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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指南

狀態

建立個人狀態訊息

您可以建立個人狀態訊息以取代預設訊息，並告訴聯絡人您目前在做什麼。 Cisco Jabber會針對每個狀態儲存三個最近的
個人狀態訊息。您可以從主視窗上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的狀態訊息。

程序

步驟 1 在主視窗的狀態訊息欄位中插入您的游標。

步驟 2 輸入您的個人狀態訊息。

步驟 3 按鍵盤上的 Enter鍵。
Cisco Jabber會顯示您的個人狀態訊息。

聯絡人

新增外部聯絡人

Cisco Jabber可讓您從聊天應用程式新增聯絡人，例如 Google Talk或Microsoft Lync。您也可以為沒有 IM位址的人員自
訂聯絡人。

系統管理員必須啟用此功能。如果無法新增外部聯絡人，請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尋求協助。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新增，然後選取要新增的聯絡人類型。

步驟 2 輸入您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對於沒有 IM位址的自訂聯絡人，請輸入您要使用的聯絡人詳細資料。

步驟 3 選取聯絡人群組。

步驟 4 選取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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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聯絡人清單

您可以 XML格式建立聯絡人清單，然後將其匯入 Cisco Jabber。

程序

步驟 1 開啟主 Cisco Jabber視窗。

步驟 2 選取檔案 >匯入聯絡人。

步驟 3 瀏覽至聯絡人清單定義 XML檔案的位置。

步驟 4 選取聯絡人清單定義檔案，然後選取開啟。

Cisco Jabber會從定義檔案中匯入聯絡人。這些聯絡人即會出現在您的聯絡人清單中。

聯絡人清單定義

下列 XML片段顯示聯絡人清單定義檔案的結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uddylist> <group> <gname>Group Name</gname> <user>
<uname>IM Address</uname> <fname>Display Name</fname> </user> </group> </buddylist>

下表說明聯絡人清單定義檔案中的元素：

說明元素

XML宣告。
定義檔案必須包含使用下列屬性的 XML宣告：

•version -指定 XML檔案的版本。

•encoding -指定編碼。您必須使用 utf-8。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聯絡人清單定義的根元素。buddylist

聯絡人群組的父項元素。

一個群組可以包含多個使用者。

一個群組可以包含的使用者人數沒有限制。您可以納入聯絡人清單定義檔案中的群組數沒有限

制。

不過，伺服器對您可以新增至 Cisco Jabber的聯絡人數設定了限制。您必須確保在聯絡人清單
定義檔案中沒有超過該限制。

group

指定群組的名稱。gname

保留單一使用者詳細資料的父項元素。user

指定使用者的即時訊息 (IM)位址。uname

指定在用戶端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名稱。f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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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您可以匯入 Cisco Jabber的聯絡人清單的 XML定義範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buddylist>
<group>
<gname>Sales</gname>
<user>
<uname>amckenzi@example.com</uname>
<fname>Adam McKenzie</fname>

</user>
<user>
<uname>aperez@example.com</uname>
<fname>Anita Perez</fname>

</user>
</group>
<group>
<gname>Marketing</gname>
<user>
<uname>nfox@example.com</uname>
<fname>Nancy Fox</fname>

</user>
</group>

</buddylist>

聊天

從聊天視窗搜尋

您可以在聊天視窗中從搜尋列中尋找、新增及撥話給聯絡人。

程序

步驟 1 在聊天視窗的搜尋列中輸入聯絡人的名稱。

您可以在搜尋列中輸入電話號碼，以直接從聊天視窗通話。

步驟 2 透過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法，開始與聯絡人的對話。

•將游標移到聯絡人上，以將該聯絡人新增至清單或撥話給該聯絡人。

•在聯絡人上連按兩下以開始聊天作業階段。

發起群組聊天

您可以使用群組聊天將即時訊息同時傳送給兩個或更多聯絡人。不會保留群組聊天，這意味著您可以使用它們與兩人或

更多人建立聊天，但不會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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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開啟與群組聊天的其中一個參與者的聊天視窗。

步驟 2 選取聊天視窗右下角的新增參與者。

步驟 3 輸入您要新增至群組聊天的聯絡人的姓名。

步驟 4 指定群組聊天的標題。

步驟 5 選取啟動。

傳輸檔案

您可以使用聊天視窗中的「傳送檔案」圖示在 Cisco Jabber用戶端之間傳輸檔案。亦可將檔案拖放至聊天視窗。

程序

步驟 1 選取聊天視窗右下角的傳送檔案。

步驟 2 從電腦中選取要傳輸的檔案。

步驟 3 選取開啟。

封鎖特定聯絡人和網域

您可以封鎖特定聯絡人或網域。當您封鎖聯絡人時，該人員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如果您將某個聯絡人新增至您的封鎖清單，並且該聯絡人已將您新增至其聯絡人清單，則該人員

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附註

下列是封鎖清單運作方式的範例：

範例 1：封鎖您組織內的特定聯絡人

您可以將 IM位址新增至您的封鎖清單。該聯絡人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範例 2：封鎖特定網域

您可以將特定網域（如 cisco.com）新增至您的封鎖清單。在該網域有 IM帳戶的聯絡人均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
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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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選項視窗會隨即開啟。

步驟 2 選取隱私標籤，然後選取進階。

步驟 3 在封鎖清單中輸入特定的聯絡人地址或網域。

步驟 4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允許特定聯絡人和網域

Cisco Jabber的某些部署包括將例外新增至封鎖清單的允許清單。您可以在允許清單中輸入特定聯絡人或網域，以確保他
們可以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訊息。

Cisco Jabber將您的聯絡人清單中用作允許清單。您無需將聯絡人清單中的聯絡人新增至您的允
許清單。

附註

下列是允許清單運作方式的範例：

範例 1：允許您組織內的特定聯絡人

1 您可以設定基本隱私設定以封鎖您公司內的每個人。

2 然後，您可以將您公司內聯絡人的特定 IM位址新增至您的允許清單。

Cisco Jabber會封鎖您公司內的所有聯絡人，您允許清單內的那些特定人員除外。

範例 2：允許特定網域

1 您可以設定基本隱私設定以封鎖您公司外的每個人。

2 然後，您可以將特定網域（如 cisco.com）新增至您的允許清單。

Cisco Jabber會封鎖您公司外的每個人，在 cisco.com擁有 IM帳戶的人員除外。

範例 3：從封鎖的網域允許特定聯絡人

1 您可以將特定網域（如 cisco.com）新增至您的封鎖清單。

2 然後，您可以將 IM位址（如 anitaperez@cisco.com）新增至您的允許清單。

Cisco Jabber會封鎖在 cisco.com擁有 IM帳戶（anitaperez@cisco.com除外）的所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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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選項視窗會隨即開啟。

步驟 2 選取隱私標籤，然後選取進階。

步驟 3 在允許清單中輸入特定的聯絡人地址或網域。

步驟 4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控制與您互動的人員

Cisco Jabber的某些部署可讓您控制在您的公司內外與您互動的人員。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選取隱私標籤。

步驟 3 選取在我的公司內區段中的下列一個選項：

說明選項

您公司內的所有聯絡人均可以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即時訊息。允許每個人

您公司內的任何聯絡人均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您可以選擇封鎖每個人，然後為您允許清單中的特定聯絡人新增例外。

此選項不會封鎖您聯絡人清單中的聯絡人。

封鎖每個人

步驟 4 選取在我的公司外區段中的下列一個選項：

說明選項

當您公司外的人員將您新增為聯絡人時，Cisco Jabber會通知您。每次用戶端通知您
時，您可以選取下列選項：:

•允許 -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封鎖 -不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不給您傳送即時訊息。將某人新增至您
的封鎖清單。

•新增至聯絡人清單 -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即時訊息。將某人
新增至您的聯絡人清單。

每次提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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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選項

您公司外的任何聯絡人均無法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無法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您可以選擇封鎖每個人，然後為您允許清單中的特定聯絡人新增例外。

此選項不會封鎖您聯絡人清單中的聯絡人。

封鎖每個人

步驟 5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管理狀態請求

Cisco Jabber的某些部署可讓您在有人請求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時管理通知。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選取隱私標籤。

步驟 3 選取下列一個選項：

說明選項

當您公司內的某人將您新增為聯絡人時，Cisco Jabber不通知您。
當您公司外的人員將您新增為聯絡人時，Cisco Jabber會通知您。

自動接受公司內聯絡

人的請求

當任何人將您新增為聯絡人時，Cisco Jabber均不會通知您。自動接受所有聯絡人

的請求

當有人將您新增為聯絡人時，Cisco Jabber會通知您。當Cisco Jabber通知您時，您可以選取
下列選項：

•允許 -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即時訊息。

•封鎖 -不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也不給您傳送即時訊息。將某人新增至您的封鎖
清單。

•新增至聯絡人 -讓某人檢視您的可用性狀態，並給您傳送即時訊息。將某人新增至您的
聯絡人清單。

每個請求均提示我

步驟 4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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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室

如果管理員已啟用聊天室，您即可使用它們。如果您的集中器視窗中有「聊天室」圖示，即啟用了聊天室。

您可以使用聊天室加入或閱讀與其他聊天室成員就聊天室主題進行的討論。例如，您的管理員可能會建立類似「外匯匯

率」的主題聊天室，您可以加入此聊天室討論外幣匯率並檢視自聊天室建立以來傳送的所有先前訊息。

您可以透過檢視聊天室名稱清單來瀏覽所有聊天室，加入開放的聊天室，或由管理員將您新增至聊天室。您可以是多個

聊天室的成員。您可以依關鍵字或傳送者過濾聊天室內容。

加入聊天室

加入聊天室可讓您參與對話或閱讀對話內容，其中有多個聊天室成員在同一個聊天視窗共用資訊。您作為其成員的所有

聊天室均會在我的聊天室標籤中列出。如果管理員將您新增至聊天室，此聊天室會立即顯示在我的聊天室標籤中。

程序

步驟 1 在集中器視窗中按一下聊天室圖示，然後選取所有聊天室標籤。

步驟 2 瀏覽以字母順序列出的聊天室。

如果聊天室關閉，您就無法加入此聊天室，除非管理員將您新增至此聊天室。

步驟 3 按一下您要加入的聊天室旁邊的加入。在您已是其成員的聊天室旁邊會有一個核取標記。

聊天室的參與者

加入聊天室後，您可以參與聊天並檢視討論記錄。某些聊天室只能用於分送資訊，其中某些成員有權發佈資訊，而其他

成員只能唯讀存取。

傳送的每則訊息最多可使用 1999個字元。附註

程序

步驟 1 在集中器視窗中選取聊天室圖示，然後選取我的聊天室以檢視您所屬的聊天室。

步驟 2 在您要進入的聊天室上連按兩下。

步驟 3 檢視聊天視窗右側的目前參與者清單。您可以顯示或隱藏參與者清單。

步驟 4 閱讀討論並輸入您自己的聊天訊息。對話記錄會保留。即使您結束聊天室並關閉用戶端，也可以返回該聊天室

檢視對話。當您返回聊天室時，可以檢視在登入前由其他成員傳送的訊息。從聊天室，選取顯示更多以檢視較

早前的訊息。

過濾聊天室

過濾器可以使用您針對搜尋定義的條件搜尋聊天室。您可以在集中器視窗上看到紅色徽章，該視窗顯示找到的符合過濾

器的新項目數。在聊天室中使用您的使用者名稱，或自訂依關鍵字或傳送者搜尋的過濾器時，過濾器可以包括提到的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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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在用戶端中，選取聊天室 >過濾器，然後選取建立過濾器。

步驟 2 為過濾器指定一個標籤，然後定義過濾器條件。您可以最多使用三個關鍵字或依使用者名稱過濾聊天室。您必

須至少定義一個關鍵字或傳送者的使用者名稱，但您可以指定傳送者和最多三個關鍵字。

步驟 3 選取建立。

結果會在過濾器標籤中列出，並將顯示一個數字，用以表示有多少找到的結果尚未讀取。每次找到符合過濾器

的新項目時，會自動更新結果。當您有過濾器的相符項時，可以在過濾器相符項上按一下，以在找到相符項的

聊天室內開啟聊天記錄。

聊天室中提到使用者

當其他使用者提到您的使用者名稱時，它會在您的聊天室過濾器的提到我的區段中建立通知。提到其他使用者時，這些

使用者會收到聊天室中有提到他們的通知。

開始之前

使用者僅在聊天室為公共聊天室且使用者為組織的一部分，或使用者為聊天室的成員時收到通知。

程序

步驟 1 若要為其他使用者建立提到資訊，請在聊天室中聊天視窗的文字方塊中，在某人的使用者名稱後面鍵入@符
號，以搜尋使用者的目錄。用戶端會顯示與您鍵入的內容相符的使用者名稱。

步驟 2 選取您要提到的使用者名稱。您可以提到沒有 Jabber ID與其相關聯的使用者名稱。您可以將@符號用作文字
輸入的一部分，只需使用 Esc鍵即可結束提到欄位。

在傳送訊息之後，會為在提到我的清單中提到的使用者建立通知，並有與提到的使用者所在之聊天室的對話連結。

搜尋聊天室

您可以依關鍵字搜尋聊天室，然後進一步使用參與者、聊天室名稱及日期範圍等條件精簡您的關鍵字搜尋。

開始之前

您必須是聊天室的成員才能在聊天室中進行搜尋。

程序

步驟 1 在用戶端視窗中，選取聊天室圖示，然後選取過濾器標籤。

步驟 2 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搜尋條件，如同在Cisco Jabber集中器視窗中搜尋聯絡人一般。下列限制適用於聊天室搜尋：

•搜尋包括從您加入聊天室到當日的期間。

•不可使用特殊字元進行搜尋，除非您也新增字母至搜尋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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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在結果上連按兩下，開啟搜尋有相符結果的常設聊天室。

結果會依時間先後排序，並依照聊天室進行分組。您可以顯示更多訊息以顯示較舊的結果，不過顯示的結果數上限為

200。

通話

將通話圖示傳送給聯絡人

您可以在聊天視窗中將通話圖示傳送給其他使用者，他們僅需在通話圖示上按一下即可與您通話。透過這些通話圖示，

您可以輕鬆從聯絡人要求通話。當某人收到通話圖示時，在圖示上按一下即可開始與您通話。

程序

在聊天視窗中輸入下列指令之一，即可向您聊天視窗中的人員傳送電話圖示。您的聯絡人在電話圖示上按一下即可開始

與您通話。

:callme或 :telephone

安排視訊裝置

如果您有多個攝影機或視訊裝置，可以依偏好順序安排它們。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選項視窗會隨即開啟。

步驟 2 選取視訊標籤，然後選取進階。

步驟 3 選取攝影機，並使用向上和向下鍵設定順序。

轉撥來電

您可以從 Cisco Jabber將所有來電轉撥至語音信箱或不同的電話。

程序

步驟 1 在主視窗中選取電話控制功能表。

步驟 2 選取轉撥來電至，然後再選取適當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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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新增會議帳戶

您可以將 Cisco WebEx網站新增至 Cisco Jabber，以發起、加入及管理線上會議。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選項視窗開啟時，選取會議標籤，然後選取編輯帳戶。

步驟 3 從WebEx站台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新增站台。

步驟 4 輸入所有必要資訊，包括您要新增至Cisco Jabber用戶端的CiscoWebEx的名稱，例如，cisco.webex.com。

整合 Cisco Jabber 與日曆

設定日曆整合，以直接從 Cisco Jabber檢視您的會議和日曆事件。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選取整合標籤。

步驟 3 選取您用於組織日曆的應用程式。

如果您與 Google日曆整合，則必須允許其存取。

步驟 4 選取檔案 >結束以關閉 Cisco Jabber。

步驟 5 重新啟動 Cisco Jabber。

與 Google日曆整合
完成其他步驟以與 Google日曆整合。

與 Google日曆整合目前是一個實驗性功能。附註

允許存取 Google日曆
Cisco Jabber重新啟動之後，會開啟Google日曆登入視窗。您必須輸入帳戶詳細資料，以便 Cisco Jabber可以存取Google
日曆中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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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在整合標籤中選取 Google日曆，然後重新啟動 Cisco Jabber。

程序

步驟 1 輸入您的 Google帳戶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然後選取登入。
會顯示提示通知您，Cisco Jabber在請求權限以管理您的日曆。

步驟 2 選取允許存取。

步驟 3 如果提示，請選取是以繼續在此頁面中執行 Script。
在第一次允許存取 Google日曆時，您可能會注意到指示在頁面上發生 Script錯誤的錯誤訊息。

隨即會關閉 Google日曆登入視窗。

步驟 4 在主 Cisco Jabber視窗中，請在左側導覽中選取會議。

Cisco Jabber會顯示來自 Google日曆帳戶的日曆事件。

移除 Google日曆整合
您可以移除 Google日曆與 Cisco Jabber的整合。若要完全移除 Google日曆整合，您還應該撤銷從 Google帳戶存取。

程序

步驟 1 開啟主 Cisco Jabber視窗。

步驟 2 選取檔案 >選項，然後再選取整合標籤。

步驟 3 選取無，然後選取確定。

步驟 4 重新啟動 Cisco Jabber。
Cisco Jabber不會再顯示來自 Google日曆的事件。

下一步動作

開啟您的 Google帳戶頁面，並在授權存取您的 Google帳戶區段中撤銷對 Cisco Jabber的存取。

建立自訂標籤

您可以建立自訂標籤，以在主視窗中顯示 HTML內容。

程序

步驟 1 選取檔案 >新增 >自訂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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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自訂標籤對話方塊視窗會隨即開啟。

步驟 2 在下列欄位中為您的自訂標籤新增詳細資料：

•標籤名稱 -為您的自訂標籤輸入選用名稱。當您將游標移到標籤上時，此名稱即會顯示。

•頁面 URL -輸入您自訂標籤內容的 URL。您可以輸入下列一項：

主機內容，例如， www.cisco.com

本機內容，例如， file://C:\workspace\page.html

步驟 3 選取建立。

自訂標籤會新增至主視窗。

下一步動作

若要移除自訂標籤，請在主視窗中選取標籤，然後選取檔案 >移除自訂標籤。您只能移除自己建立的自訂標籤。

協助工具

螢幕讀取程式支援

Windows版 Cisco Jabber 10.6支援在Windows 7或Windows 8作業系統上使用 JAWS 15或 JAWS 16螢幕讀取程式。

您可以從 CCO下載適用於Windows版 Cisco Jabber的指令碼和參考指南，及適用於Windows的 JAWS螢幕讀取軟體。

灰階狀態圖示

灰階狀態圖示為單色，使用符號來顯示可用性。

若要使用灰階狀態圖示，請選取檢視 >以灰階顯示狀態。

下表顯示標準和灰階狀態圖示：

說明灰階圖示標準圖示

可用

離開

勿打擾

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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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

全域快速鍵

鍵盤快速鍵作業

Ctrl + Shift + ?存取停駐式視窗

若要顯示停駐式視窗：提示

1 開啟主 Cisco Jabber視
窗。

2 選取檢視 >顯示停駐式
視窗。

選單鍵
Shift + F10

開啟內容功能表

來電

鍵盤快速鍵作業

Ctrl + L接聽來電

Ctrl + D拒絕通話

Ctrl + R回覆聊天通話

作用中通話數

鍵盤快速鍵作業

Ctrl + K結束通話

Ctrl + Shift + F進入或結束全螢幕模式

Ctrl + Shift + B顯示或隱藏自我影像視訊

Ctrl +向下鍵將音訊設為靜音或取消靜音

Ctrl + Shift + V啟動或停止視訊

Ctrl + Alt + P停駐或取消停駐通話視窗

Ctrl + Shift + H保留或恢復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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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作業

Ctrl + Shift + K
使用鍵盤，在鍵台上輸入號

碼。

提示

開啟或關閉鍵台

Ctrl + Shift +向上鍵調高音量

Ctrl + Shift +向下鍵調低音量

Ctrl + Shift +加號開啟或關閉「更多」功能表

Ctrl + M通話保留時開啟「合併」功能表

Ctrl + Shift + T轉接來電

Ctrl + Shift + C開始多方通話

即時訊息

鍵盤快速鍵作業

Ctrl + B粗體字型

Ctrl + I斜體字型

Ctrl + U底線

Ctrl + C複製

Ctrl + V貼上

Ctrl + X剪下

Ctrl + Z復原

Ctrl + Y重做

空格鍵

使用 Tab鍵瀏覽對話視窗上的新增參與者控制
項。

提示

新增參與者

螢幕擷取

若要使用鍵盤擷取螢幕，請執行下列操作：

1 使用 Tab鍵瀏覽對話視窗上的傳送螢幕擷取控制項。

2 按住空格鍵。

3 使用方向鍵醒目提示您要擷取的螢幕區域。

4 按空格鍵擷取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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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導航

按 Tab鍵和方向鍵瀏覽以下位置上的項目：

•主 Cisco Jabber視窗

•聊天視窗

•通話視窗

•聯絡人清單

•選項視窗

•停駐式視窗

提示 •使用方向鍵存取清單和個別元件。

•使用 Tab鍵瀏覽一般區域。

•按 Enter選取視窗上的項目或開始與聯絡人清單中的聯絡人聊天。

瀏覽通話控制項

若要瀏覽通話視窗上的通話控制項，請執行下列操作：

1 使用 Tab鍵在通話控制項之間切換。

2 按空格鍵或 Enter鍵開啟次要控制功能表。

3 使用方向鍵調整設定。

4 按 Esc鍵結束次要控制功能表。

瀏覽聯絡人清單

使用 Tab鍵瀏覽聯絡人清單時，有多個群組和聯絡人。若要在群組和聯絡人之間瀏覽，

•使用向左和向右鍵可展開和折疊群組。

•使用向下鍵可在群組之間瀏覽。

•使用向右鍵可進入某個群組。

•使用向左鍵可退出某個群組。

•使用向左和向右鍵可瀏覽群組中的聯絡人。

Microsoft Windows功能表

若要瀏覽主視窗上的Microsoft Windows功能表，請執行下列操作：

1 按 F10醒目提示檔案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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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ALT在功能表之間瀏覽。

3 使用方向鍵在功能表項目之間瀏覽。

4 按 Enter選取功能表項目。

故障排除

驗證音訊和視訊裝置設定

如果您的音訊或視訊裝置出現問題，可以驗證選取的裝置。

程序

步驟 1 從用戶端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選取音訊標籤。

步驟 3 使用下拉式功能表選項選取偏好的麥克風和話筒。然後選取套用。

步驟 4 選取視訊標籤，並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偏好的裝置，然後選取套用。

步驟 5 選取確定以關閉您的「選項」功能表。

無法存取功能

如果功能存在問題，例如，您無法存取語音留言，則連線狀態可能出現問題。

程序

步驟 1 在用戶端中，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說明 >顯示連線狀態。

步驟 2 針對列出的每部伺服器，驗證所顯示的狀態是否為已連線。

步驟 3 如果有任何列出的伺服器狀態並非「已連線」，請選取選項以驗證帳戶設定。

帳戶標籤隨即開啟。

步驟 4 檢查您的使用者名稱是否正確並重新輸入您的系統認證，然後選取套用。

步驟 5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選取進階選項查看您的伺服器位址，然後向系統管理員報告伺服器問題並提供伺服器資

訊。

設定通話的視訊喜好設定

如果看到傳入視訊通話，但不想顯示通話視訊，則可以變更設定以接聽視訊通話。或者，如果您注意到未顯示視訊，則

可以選擇在接聽通話時顯示您的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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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從用戶端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選項 >通話。

步驟 2 將您的喜好設定選取為始終啟動視訊通話或永不啟動視訊通話。

您可以隨時變更這些喜好設定。因此，若要關閉某個通話或某個日期的視訊，請選取永不啟動視訊通話。然

後，可以稍後在您想要進行視訊通話時，變更該喜好設定。

步驟 3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變更我的設定檔圖片

如果您沒有顯示設定檔圖片，或您想要變更所使用的圖片，則可以新增或變更設定檔圖片。

程序

步驟 1 從用戶端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編輯我的設定檔。

步驟 2 選取設定檔圖片下的圖示，以瀏覽至您要上傳的圖片。

步驟 3 選取圖片，並選取開啟。

如何報告問題

如果遇到 Cisco Jabber出現問題，您可以建立問題報告，以協助系統管理員解決問題。

問題報告助理可引導您完成問題報告程序。問題報告會從您的電腦產生日誌，並將其傳送給您的管理員。

程序

步驟 1 在用戶端上，從功能表圖示選取說明 >報告問題。

步驟 2 指定您遇到的問題類型，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3 提供問題描述和盡可能多的詳細資訊，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4 選取傳送報告以建立問題報告。您的系統管理員會自動取得收到新問題報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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