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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申請與認證服務申請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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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企業總管申請企業總管

1. 前往SkypeBIZ企業服務網頁 http://skypebiz.pchome.com.tw/

2. 於企業總管專區, 點選「免費申請企業總管帳號」

http://ec.skype.pchome.com.tw/sem/company/company.action?method=freeCompApply

�申請時,需先輸入管理員的Skype ID，每個Skype ID只能申
請一個企業總管帳號，若選擇以未與Skype帳號整合的
Microsoft帳戶申請，請以Microsoft帳戶登入，我們會在申請
頁告知您的管理者Skype ID。
�建議在申請企業總管前，管理員及成員Skype ID可先完成企
業認證，以加快申請的流程與速度

�企業認證步驟及注意事項
http://skypebiz.pchome.com.tw/solutions/a-plan/ho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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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Skype帳號資料登錄與核對帳號資料登錄與核對

� 管理員Skype ID尚未通過

認證時，會出現本畫面，

請完成認證後再申請企業

總管帳號

� 已通過認證的用戶，不會

出現本畫面，將直接進入

下一步驟，填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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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基本資料填寫基本資料

� 請確實填寫基本資料，日

後各項帳戶相關服務，可

能需要出示公司或個人證

明文件

� 此為您未來應登入的「管

理者SkypeID」，敬請謹記

� 送出申請資料後，系統會

寄出一封認證信至您所填

寫的E-mail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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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申請成功通知與認證碼收到申請成功通知與認證碼

企業總管登入
https://ec.skype.pchome.com.tw/sem/index.ac

tion?method=login

您必須先完成企業總管的認證程序才能開始使用企業總管，認證程序如下：

1.系統寄出企業總管認證信

2.管理員至E-mail信箱收取認證信

3.複製認證信中所含的認證碼

4.登入企業總管

5.貼上認證碼，按「送出」即可完成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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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入認證碼請填入認證碼

• 為確保各項通知均能送達您的E-mail信箱，如果您再度修改基本資料的
E-mail時，您需要再次進行企業總管認證程序

• 如果您的E-mail信箱填寫錯誤或該信箱已無法收信，您可輸入其他的E-

mail信箱，並且重寄認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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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帳戶總覽進入帳戶總覽

� 成功登入時，您會看到這

個帳戶總覽的畫面

� 帳戶資訊：可查看企業帳

戶餘額及餘額通知狀態

� 成員管理與點數分配：可

管理成員狀態或直接進入

點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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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忘記密碼？

1. 請至SkypeBIZ企業服務網頁或企業總管登入網頁

2. 點選忘記密碼

3. 輸入企業總管帳號(公司統一編號)及管理員Skype 

ID，系統會自動將密碼寄至您的E-mail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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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企業成員加入企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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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成員新增成員

立即新增成員立即新增成員立即新增成員立即新增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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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成員資料輸入成員資料

•新增成功後，系統會發確認信給該成員，成員必須收信並點選同意加入企業總管，管理員才能分配點數
給該成員

•成員尚未同意加入前，管理員可以透過「未確認成員」的功能來查看或進行再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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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收到加入邀請函成員收到加入邀請函

• 請提醒您的成員，若成員使用的
是Microsoft帳戶，或已經與Skype
帳號合併的帳戶，請選擇以
「Microsoft帳戶」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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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回覆同意成員回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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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收到成員同意加入通知管理員收到成員同意加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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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認成員未確認成員

• 成員未收到確認信，管理員可點選「再通知」，系統會再次寄出確認信

• 如因 E-mail 填寫錯誤致成員無法收到確認信，可以點選修改資料，修改成員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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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群組新增群組

立即新增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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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群組名稱輸入群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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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員移入群組中將成員移入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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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帳戶加值企業帳戶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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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加值線上加值

� 請選擇你所需要加值的金額

� 你所加值的金額會出現在企業總管的帳戶總

覽，與個人的Skype帳號餘額是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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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黃色標記處」，系統會於您送出此筆訂單
後，自動寄發「報價單」至您填寫的信箱

� 您可以選擇以信用卡或 ATM 轉帳方式付款

� 50,000 元以上請以 ATM 轉帳方式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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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卡加值點數卡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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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成功通知信加值成功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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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點數分配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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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給群組內的成員分配給群組內的成員
• 點選需要分配點數的成員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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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成員及方案選擇成員及方案

• 請勾選欲分配給成員的點數金額及包月GO方案

• 可所有人分配相同點數金額，也可分配不同金額



27

分配給特定成員分配給特定成員

• 可搜尋特定成員來進行點數分配，可輸入分機、姓名或Skype ID做為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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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分配確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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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領取點數成員領取點數

• 管理員確認分配後，成員會收到一封點數儲值通知信，成
員須點選信中的連結，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即可領取點
數

• 企業總管已提供企業管理員自動儲值的功能，只要成員透
過E-mail完成本次點數領取，以後企業管理員即可透過系
統為該成員自動儲值。 (已於原廠網頁設定自動充值功能
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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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Skype帳號資料登錄與核對帳號資料登錄與核對

� 管理員 Skype ID 尚未通過認

證時，會出現本畫面，請完成

認證後再申請企業總管帳號

� 已通過認證的用戶，不會出現

本畫面，將直接進入下一步

驟，填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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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已領取點數通知信成員已領取點數通知信

•成員成功儲值後，管理員會收到以上的點數已領取通知信

•已啟用自動儲值的成員，管理員分配後會立刻收到已領取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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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領取成員未領取成員
• 成員如未收到點數領取通知信，管理員可至「未儲值成員」查詢，並將儲值連結透過 Skype 傳送訊
息給該成員。

• 此連結僅限該成員的 Skype 帳號（或Microsoft帳號）儲值，若成員轉交給他人，使用不同的Skype

帳號或密碼錯誤是無法完成儲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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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配自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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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自動分配設定自動分配

• 先搜尋要設定自動分配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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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餘額門檻及分配金額設定餘額門檻及分配金額

• 勾選設定自動分配的成員後，選擇門檻條件及分配金額

• 按下「儲存設定」，系統會顯示設定結果

※提醒您，如果成員曾至Skype原廠購買點數，並且勾選同意透過信用卡「自動充值」，則企業總

管系統將無法讓管理員為該成員設定自動分配。您可以請成員回Skype原廠網頁取消「自動充值」

功能，即可為該成員設定企業總管自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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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收到已領取通知信及每日自動分配報表管理員收到已領取通知信及每日自動分配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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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記錄顯示自動分配記錄分配記錄顯示自動分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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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及修改設定停用及修改設定

• 勾選欲停用的成員，按「停用」後即停止該成員的自動分配

• 勾選欲修改設定的成員，修改分配門檻及分配金額，按「儲存設定」後即可修

改自動分配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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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配已取消自動分配已取消

• 下列情形管理員會收到自動分配取消通知信：

– 因成員轉換公司，由另一個企業總管帳號設定該成員的自動分配

– 成員自行至原廠取消設定。

– 成員自行設定個人自動加值功能。

– 原廠通知取消自動分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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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與管理設定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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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 點選設定與管理即顯示帳戶基本資料，須按下下

方「修改資料」的按鈕才會進入修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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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基本資料修改基本資料
• 建議您設定安全登入專屬圖

片，可確保登入至正確的企業

總管網頁

• 為確保各項通知均能送達您的

E-mail信箱，如果您修改基本

資料的E-mail，將需要再次進

行企業總管認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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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帳戶餘額通知企業帳戶餘額通知
• 當您申請企業總管時，系統預設企業帳戶餘額通知為啟用。管理員可在帳戶總覽點選修改，

並在此頁面修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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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帳戶餘額通知修改帳戶餘額通知

•當管理員啟用企業帳戶餘額通知時，系統每天

檢查，當餘額低於所設定金額時，會自動發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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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員餘額通知企業成員餘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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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餘額通知修改餘額通知

•當管理員啟用成員帳戶餘額通知時，系統每天

檢查，當餘額低於所設定金額時，會自動發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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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成員資料修改成員資料

• 可修改成員所屬群組、姓名、e-mail、分機等，
Skype ID則無法修改

• 成員離職或異動時，可選擇移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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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群組名稱修改群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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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查詢記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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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記錄購買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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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記錄分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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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記錄成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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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記錄異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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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記錄登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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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常見問題(FAQ)(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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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企業總管帳號申請企業總管帳號申請企業總管帳號申請企業總管帳號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Skype企業總管服務及企業總管帳號需要付費嗎企業總管服務及企業總管帳號需要付費嗎企業總管服務及企業總管帳號需要付費嗎企業總管服務及企業總管帳號需要付費嗎？？？？

申請Skype企業總管服務及帳號完全免費。

2. 申請過程中需要提供哪些文件申請過程中需要提供哪些文件申請過程中需要提供哪些文件申請過程中需要提供哪些文件？？？？

本服務採線上申請方式，請確實填寫各項申請資料，在服務過程中有可能需要請您出示公司相關

文件，例如：營利事業登記證、申請人及負責人身份證等；如果相關文件記錄與線上資料不符

合，將無法為您提供進一步的客戶服務。

3. 我們公司沒有統一編號我們公司沒有統一編號我們公司沒有統一編號我們公司沒有統一編號，，，，可以申請嗎可以申請嗎可以申請嗎可以申請嗎？？？？

申請本服務須為中華民國經濟部登記核可之公司行號，如果貴公司並無統一編號，線上申請時請

用負責人身份證字號來代替。非設立於台灣地區的企業或公司請勿申請，PChome & Skype可隨時

停止您使用本服務的權利。

4. 一家公司只能申請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嗎一家公司只能申請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嗎一家公司只能申請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嗎一家公司只能申請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嗎？？？？

不一定，您可以指定由各部門管理員自行申請部門使用的企業總管帳號，即使公司統一編號相

同，只要在申請時輸入個別管理員的Skype ID 或 Microsoft 帳號，系統即會建立獨立的企業總管帳

號；不同部門的管理員看不到其他部門的成員，也無法分配點數給其他部門成員。

5. 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只能有一位管理者嗎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只能有一位管理者嗎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只能有一位管理者嗎一個企業總管帳號只能有一位管理者嗎？？？？

是的，目前每個Skype企業總管帳號僅能由一位管理員來分配點數給企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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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企業帳戶加值企業帳戶加值企業帳戶加值企業帳戶

1. 為什麼需要加值企業帳戶為什麼需要加值企業帳戶為什麼需要加值企業帳戶為什麼需要加值企業帳戶？？？？

在您完成申請程序後，您的企業帳戶餘額通常為零，您需要先為企業帳戶加值，才能分配Skype

點數給您的企業成員。

2. 我要如何加值我的企業帳戶我要如何加值我的企業帳戶我要如何加值我的企業帳戶我要如何加值我的企業帳戶？？？？

您可以採用線上加值的方式，如果您選擇以ATM付款，建議您搭配網路銀行的功能，不需外出即

可進行轉帳付費。另外，Skype企業總管亦提供點數卡儲值方式，您可以在SkypeBIZ網頁企業採

購專區，登入企業總管後即可加值到您的企業帳戶。

3. 加值的金額會出現在管理員的加值的金額會出現在管理員的加值的金額會出現在管理員的加值的金額會出現在管理員的Skype帳號中嗎帳號中嗎帳號中嗎帳號中嗎？？？？

企業總管帳戶的餘額與您個人的Skype帳號餘額是分開的，加值企業帳戶的金額並不會出現在您

個人的Skype帳號中，企業總管帳戶餘額僅能在登入Skype企業總管服務後查詢。

4. 我可以把任何面額的點數卡加值到企業總管的帳戶嗎我可以把任何面額的點數卡加值到企業總管的帳戶嗎我可以把任何面額的點數卡加值到企業總管的帳戶嗎我可以把任何面額的點數卡加值到企業總管的帳戶嗎？？？？

不行，除了企業總管專用點數卡外，其他於便利商店或PChome線上購物購買的Skype點數卡或

儲值密碼將無法加值到企業總管帳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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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群組群組群組、、、、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 (1)

1. 加入成員需要填入哪些資料加入成員需要填入哪些資料加入成員需要填入哪些資料加入成員需要填入哪些資料？？？？

請準備成員的姓名、e-mail、Skype ID、分機，姓名可以是中文或英文。

2. 一定要建立群組才能加入成員嗎一定要建立群組才能加入成員嗎一定要建立群組才能加入成員嗎一定要建立群組才能加入成員嗎？？？？

不用，未建立任何群組時，您所邀請的成員將放置於系統預設的「未分類」群組裡。

3. 同一位成員可以分屬於不同群組嗎同一位成員可以分屬於不同群組嗎同一位成員可以分屬於不同群組嗎同一位成員可以分屬於不同群組嗎？？？？

不行，相同的企業成員可以加入多個企業總管帳號，接受不同的企業總管帳號的點數分配；但是在同

一個企業總管帳號中，相同的成員僅能隸屬於一個群組。

4. 是否可為公司員工的是否可為公司員工的是否可為公司員工的是否可為公司員工的Skype帳號進行統一大量認證帳號進行統一大量認證帳號進行統一大量認證帳號進行統一大量認證？？？？

可以。若您希望能為節省企業用戶帳號逐一驗證的時間，請您填寫企業用戶資料登錄與核對申請

書。並請準備以下相關文件資料：

(1) 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加蓋大小章 (範例圖)
(2) 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公司員工所使用之Skype帳號列表
* 電子檔案僅接受以下格式：*.bmp, *.jpg, *.png, *.gif, *.tif, *.pdf，檔案大小不得超過2mb
提供以上資訊，並經由客服人員審核完成後，將以Email通知您審核結果
http://ec.skype.pchome.com.tw/sau/web/user_profile_biz.html



59

‧‧‧‧群組群組群組群組、、、、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成員與點數分配 (2)

5. 點數分配的金額是由管理員自行輸入嗎點數分配的金額是由管理員自行輸入嗎點數分配的金額是由管理員自行輸入嗎點數分配的金額是由管理員自行輸入嗎？？？？

為避免輸入造成的錯誤（例如：分配1000元多打一個零，變成10000元），Skype企業總管點數分配
有以下的選項：100元/200元/400元/1000元/2000元，管理員可以選擇其中一種點數金額做分配。

6. 我的公司有數十個部門我的公司有數十個部門我的公司有數十個部門我的公司有數十個部門，，，，員工有上千位員工有上千位員工有上千位員工有上千位，，，，如何找到我想要分配的成員如何找到我想要分配的成員如何找到我想要分配的成員如何找到我想要分配的成員？？？？

Skype企業總管可以依照部門建立群組，並且透過姓名、Skype ID、分機來搜尋特定成員。

7. 分配給企業成員的點數可以退回分配給企業成員的點數可以退回分配給企業成員的點數可以退回分配給企業成員的點數可以退回Skype企業總管帳戶嗎企業總管帳戶嗎企業總管帳戶嗎企業總管帳戶嗎？？？？

不行，經由Skype企業總管分配且儲值到成員帳號的點數，將無法退回您的企業帳戶。

8. 可以在同一台電腦領取不同成員的點數分配嗎可以在同一台電腦領取不同成員的點數分配嗎可以在同一台電腦領取不同成員的點數分配嗎可以在同一台電腦領取不同成員的點數分配嗎？？？？

可以。但是為了避免同時開啟多個視窗做登入的動作，基於登入安全的考量，可能會造成的領取失

敗。建議您，如果需要在同一台電腦領取不同成員所被分配的點數，請於領取完一筆點數後立即把瀏

覽器視窗關閉，再領下一筆。

9. 有加入原廠有加入原廠有加入原廠有加入原廠Skype Manager的成員也可以加入的成員也可以加入的成員也可以加入的成員也可以加入SkypeBIZ企業總管嗎企業總管嗎企業總管嗎企業總管嗎？？？？

可以。但是若該成員的帳號是透過原廠Skype Manager商務平台所成立的帳號（非個人申請的帳
號），則無法透過SkypeBIZ企業總管領取分配點數或包月方案，也無法私下購買或儲值點數。建議
可另外申請一組全新Skype帳號加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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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餘額不足通知設定餘額不足通知設定餘額不足通知設定餘額不足通知

1. 我已經設定好餘額不足通知的金額我已經設定好餘額不足通知的金額我已經設定好餘額不足通知的金額我已經設定好餘額不足通知的金額，，，，系統會隨時通知嗎系統會隨時通知嗎系統會隨時通知嗎系統會隨時通知嗎？？？？

您所設定的餘額不足通知會在每天晚上由Skype企業總管服務平台通知一次。

2. 誰會收到餘額不足的通知誰會收到餘額不足的通知誰會收到餘額不足的通知誰會收到餘額不足的通知？？？？

僅有Skype企業總管管理員會收到餘額不足的通知，請管理員立刻分配點數給所屬成員。

3. 我一直收到帳戶餘額不足的通知信我一直收到帳戶餘額不足的通知信我一直收到帳戶餘額不足的通知信我一直收到帳戶餘額不足的通知信，，，，可以修改通知的金額或者停止寄送嗎可以修改通知的金額或者停止寄送嗎可以修改通知的金額或者停止寄送嗎可以修改通知的金額或者停止寄送嗎？？？？

企業總管針對帳戶餘額不足的通知信分為兩種，一種是企業帳戶的餘額不足通知，一種是成員

帳戶的餘額不足通知。這兩種的通知信都可以由企業總管管理員設定通知金額或設定停止寄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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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 (1)

1. 已經設定了自動分配已經設定了自動分配已經設定了自動分配已經設定了自動分配，，，，還可以另外手動分配給相同成員嗎還可以另外手動分配給相同成員嗎還可以另外手動分配給相同成員嗎還可以另外手動分配給相同成員嗎？？？？

可以，自動分配與手動分配並不會互相衝突，您還是可以視情況手動分配點數或服務給成員。

2. 我的企業成員的我的企業成員的我的企業成員的我的企業成員的Skype帳號裡面的點數顯示是外幣帳號裡面的點數顯示是外幣帳號裡面的點數顯示是外幣帳號裡面的點數顯示是外幣(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美金美金美金美金、、、、歐元歐元歐元歐元、、、、日幣日幣日幣日幣..等等等等)，，，，我可以為該成我可以為該成我可以為該成我可以為該成

員設定自動分配嗎員設定自動分配嗎員設定自動分配嗎員設定自動分配嗎？？？？

可以，系統會根據當時的匯率折算成接近的台幣金額，再與您設定的條件做比對，惟因匯率變動

的關係，可能會影響自動分配的精確度，因此建議您在設定自動分配前，請成員先至「我的帳

戶」將帳號變更為台幣帳戶。

3. 那些情況下那些情況下那些情況下那些情況下，，，，管理員將無法為成員設定自動分配管理員將無法為成員設定自動分配管理員將無法為成員設定自動分配管理員將無法為成員設定自動分配？？？？

如果成員曾至Skype原廠購買點數，並且勾選同意透過信用卡「自動充值」，則企業總管系統將無
法讓管理員為該成員設定自動分配。您可以請成員回Skype原廠網頁取消「自動充值」功能，即可
為該成員設定企業總管自動分配。

4. 如果超過公平使用原則中每月的發話上限會怎麼樣呢如果超過公平使用原則中每月的發話上限會怎麼樣呢如果超過公平使用原則中每月的發話上限會怎麼樣呢如果超過公平使用原則中每月的發話上限會怎麼樣呢?
如果超過各方案的公平使用原則的發話上限，原廠會停止您本月使用包月GO的權利，超出的部份
將以正常SkypeOut 費率計費。

5. 如何看到每月的剩餘分鐘數呢如何看到每月的剩餘分鐘數呢如何看到每月的剩餘分鐘數呢如何看到每月的剩餘分鐘數呢?
自動分配係由系統自動執行，惟因不定期之系統維護，不保證均可完成分配及儲值，建議管理員

仍應定期上線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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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 (2)

6. 當成員的自動分配設定有啟用當成員的自動分配設定有啟用當成員的自動分配設定有啟用當成員的自動分配設定有啟用、、、、修改或停用的情形時修改或停用的情形時修改或停用的情形時修改或停用的情形時，，，，系統會在何時開始生效系統會在何時開始生效系統會在何時開始生效系統會在何時開始生效？？？？

當成員的自動分配設定有啟用、修改或停用的情形時，系統將在10-15分鐘內依照新的設定開始
自動分配的功能。

7. 我如何得知自動分配後的結果我如何得知自動分配後的結果我如何得知自動分配後的結果我如何得知自動分配後的結果？？？？

系統每日會寄出自動分配的彙整報表至管理員的E-mail信箱，管理員亦可登入企業總管，至記
錄查詢->分配記錄查看最新的分配狀態。

8. 為什麼有部分成員無法收到自動分配的點數為什麼有部分成員無法收到自動分配的點數為什麼有部分成員無法收到自動分配的點數為什麼有部分成員無法收到自動分配的點數？？？？

以下的原因可能會造成成員無法收到點數，(1) 仍有E-mail未領取的點數，(2) 企業帳戶餘額不
足，(3) 這位成員的帳號是透過原廠Skype Manager所成立的帳號，也無法透過SkypeBIZ企業
總管領取分配的點數或包月方案，也無法自行購買或儲值點數。

9. 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E-mail未領取未領取未領取未領取」？」？」？」？

「E-mail未領取」表示系統已依您的設定分配點數給成員，並以E-mail通知成員領取，管理員
可以點選「未儲值成員」查看這些成員的儲值連結，或者選擇重新發送通知。部分成員需要透

過E-mail成功領取後，系統才能啟用該成員的自動分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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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自動分配 (3)

10. 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為什麼自動分配的狀態會顯示「「「「總帳戶餘額不足總帳戶餘額不足總帳戶餘額不足總帳戶餘額不足」？」？」？」？

「總帳戶餘額不足」表示在自動分配的過程中，您的企業總帳戶餘額發生不足分配的情形，建

議您立刻進行加值。自動分配會按照Skype ID的英文字母順序進行分配，如遇企業總帳戶餘額
不足分配的情形，則會顯示「總帳戶餘額不足」。

11. 如何避免總帳戶餘額不足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總帳戶餘額不足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總帳戶餘額不足的情況發生如何避免總帳戶餘額不足的情況發生？？？？

管理員可以在設定與管理->餘額通知設定企業總帳戶的餘額通知，系統將每日檢查您的總帳戶
餘額，不足時以E-mail通知管理員，可避免自動分配時發生餘額不足的情形。

12. 為什麼我會收到自動分配已取消的通知信為什麼我會收到自動分配已取消的通知信為什麼我會收到自動分配已取消的通知信為什麼我會收到自動分配已取消的通知信？？？？

同一個Skype ID僅能設定一筆自動分配，如因成員轉換公司，由新的企業總管管理員設定自動
分配，則原設定會被取消，原管理員會收到自動分配已取消的通知信。另外，以下三種情形管

理員也會收到本通知信：

-成員自行至原廠取消設定
-成員自行設定個人自動加值功能
-原廠通知取消自動分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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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 (1)

1. 什麼是企業總管點數什麼是企業總管點數什麼是企業總管點數什麼是企業總管點數？？？？

企業總管點數為企業總管帳戶專用，管理員可以信用卡 / ATM轉帳或銀行匯款方式購買大量
企總點數，存入企業總管帳號中作為「存款」，再透過線上管理系統，分配Skype點數或包月
GO方案到企業成員的個人Skype帳號。
SkypeBIZ企業總管讓企業為員工加值Skype帳戶更便利，線上即能完成購買及分配手續，大幅
提高工作效率。

2. 什麼是虛擬儲值序號大量包什麼是虛擬儲值序號大量包什麼是虛擬儲值序號大量包什麼是虛擬儲值序號大量包？？？？

企業或企業員工可自行以個人Skype帳號在線上大量採購專區，挑選要購買的Skype點數面額或
包月方案，並選擇購買數量。成功完成購買後，系統會會以 E-mail 通知您至「我的帳戶」->
「虛擬儲值序號區」領取儲值序號及密碼，企業可再依照需求，分發點數或包月方案的儲值密

碼給員工或自行儲值。

3. 什麼是人工接單什麼是人工接單什麼是人工接單什麼是人工接單？？？？

線上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單筆交易金額大於五萬元以上，或需訂購多項Skype點數面額或
包月方案，可透過人工接單方式，由專人協助企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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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企業購買相關問題 (2)

4. 企業採購有金額限制嗎企業採購有金額限制嗎企業採購有金額限制嗎企業採購有金額限制嗎？？？？

透過SkypeBIZ企業線上採購，10,000 元以下均可使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付款；20,000 元
以上限用 ATM 或銀行轉帳方式付款。若由人工接單則會提供您一組匯款帳號，並無購買金額
限制。

5. 企業總管點數和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有什麼不同企業總管點數和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有什麼不同企業總管點數和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有什麼不同企業總管點數和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有什麼不同？？？？

企業總管點數為用有企業總管帳戶所專用，管理員可在企業總管帳戶中加值一定金額後，再從

中扣款分配點數或包月方案給企總成員。大量採購虛擬儲值序號則無需擁有企業總管帳戶，一

般Skype帳號也可以進行購買，並需另外下載由系統發送的儲值序號及密碼，再額外分給員工
進行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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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其他問題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SkypeBIZ企業總管能否查詢成員之通話明細呢企業總管能否查詢成員之通話明細呢企業總管能否查詢成員之通話明細呢企業總管能否查詢成員之通話明細呢？？？？是否能申請通話明細帳單呢是否能申請通話明細帳單呢是否能申請通話明細帳單呢是否能申請通話明細帳單呢？？？？

由於通話明細屬於單一帳戶的隱私資料，如需進行查詢，請登入“我的帳戶”查詢，故無法提供
通話明細帳單調閱。

2. 成員收不到系統發出的通知信件成員收不到系統發出的通知信件成員收不到系統發出的通知信件成員收不到系統發出的通知信件(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點數領取通知點數領取通知點數領取通知點數領取通知)，，，，請問是寄到哪一個請問是寄到哪一個請問是寄到哪一個請問是寄到哪一個E-mail呢呢呢呢？？？？
使用SkypeBIZ企業總管服務，通知成員的相關信件都將寄至管理員新增成員時，所輸入的E-
mail，請確認該E-mail為正確且可以正常收信的信箱，如需更動請由管理員至成員管理功能做
變更。

3. 我要如何取得我要如何取得我要如何取得我要如何取得Skype企業總管的發票正本呢企業總管的發票正本呢企業總管的發票正本呢企業總管的發票正本呢？？？？

公司用戶發票將於請款成功之五個工作天後以平信寄出，透過郵局寄送約2-7個工作天內送達，
若郵寄逾10天仍未收到，請來信申請補發。如需線上查看發票副本，請登入SkypeBIZ企業總管
後選擇[記錄查詢]→[購買記錄]→[發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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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採用歡迎採用SkypeBIZSkypeBIZ企業總管企業總管!!!!

SkypeBIZ企業服務 http://skypebiz.pchome.com.tw/

服務專線： (02) 2326-1488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7:30 

服務信箱：skypebizsc@skype.pchom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