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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中央大學學生宿舍交換機系統
的管理工作需求，研究如何結合網路技術及交
換機設定，利用 WEB 的架構及技術，以最簡
易的方式達到自動化設定的效果，以節省管理
人員的工作負擔，達到自動化管理的目標。同
時，也希望能以本文所敘述的概念與工具，提
供有類似環境的單位參考應用。 

 

Keywords: 交換機、自動化 

 

1.概述 

目前一般使用自備電信線路及用戶專用
交換機的單位，其分機的設置皆屬固定，管理
人員僅需在該分機申請開放使用時，跳接線路
及手動設定交換機系統即可，並不需要時常更
動。但是學校之學生宿舍分機卻因為寒暑假關
閉、同學每年更換寢室等因素，必須針對各寢
室分機作開放及關閉之處理，照成管理人員的
極大負擔。 

民國八十三年本校規劃採購學生宿舍交
換機系統乙套[1]，每一寢室分配一支固定的分
機門號，由同學自備話機接線使用。管理人員
處理各項系統狀況時，必須在終端機上以指令
模式操作，且無法整批處理，非常耗費人力。
因此，本文第二節，重點在研究開發如何結合
網路技術及交換機設定，利用 WEB 的架構及
技術，設計管理人員 WWW 介面來管理交換機
系統，以及使用者透過 WWW 介面自行登錄及
查詢，達到自動化管理的目標。 

民國八十六年，本校研究開發了一套結
合網路查詢管理的交換機記帳系統[2]，因各項
時空因素及政策調整，系統做了若干修改。此
部分在本文第三節描述，重點在研究開發撥外
線電話時之預付機智，配合網路記帳系統，讓

管理人員及使用者可利用 WWW 介面管理及
查詢帳單等服務。 

最後，第四節結論及未來發展方向，談
到本系統的應用及目前本校開放外撥的相關
事項，以及未來如何與中華電信合作的構想。 

 

2.自動管理系統的規劃設計 

 

2.1 管理系統與交換機之連線架構 

 管理系統：PC UNIX(Linux Slakware96) 
[3]+WWW Server(Apache 
Server)[4]。 

 交換機：AT&T DEFINITY G3r [5、6、7、8、
9、10、11]。 

交換機本身並無網路介面與管理系統銜
接，因此選擇 Linux 的/dev/cua1(com2:)與交換
機的 com port 以撥接方式連接，傳送指令。
Linux 的/dev/cua0(com1:) 與交換機的 data port
連接，接收資料。請參考圖一。 

 

2.2 管理系統與交換機間的命令下達-公用程
式 dcon 

公用程式 dcon0.97[12] 為一 scripting 
language interpreter，主要用途可透過 serial line



  

連接遠端系統作為終端機模擬之用。管理系統
可藉由 crontab 的方式，要求 dcon 定時透過
/dev/cua1(com2:)自動撥號簽入交換機系統，並
將自動產生的 script file 對交換機下達命令。 

 開放某一分機使用：release station xxxxx 

 關閉某一分機使用：busy station xxxxx 

類似 dcon 的公用程式有許多，該類程式
在使用 serial line 的設備或機器上應用極廣，
僅在此提供有類似環境的系統管理者參考。附
帶一提的是，在 TCP/IP 的環境下，有公用程
式 expect[13]也可以使用 script 下達指令，值得
參考。 

 

2.3 寒暑假期間關閉學生宿舍分機 

配合學校規定寒暑假宿舍關閉時間，管
理人員必須將各寢室分機關閉，此時可利用本
案設計之管理人員 WWW 介面(如圖二)，選定
欲關閉之宿舍分機，管理系統的 CGI 程式將自
動針對該舍執行 dcon 的 script file 對交換機下
達命令，整批處理該舍分機關閉。如此一來，
原先必須在終端機前，以命令模式操作的繁雜
工作，得以簡單自動化處理完成。 

 

圖二：關閉宿舍分機的 WWW 管理介面 

 

2.4 開學時學生宿舍分機申請開放設計 

開學時，同學想要申請宿舍分機使用，
可接外線電話、聽語音信箱及內線分機互撥不
另外收費(撥外線電話計費在本文第三節討
論)，必須購買一張已預先印製好，含有流水號
之通行卡(使用期限為一學期，學期結束時自動
關閉，見上一小節討論)，自行上網鍵入流水號
及分機號碼(已預先依宿舍棟別及寢室號碼編
排)，透過 CGI 程式登錄開啟使用，使用者介

面如圖三。 

 

圖三：申請宿舍分機使用及查詢介面 

 

系統根據使用者鍵入之流水號碼及分機
號碼，比對資料庫中以亂數產生之號碼(預先製
作的通行卡即根據此資料庫中號碼印製)及分
機號號碼是否存在或已開啟，確認後產生開啟
分機號碼的檔案，每晚定時透過 dcon 程式，
通知交換機將已申請之分機開啟。同時系統以
Perl interpreter[14]提供的 DBM 資料庫，記錄
了申請開啟之分機號碼、註冊之流水號碼、通
話量等欄位，提供查詢使用。整體處理流程示
意圖，見圖四。 

 

圖四：處理流程 

 

2.5 記錄查詢 

管理系統的/dev/cua0 與交換機的 data 
port 連接，接收通話資料並交由系統資料庫處
理儲存。使用者可透過查詢介面(圖三)，查詢
該分機通話時間紀錄。另外，通話紀錄查詢，
涉及私人隱私，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如有需



  

求，將以正式書面申請，透過管理人員介面查
詢[2]。 

 

3. 外撥預付系統的規劃設計 

 

3.1 規劃設計動機 

對於一般用戶專用交換機的計帳系統而
言，撥外線的計、收費常常是很困擾的一件
事。處理的方式不外乎隔月繳交，銀行自動扣
款等。自從行動電話的預付卡推出後，提供了
我們另外一個思考方向-預付機智。因為本校購
買的交換機系統本身並沒有內建的記帳系
統，更談不上預付功能。因此，如何結合記帳
及預付功能，避免呆帳產生，是本節研究重點。 

 

3.2 分機申請撥外線之設計 

同學想要申請宿舍分機撥外線，必須購
買一張已預先印製好，含有流水號之通話卡(含
保證金 1000 元，通話費 200 元)，自行上網鍵
入流水號、分機號碼及學號(退租時身分確認
用)，如圖五。系統根據使用者鍵入之資料核對
資料庫，確認流水號及該分機已申請開放使用
後，產生一組 7 碼(0~9)之特權碼，顯示於使用
者畫面，該使用者將可以利用此特權碼撥外
線。撥號方式為： 

按 0(抓外線) →按撥出電話號碼 

→按特權碼(正確即可撥出) 

因為本校每一寢室住宿人數 2~4 人，因
此撥外線費用的計帳方式，將針對個人特權碼
收費，而不是針對分機收費，以避免同寢室同
學的帳務糾紛。使用者可憑流水號查詢該特權
碼之帳務，通話時間如果超過預繳之通話費
用，必須購買補充卡使用。 

退租時亦需至圖五使用者介面登錄，停
用該特權碼，並憑原先購買之通話卡及學生證
至相關單位結清退還保證金。 

 

 

 

 

 

圖五：外撥申請、退租、補充卡登錄及查詢介
面 

 

3.3 管理系統處理流程 

管理系統之 CGI 程式接受使用者輸入之
資料後，將產生特權碼檔案，每晚定時透過
dcon 程式，通知交換機將該特權碼開啟，同時
存入資料庫處理，資料欄位包含特權碼、學
號、通話費用等。另外系統將針對每一特權碼
產生一個檔案，詳細紀錄通話資料，提供帳單
查詢，處理流程示意圖請見圖六。 

管理系統經由交換機接收之通話紀錄，
內容包含以下欄位，分別是撥出分機號碼、特
權碼、通話時間、接聽分機號碼或外線號碼、
日期、通話結束時間。系統將依中華電信或民
營行動電話公司費率，換算通話時間費用，加
入特權碼資料庫。系統經由通話紀錄的計算，
如有某一特權碼通話費用已超出預繳金額，將
通知交換機停用該特權碼，如添購補充卡時再
重新啟用。 

 

圖六：外撥預付系統的處理流程 

 

3.4 優缺點分析 

雖然如此預付設計可以防止若干呆帳產
生，但因交換機輸出之通話紀錄是在掛斷電話



  

後產生，以及管理系統非即時的計算處理，特
權碼的通話費用若已超出預繳金額，無法即時
停用管制，所以設計了保證金制度，當使用者
登錄退租該特權碼時，管理人員可以透過管理
者介面結清該特權碼，憑據退還保證金扣除超
出之通話費用。 

 

4.結論及未來發展方向 

本文針對交換機系統，所研究開發的自
動化管理系統，經過需求分析、結構設計、公
用程式的利用、CGI 程式製作及整合測試，從
技術角度以最簡易的方式達到自動化的效
果，以節省管理人員的工作負擔。同時，也希
望能以本文所敘述的概念與工具，提供有類似
環境的單位參考應用。 

預付系統的繳、退費流程稍嫌繁複，系
統的穩定性尤為重要。目前分機外撥的政策尚
未開放，此一系統雖然經過完整測試，但是整
體效能尚待時間考驗，仍然有改進修正的空
間。另外結合語音查詢帳務系統也是未來的發
展方向。 

中華電信提供的信用式電話服務[15]，客
戶可利用一般電話撥接 030 業務識別碼，由系
統代為接通對方電話。本校未來亦可開放 030
外撥申請，提供同學外撥負費的另一管道。另
外，中華電信已同意在本校學生宿舍提供外線
電話申請，擬構想協商中華電信提供中繼線
路，讓本校學生申請之外線可直撥校內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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