以超

連結的形式連到「報告的欄位字典」區段中的相關定義。

聯絡活動總計圖範本可讓您產生下列報告。

n 群組聯絡活動總計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

n 小組聯絡活動總計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及小組

n 代理聯絡活動總計圖 - 若要檢視此報告，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QM 錄音數總計

品質管理錄音總數。

評估次數總計

指定時段內使用指定之評估表執行評估的次數總計。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群組]

群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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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代理走勢圖

「代理走勢圖」報告會顯示特定代理或知識型員工於指定時段內各項評估的平均分數，

以及該分數符合、超過或低於表單預期的指標。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

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分數

聯絡活動的評估得分。

趨勢

一段期間內的平均評估分數。

ID

聯絡活動的 ID。

聯絡活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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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

聯絡日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

聯絡時間

聯絡活動發生的時間。

聯絡時區

聯絡活動發生時所在的時區。

通話持續時間

聯絡活動的通話時間 (從接聽到掛斷之間的通話時間長度) 。

分數(%)

評估聯絡活動後所得的分數。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代理的已記分評估

「代理的已記分評估」報告會顯示特定代理或知識型員工於特定時段內之所有評估的

詳細資料，包括每個評估問題的分數、每個區段的分數、整體分數，以及新增的任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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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

的定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評估表

用於為聯絡活動評分的評估表。

聯絡活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受話號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碼若未列出或遭

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

顯示「不明」。

通話持續時間

聯絡活動的通話時間 (從接聽到掛斷之間的通話時間長度) 。

聯絡日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

聯絡時間

聯絡活動發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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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時區

聯絡活動發生時所在的時區。

評估日期

聯絡活動接受評估的日期。

評估時間

評估者評估聯絡活動的時間。

評估時區

評估聯絡活動時所在的時區。

評估者姓氏

評估者的姓氏。

評估者名字

評估者的名字。

分數(%)

評估聯絡活動後所得的分數。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權重 (%)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或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分數

聯絡活動的評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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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分數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最高分數

最高分數的加總。

KPI

關鍵績效指標。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區段總計

區段的總分。

表單註解

對於表單的註解。可以檢視評估的任何人員，均可新增註解。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註解日期

註解的輸入日期。

註解時間

註解的輸入時間。

註解時區

輸入註解所在的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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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與特定表單或區段相關的註解。可以檢視評估的任何人員，均可新增註解。

評估次數總計

指定時段內使用指定之評估表執行評估的次數總計。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聯絡活動詳細資料

「聯絡活動詳細資料」報告顯示特定代理的平均評估得分、範圍及聯絡活動總計資料。

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

義。

「聯絡活動詳細資料」範本可讓您產生代理聯絡活動詳細資料報告。若要檢視此報告，

請選擇群組、小組及代理。

附註：所有經過記分之聯絡活動的統計資料，皆不包括進行中的評估或正在等待

核准的評估。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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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日期

聯絡活動的日期。

分數(%)

評估聯絡活動後所得的分數。

超過

評估後得分超過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符合

評估後得分符合預期的聯絡活動數。

低於

評估的聯絡活動數低於預期值。

通話持續時間

聯絡活動的通話時間 (從接聽到掛斷之間的通話時間長度) 。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表單]

評估表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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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校準

「評估」報告顯示已校準的評估得分結果。其僅報告標記用於校準的已記分評估。不顯

示標準評估分數。使用此報告可對您的評估者進行評估。

報告中的欄位會以其預設的順序由左至右列示 (一如其在報告的顯示順序) ，並會以

超連結的形式連到「報告的欄位字典」區段中的相關定義。

附註：此報告的產生可能需要數分鐘。

「評估校準」範本可讓您產生「評估校準」報告。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評估表

用於為聯絡活動評分的評估表。

聯絡活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受話號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碼若未列出或遭

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

顯示「不明」。

通話持續時間

聯絡活動的通話時間 (從接聽到掛斷之間的通話時間長度) 。

聯絡日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

聯絡時間

聯絡活動發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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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者姓名

評估者或校準者的名字與姓氏。

區段

評估表內區段的名稱。

區段得分 (%)

聯絡活動的區段得分。

問題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權重 (%)

套用至評估表內之區段或問題的百分比。評估表內之區段的問題權重總和為

100%。

KPI

關鍵績效指標。

問題類型

問題的類型。可能的問題類型包括是非題及 0 至 5 的計分題。

最高分數

實際出現在評估表內的問題。

分數(%)

評估聯絡活動後所得的分數。

表單註解

對於表單的註解。可以檢視評估的任何人員，均可新增註解。

[聯絡活動]

聯絡活動的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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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系統報告

下列系統報告可用於 Call Recording and Quality Management。

n 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

n 錄音存取 (依聯絡活動)

n 使用者錄音狀態

n 系統活動

n 系統狀態

n 稽核記錄

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

「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 」報告會顯示指定期間內曾存取錄音的使用者。報告中出現的

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使用者姓氏

使用者的姓氏。

使用者名字

使用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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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ID

存取封存之人員的 Windows 登入 (Active Directory 系統另需要網域) 。

存取日期

存取聯絡活動的日期。

存取時間

存取聯絡活動的時間。

存取時區

存取聯絡活動所在的時區。

代理姓氏

代理的姓氏。

代理名字

代理的名字。

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聯絡活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聯絡日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

顯示「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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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話號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碼若未列出或遭

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使用者]

使用者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錄音存取 (依聯絡活動)

「錄音存取 (依聯絡活動) 」報告會顯示特定代理於指定期間內曾存取的封存錄音清

單。藉此您可以判斷是否曾檢閱過特定聯絡活動、受話號碼或來電號碼的大量錄音。

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

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代理姓氏

代理的姓氏。

代理名字

代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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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ID

代理的系統 ID。

存取日期

存取聯絡活動的日期。

存取時間

存取聯絡活動的時間。

存取時區

存取聯絡活動所在的時區。

使用者姓氏

使用者的姓氏。

使用者名字

使用者的名字。

使用者 ID

存取封存之人員的 Windows 登入 (Active Directory 系統另需要網域) 。

聯絡活動 ID

對話的唯一 ID。

聯絡日期

聯絡活動發生的日期。

來電號碼

來電方的來電者 ID 或自動號碼識別 (ANI)。來電號碼若未列出或遭到封鎖，會

顯示「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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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話號碼

受話方電話的 DID 或已撥號碼識別服務 (DNIS) 號碼。受話號碼若未列出或遭

到封鎖，會顯示為「不明」。

[代理]

代理的名字與姓氏，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使用者錄音狀態

「使用者錄音狀態」報告會顯示與針對錄音設定之代理相關的使用者事件及錄音事件。

您可以選擇只檢視服務所產生的「參考」、「警告」或「錯誤」，或同時檢視所有層級的訊

息。所提供的資訊可以溯及過去 7 日 (含當日在內) 。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

序列出，並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小組

小組的名稱。

姓氏

代理或評估者的姓氏。

名字

代理或評估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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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ID

存取封存之人員的 Windows 登入 (Active Directory 系統另需要網域) 。

機器

發生事件的電腦上的 MAC 位址。

IP 位址

發生事件之電腦的 IP 位址。

日期

聯絡活動的日期。

時間

聯絡活動的時間。

層級

事件的層級。可能的選項如下所示：

l 「全部」顯示所有事件層級訊息。

l 「資訊」只顯示資訊性訊息，這些訊息不是錯誤，只是可能有助於疑難排解。

l 「警告」只顯示警告訊息，表示出現了惱人的故障，但不會妨礙程式作業。

l 「錯誤」只顯示讓程式無法繼續的錯誤訊息。

種類

事件相關的應用程式。

訊息

事件訊息。

[小組]

小組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層級]

層級的名稱，以您在此報告中選取的過濾條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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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系統活動

「系統活動」報告顯示系統的執行方式且包含如下資訊：

n 系統的執行方式

n 建立的錄音數

n 上傳的錄音數

n 為何通話調解失敗

此報告可能會出現下列欄位：

系統狀態

「系統狀態」報告會顯示設定與要錄音之代理相關的系統事件及管理事件。您可以選擇

只檢視服務所產生的「參考」、「警告」或「錯誤」，或同時檢視所有層級的訊息。所提供

的資訊可以溯及過去 7 日 (含當日在內) 。報告中出現的欄位依其顯示的順序列出，並

且超連結至其在「報告的欄位字典」中的定義。

當站台上傳伺服器的可用空間不足，或上傳作業因為可用空間即將用盡而停止時，

Media Webapp 會寫入警告事件。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開始

此報告時段的開始日期。

結束

此報告時段的結束日期。

日期

聯絡活動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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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聯絡活動的時間。

機器

發生事件的電腦上的 MAC 位址。

IP 位址

發生事件之電腦的 IP 位址。

層級

事件的層級。可能的選項如下所示：

l 「全部」顯示所有事件層級訊息。

l 「資訊」只顯示資訊性訊息，這些訊息不是錯誤，只是可能有助於疑難排解。

l 「警告」只顯示警告訊息，表示出現了惱人的故障，但不會妨礙程式作業。

l 「錯誤」只顯示讓程式無法繼續的錯誤訊息。

種類

事件相關的應用程式。

訊息

事件訊息。

頁面

此報告的目前頁次與此報告的總頁數。

執行日期

產生此報告的日期。

稽核記錄

「稽核記錄」報告會顯示對 Cisco Quality Management 的管理變更。這可讓您決定何

時做出會影響績效的變更、誰做出變更以及何時套用變更。您可以使用此報告協助診

斷問題並立即更正。

下列欄位會出現在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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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資料的變更日期。

時間

資料的變更時間。

使用者

使用者的名稱。

區域

變更的位置在Quality Management 管理員。區域如下：

n 計算表

n 全域設定 — 這包括中繼資料、匯出權限、通話事件、桌面組態和錄

音可見度

n 個人組態

n 錄音伺服器組態

n 系統組態

n 不明 — 變更的位置不明。

n 工作流程組態

n 計算設定

動作

動作類型套用至資料。可能的動作如下：

n 新增

n 刪除

n 更新

說明

變更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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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式評分 108

報告圖示 28

「報告」應用程式 151

包合式通話錄音 100

保留 93

保留錄音 51

表格

已描述 29

依欄排序 30

重新調整欄大小 30, 75

排序 29

檢視大型表格 30

標記通話 80

標記用於 HR 123

標記用於校準 79

標記用於培訓 122

標記用於品質 79

播放控制項 84

播放視訊錄影 105

C

CSV 匯出 75

D

代理 23

代理的已記分評估報告 177

代理錄音場景 91

代理趨勢圖 Widget 176

得分所有資料報告 161

登出 25

登入 14

點數式評分 108

第二條線路通話 93

多重監視器的錄影 105

F

封存使用者 24

G

工具列 27

說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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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管理員 – 評估的記分方式

管理員

主控台應用程式 45

管理員 ID 23

H

HR 錄音 23

J

加密 52

建立聯絡活動 76

交錯式通話錄音 100

校準 123

解除鎖定的主控台 46

記分公式 118

稽核記錄 52

經理 23

靜默事件 64

即時監控圖示 28

「即時監控」應用程式 127

績效管理員 145

基於角色的權限 52

角色

作用中 24

K

KPI 問題 120

快取 25

快速入門 11

L

欄寬 65

聯絡活動明細報告 181

聯絡活動數總計 40

聯絡活動總計圖 175

錄音

播放 107

播放所有區段 99

關於匯出 78

錄音安全 51

錄音存取 (依聯絡活動) 報告

187

錄音存取 (依使用者) 報告 185

錄音工具列 52

「錄音監控」應用程式 139

錄音圖示 28

「錄音」應用程式 49

M

MediaSense 101

媒體播放程式 83

秘密轉接 92

目前表現最佳者 40

P

PCI 標準 52

培訓錄音 23

評估 108

評估報告 160

評估得分報告 163

評估的記分方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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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評估範圍 – 中繼資料

評估範圍 43

評估匯總圖 173

評估校準報告 183

評估平均值 39

評估者 24

評估者績效報告 171

評估指導原則 121

評估註解 122

品質得分 43

品質平均圖 172

品質管理報告 160

品質主控台 38

Q

區段得分報告 166

S

「設定」按鈕 29

時區 160

使用者錄音狀態報告 189

受監督的會議 93

受監督的轉接 92

雙重監視器的錄影 105

雙監控畫面組態 26

說明圖示 29

搜尋錄音 54, 142

搜尋指導原則 64

隨選下載 106

鎖定的主控台 46-47

T

談話事件 64

「套用」按鈕 29

W

網頁連結 44

問題得分報告 168

Widget

依角色可用 32

Widget 工具列 35

Widget 設定 35

X

相關聯的聯絡活動 99

行動裝置 32

系統報告 185

系統狀態報告 191

Y

已登入 28

螢幕 104

應用程式 11, 29

應用程式窗格 27, 29

應用管理 145

語音能量 64

Z

知識型員工 23

中繼資料

自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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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主管 – 作用中角色存取

關於 98

主管 23

主控台 31

代理、主管及排程員 46

設定 45

管理員 45

管理解除鎖定的主控台 46

管理鎖定的主控台 47

主控台圖示 28

自訂中繼資料 98

最近評估 41, 44

最近執行的評估 42

作用中角色存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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