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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若要開啟 Cisco Cius，請按頂部的  

電源按鈕。

2

若要對電池充電，請將電源線插

入右側的電源連接埠。通知列將

顯示電池的充電狀態。

切勿將電源連接埠與底部的耳機

連接埠混淆。

3
按上一頁可移至上一頁、使螢幕上

的鍵盤消失，或結束應用程式。

4

按首頁可檢視首頁螢幕。

5

按功能表可檢視目前應用程式的

功能表。如果沒有可用的選項，

則不會出現功能表。
第一步

歡迎使用 Cisco Cius，這是全球第一款為協同工作設  

計的行動平板產品。

若要開始使用，您必須對電池充電，解除螢幕鎖

定，及執行「設定」精靈。

電池

第一次使用 Cisco Cius 時，最少要對電池充電 5 個小    

時。您可以在 Cius 充電時使用它。

解除螢幕鎖定

若要解除螢幕鎖定，請將右下角的箭頭向左拖。

設定精靈

「設定」精靈會在您第一次使用 Cius 時自動執行。  

按照螢幕上的說明設定 Wi-Fi、電子郵件、聊天及 

Cisco WebEx 應用程式。您可以隨時透過「設定」  

 存取「設定」精靈。

連線至無線網路

1. 從「應用程式」功能表  中啟動「設定」 。

2. 點選無線與網路。

3. 點選 Wi-Fi 設定。

4. 點選 Wi-Fi。

5. 從可用的網路清單中選取一個無線網路。

6. 輸入您的憑證，然後點選連線。
快速提示

快速啟動列 

首頁螢幕底部的快速啟動列可提供下列連結：

 •  啟動「應用程式」功能表

 •  啟動「電話」應用程式

 •  啟動「新增至 Cius 首頁螢幕」功能表

 •  啟動「Google 搜尋」應用程式

Cius 首頁螢幕

若要將小組件或捷徑新增至首頁螢幕或變更底色圖案：

 • 點選新增至 Cius 首頁螢幕圖示 ，或 

 • 點選並按住首頁螢幕上的空白處 

若要移除小組件或捷徑，請點選並按住小組件

或捷徑，然後拖放到垃圾筒。

通知列

螢幕頂部的通知列會在左側顯示應用程式通知，在右

側顯示狀態圖示。

若要查看更詳細的通知，請向下滑動通知列。

若要開啟應用程式，請點選通知。

多工作業

若要檢視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及在它們之間切換，

請按住首頁 。
美洲總部

應用程式

某些 Cius 應用程式需要作用中的網路連線，及註冊  

到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伺服器。

 電話應用程式

「電話」應用程式與「聯絡人」、「聊天」及其他

Cisco 協作應用程式整合。

來電

在鎖定的螢幕上，將接聽圖示  向左滑，或將忽  

略圖示  向右滑。

從作用中的 Cius 中，選擇接聽、轉移或忽略通話。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視覺型語音信箱

若要登入語音信箱：

1. 在「電話」應用程式中，點選記錄圖示 。

2. 在螢幕右側點選訊息。

3. 輸入您的帳戶憑證，然後點選儲存。

在語音留言中，點選播放圖示  以聽取此訊息。

 聯絡人應用程式

若要檢視聯絡人卡片，請點選聯絡人。從聯絡人卡片

中，可撥打電話、開始聊天或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新增聯絡人

1. 按功能表按鍵 。

2. 點選新增聯絡人。

3. 在「新增聯絡人」螢幕中，輸入聯絡人姓名及

聯絡資訊。

4. 點選完成。

聯絡人快捷標誌

若要顯示聯絡人快捷標誌，請點選其中一個本地聯

絡人的聯絡人圖示。

您可以從聯絡人快捷標誌：

 •  撥打電話

 •  檢視聯絡人詳細資料

 •  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  開始聊天

 •  發起 Cisco WebEx 在線會議
 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若要從多個帳戶傳送與接收電子郵件訊息，請使用

「電子郵件」應用程式。

傳送電子郵件訊息

若要傳送電子郵件訊息，請點選 + 新訊息按鈕。

 聊天應用程式

若要與聯絡人聊天及更新狀態，請使用「聊天」應

用程式。

發起會話

若要發起會話，請點選聯絡人姓名。

選取作用中的會話 

1. 在「聊天」應用程式頂部，點選作用中的會話

標籤 。

2. 若要選取會話，請點選左側的聯絡人姓名。

設定您的狀態

若要選取您的狀態，請點選螢幕左上方的狀態區域。
結束會話

若要結束會話，請點選關閉圖示 。

 行事曆應用程式

若要排程並追蹤您的事件，請使用「行事曆」應用

程式。

即將到來的約會將在螢幕右側的「議程」面板中列出。

變更行事曆視圖

若要變更行事曆視圖，請點選 1（日）、7（週）或 

31（月）標籤。點選今日可返回到當日的「日」視圖。

新增事件

若要將事件新增至行事曆，請點選 + 事件。

 Cisco WebEx 在線會議應用程式

在 WebEx 在線會議期間，參與者可以：

 • 加入音訊會議

 • 檢視共用的展示

 • 查看並與其他參與者聊天

主持人可以完全控制在線會議，並且可以：

 • 拖放 WebEx 球  以變更演講者

 • 使參與者靜音或取消靜音

螢幕底部的快顯通知可識別目前的演講者。
 設定應用程式

若要編輯並自訂 Cius 設定及應用程式，請使用「設  

定」應用程式。

使用者指南

若要閱讀 Cisco Cius 使用者指南：

1. 從「應用程式」功能表  中啟動「設定」 。

2. 點選關於 Cius。

3. 點選 Cisco Cius 使用者指南。

配件

若要從線上商店訂購藍牙耳機、攜帶套及其他配件，

請瀏覽 http://www.cisco.com/go/cius/accessories。

HD 媒體站

HD 媒體站可擴展 Cisco Cius 的功能。功能包括用    

於連接 USB 鍵盤或滑鼠的三個 USB 連接埠、用於連    

接至外部顯示器的 DisplayPort（顯示連接埠）連 

接，及千兆位元組乙太網交換器。

鍵盤快速鍵

如果您將 Cius 與媒體站和 USB 鍵盤配合使用，即可    

使用鍵盤快速鍵，而不用按 Cius 上的按鍵：

 •  功能表：Shift-Ctrl-[

 •  首頁：Shift-Ctrl-]

 •  上一頁：Shift-Ctrl-\

MicroSD 卡插槽

若要擴展可用的記憶體，請將 microSD 卡插入 microSD   
卡插槽。

附註 為獲得最佳效果，請使用 8 1/2 x 14 英吋    

(legal) 大小的紙張列印本文件。

http://www.cisco.com/go/cius/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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