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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旅館專用電話交 

 

 

 

記錄簿 

系統自動保留最近三個月住房和退房的記

錄，包括住客資料和電話的明細帳。 

 

支援客房和行政的兩種計價費率表 

系統提供行政和客房電話帳務的各式報

表，並可分類行政和客房的分機而計算不

同的電話資費表。 

 

電話帳務查詢簡易快捷 

不論從過去的記錄簿或現有的房間目錄均

可快速查到該房的電話明細帳。 

 

支援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 

系統同步支援三種語言，用戶可視需要轉

換語言。 

 

PMS 2000 for Windows 

是一個利用最新科技開發工具和以RDBMS

資料庫為後台的真正32-bit視窗旅館版電話

計費軟體。在安裝和操作上均十分簡易。

運用在 Windows 2003/XP/Win7 32位元 中英

文平台上。系統在接收交換機的電話資料

和HOST前台的PMS資料時， 更可同步做報

表分析、印列、拷貝檔案、重新計費、更

新各種資料庫和電話費率等工作。 

 

靈活的費率計費方式 

提供各式靈活的計費方式，包括四段減價

時間、以秒或以分計費、費率加成百分比、

其他服務費等。 

 

房間目錄 

房間目錄提供每一個房間的目前狀況，包

括房間使用情形、住客資料、晨間喚醒、

電話儲值、電話明細和累積帳等。每一個

房間可支援到四支分機的帳務。 

 

告警系統(選配功能) 

當系統發生如下事件時，例如，計費主系

統當機、資料庫發生異常，與交換機的溝

通斷線等，告警系統會透過 e-mail 方式將

狀況通知到客戶指定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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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50個房間一頁方式顯示 

 每個房間可設定至四支分機號碼 

 遷入之房間以紅色按鈕表示 

 遷出之房間以藍色按鈕表示 

 螢幕上直接顯示每個房間目前的電話消費

總金額 

 提供近三個月住房和退房的記錄，並可從

記錄簿查到該房間的電話明細帳 

 可指定是否加收服務費 

 帳單補單/補印功能 

 支援客房和行政的兩種計價費率表 

 系統運轉監看: 線上監看訊息接收、傳送、

處理之實況 

 

 

 

 查詢功能 

客房狀態(Room Status) 

喚醒(Morning Call) 

電話計費(Telephone Bill) 

 設定功能 

住房(Check-In) 

退房(Check-Out) 

換房(Change Room) 

喚醒(Morning Call) 

留言(Message) 

電話限撥(Telephone Disable) 

請勿打擾(Do Not Disturb) 

 列表功能 

住客電話費帳單 

電話費費用對帳單 

 電話費費用分析表: 可依期間、電話種類、

通話時間、中繼線、分機、特定電話號碼

等條件做各式報表的管理分析 

 

 

 飯店 

 醫院 

 宿舍 

 出租辦公室 

 

 

 

 訊息接收: 接收前台或交換機訊息後立即按

照訊息內容驅動交換機或前台之對應功能 

住房登錄(Check-In) 

退房登錄(Check-Out) 

換房(Room Change) 

房況狀態(Room Status) 

喚醒(Morning Call) 

電話限撥(Telephone Disabled) 

留言(Message) 

冰箱帳(Mini-Bar) 

請勿打擾(Do Not Disturb) 

 訊息傳送: 完成電話費計算後若屬客房撥

出，立即將該筆通話計價明細傳送至HOST 

 

 

 

 

 訊息接收: 接收HOST訊息後立即按照訊息

內容驅動付費電視之對應功能 

住房登錄(Check-In) 

退房登錄(Check-Out) 

留言(Message) 

客房帳務明細(Folio) 

 訊息傳送: 接收付費電視訊息後，立即將該

筆付費電視計價傳送至HOST入帳 

 

 

 

 訊息接收: 接收HOST訊息後立即按照訊息

內容驅動語音信箱之對應功能 

開信箱 (Check-In) 

關閉信箱(Check-Out) 

喚醒(Morning Call) 

留言燈開、關(Message) 

傳送旅客名字和語言別 

 訊息傳送: 接收語音信箱訊息後，即按照訊

息內容驅動HOST之對應功能 

房況狀態(Room Status) 

冰箱帳(Mini-Bar) 

 

HOST連線界面功能 特色 

功能 

付費電視連線界面功能 

語音信箱連線界面功能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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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住房 代表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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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重選擇客房做晨間喚醒設定或取消 請勿打擾設定或取消 

 




電話限撥 晨間喚醒的資料查詢和報表列印 



 



電話交換機、客房分機、房務狀況顯示燈、電腦系統整合示意圖 

  
  

 按鍵更改狀態 

 通話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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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印帳單  

 姓名顯示 
  

 服務員按鍵 

外線直撥

喚醒/留言 設定 

房間清潔 

資料

庫 

退房 

住房登記

客房迷你 酒吧

  
 
 

 

   
          電話交換機  
  

 客房分機    PMS 2000系統  

  

 

PMS Port & 
CDR Port 

語音信箱 
CAS 2000 
備份系統 

 

 
Host Computer 

前台系統 


本系統採用個人電腦，以單機多工方式作業。 軟體程式為多功作業，執行於Microsoft 

Windows系統下。其設備包括: 

 
PMS 主系統 

個人電腦 Pentium w/ 1G RAM 

120 GB 硬碟，光碟機 

15” SVGA以上，標準RS-232串列埠 

10/100 Autosense 網路卡 

Microsoft Windows 2003/XP/Win7 32位元中文/英

文版作業系統 

印表機一台(視需要指定) 

個人電腦用UPS不斷電系統一台(視需要指定) 

CAS 2000 備份系統(視需要指定) 

586 個人電腦一台 w/ 512MB RAM 

光碟機 

80 GB 硬碟 

15” SVGA以上 

標準RS-232串列埠 

Microsoft Windows 2000/2003/XP/Vista/Win7 32

位元中文/英文版作業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