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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指南

新資訊及變更的資訊

本文件適用於Windows版 Cisco Jabber 11.6。

記錄位置日期變更說明

協助工具圖示，第 19頁上的2016年 4月 20日變更在線狀態圖示。灰階圖示現稱為

協助工具圖示。

鍵盤快速鍵，第 20頁上的2016年 4月 20日為 Cisco Jabber診斷視窗新增鍵盤快
速鍵。

線上狀態

中建立個人狀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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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目錄群組

目錄群組由企業的管理員維護。當您新增目錄群組至您的聯絡人清單時，指派給該目錄群組的聯絡人清單將自動新增至您

的聯絡人群組。您不必維護清單，因為該清單會與您的企業目錄自動同步，這表示，當管理員新增聯絡人至企業目錄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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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目錄中刪除聯絡人時，該聯絡人也將新增至您的聯絡人群組或從您的聯絡人群組中刪除。您可以隨時從您的聯絡人清

單中移除目錄群組。

如果目錄群組人數超過 100，則該群組不會再顯示任何其他人的線上狀態，除非該人也在您的個人聯絡人清單中。

程序

步驟 1 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新增 >目錄群組。

步驟 2 在開啟的對話方塊中，輸入目錄群組名稱。

您可以搜尋要新增的目錄群組。但如果沒有任何搜尋功能，則必須由您的管理員向您提供目錄群組名稱。

步驟 3 選取新增，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增外部聯絡人

Cisco Jabber可讓您從聊天應用程式新增組織外部的聯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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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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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 Jabber主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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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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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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指定 XML檔案的版本。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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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器要對您可以新增至 Cisco Jabber的聯絡人數設定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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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您可以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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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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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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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選取想邀請其加入群組聊天的一個或多個參與者。群組聊天中的參與者人數上限為 200。

•開啟與群組聊天的其中一個參與者的聊天視窗。選取聊天視窗右下角的新增參與者，指定其他受邀者。

•在聯絡人清單上，選取您要邀請加入群組聊天的所有人。在選取的姓名上方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發起群組聊

天。

傳送廣播訊息

傳送廣播訊息功能可讓您將單條訊息傳送給多個聯絡人。您可以從聯絡人清單中選取多個聯絡人或一組聯絡人，然後一次

傳送廣播訊息給所有人。收件者以正常一對一接收聊天訊息的相同方式接收廣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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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步驟 1 從聯絡人清單中，選取所有您想要傳送廣播訊息的聯絡人。

若您想要傳送訊息給整個群組，則選取聯絡人群組的標頭。

步驟 2 在選取的聯絡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傳送廣播訊息。

傳送廣播訊息對話方塊即會顯示。

步驟 3 在文字方塊中輸入您的訊息。

若您想要新增更多聯絡人以傳送廣播訊息，您可在收件者欄位搜尋並新增聯絡人。

步驟 4 按一下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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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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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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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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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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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3︰允許封鎖網域的特定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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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的所有人員，但 anitaperez@cisco.com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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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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公司內的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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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中心視窗中有「聊天室」圖示，即啟用了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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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加入的所有聊天室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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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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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聊天室限於特定成員，您就無法加入此聊天室，除非管理員將您新增至此聊天室。對於您不是成員的聊天

室，您會看到鎖定圖示，而非加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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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步驟 1 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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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聊天室中建立通知，以便在使用了關鍵字，或某些使用者發表評論，或您的使用者名稱被提及時收到通知。這些

通知取決於過濾器。過濾器可以使用您針對搜尋定義的條件搜尋聊天室。因此，在您建立過濾器之後，如果聊天室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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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符合您過濾條件的對話，將會通知您。您可以在中心視窗上看到紅色通知，該視窗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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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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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由您的系統管理員來啟用提到功能。

程序

步驟 1 若要提到其他使用者，按一下聊天視窗托盤中的@按鈕。亦可在聊天視窗中輸入@符號。
內嵌聯絡人搜尋方塊即會顯示。

步驟 2 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您想要提到的使用者名稱。

用戶端會顯示與您鍵入的內容相符的使用者名稱。

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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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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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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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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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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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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自訂聊天提示音

您可以新增自訂聊天提示音。所有聲音檔案必須採用 .wav音訊格式。支援的格式包括：

•WAV_FORMAT_PCM_8KHZ

•WAV_FORMAT_PCM_16KHZ

•WAV_FORMAT_PCM_24KHZ

•WAV_FORMAT_PCM_24KHZ_STEREO

•WAV_FORMAT_PCM_44KHZ

•WAV_FORMAT_PCM_48KHZ

•WAV_FORMAT_PCM_48KHZ_STEREO

•WAV_FORMAT_MU_LAW_8KHZ

•WAV_FORMAT_A_LAW_8KHZ

•WAV_FORMAT_G729

程序

步驟 1 瀏覽至系統上的 Jabber Chat Alerts資料夾。典型的安裝路徑為︰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Jabber\Sounds\Jabber Chat Alerts。

步驟 2 將自訂聊天提示音檔案複製到 Jabber Chat Alerts資料夾。
您現在可以看到，選項視窗的「聲音與提示」標籤上有新的聊天提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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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

Jabber 至 Jabber 通話
您可以使用 Jabber至 Jabber通話功能撥話給其他 Cisco Jabber用戶端。使用 Jabber至 Jabber通話存在一些差異︰

•您一次只能與一位聯絡人進行 Jabber至 Jabber通話。

•進行 Jabber至 Jabber通話時，若您撥話給其他聯絡人，目前進行的通話將會結束。

•當您發起與一位聯絡人的 Jabber至 Jabber通話時，該聯絡人同時發起與您的 Jabber至 Jabber通話，您的通話將會接
通，而不會收到任何來電通知。

開始之前

系統管理員必須啟用 Jabber至 Jabber通話功能。

程序

步驟 1 存取聯絡人的電話號碼選項。

例如，在聯絡人清單中的聯絡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通話，或從聊天視窗按一下電話號碼/地址清單下
拉式清單。

步驟 2 選取 Jabber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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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回覆

收到來自聯絡人的來電時，您可點選下列一個選項：

•接聽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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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回覆

如果選擇聊天回復，通話會轉接至您的語音信箱。此外還會彈出一個顯示來電者的聊天視窗，您可以選擇發送快速回復至

來電者。

若要使用此功能，必須設定語音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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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遠端攝像頭

在支援遠端攝像頭控制的通話中，您可以調整遠端攝像頭，以在視訊通話期間獲得更優質畫面，或者控制攝像頭在會議中

的版面配置。如果啟用了遠端攝像頭的控制功能，顯示遠端攝像頭控制圖示將會在通話時顯示。選取圖示後（視乎通話連

接方式而定），您可以使用圖示來移動遠端攝像頭或變更視訊螢幕在會議中的版面配置。

如果您直接呼叫其裝置配有可控攝像頭的單位或人員，即使同時有多人呼叫該裝置，您仍可控制遠端攝像頭。然而，如果

您呼叫 Cisco會議橋，則只能選取您想要各攝像頭在電話會議中的顯示方式，來控制會議版面配置。

開始之前

如果您的通話系統支援此功能且您的管理員已為您啟用此功能，則此功能可用。此外，需要採用軟體電話模式，這意味著

您已在中心視窗中選取使用我的電腦進行通話。

程序

步驟 1 開始視訊通話之後，選取顯示遠端攝像頭控制圖示。

步驟 2 使用平移、傾斜及縮放按鈕控制通話。

•對於呼叫裝置的直接通話，使用控制按鈕向左或向右平移攝像頭，向上或向下傾斜攝像頭，以及拉近和推

遠攝像頭。

•對於呼叫會議橋的通話，使用控制按鈕來選取您想要使用的會議版面配置。

您也可使用下列鍵盤快速鍵手動控制攝像頭︰

說明選項

向上箭頭鍵向上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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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選項

向下箭頭鍵向下傾斜

向左箭頭鍵向左平移

向右箭頭鍵向右平移

加號 (+)鍵（Shift +等號鍵）放大

減號 (-)鍵縮小

新增自訂鈴聲

您可以新增自訂鈴聲，並將其設定為來電鈴聲。所有聲音檔案必須採用 .wav音訊格式。支援的格式包括：

•WAV_FORMAT_PCM_8KHZ

•WAV_FORMAT_PCM_16KHZ

•WAV_FORMAT_PCM_24KHZ

•WAV_FORMAT_PCM_24KHZ_STEREO

•WAV_FORMAT_PCM_44KHZ

•WAV_FORMAT_PCM_48KHZ

•WAV_FORMAT_PCM_48KHZ_STEREO

•WAV_FORMAT_MU_LAW_8KHZ

•WAV_FORMAT_A_LAW_8KHZ

•WAV_FORMAT_G729

程序

步驟 1 瀏覽至系統上的Ringtones資料夾。典型的安裝路徑為︰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Jabber\Sounds\Ringtones。

步驟 2 將自訂鈴聲檔案複製到 Ringtones資料夾。
您現在可以看到，選項視窗的「聲音與提示」標籤上有新的鈴聲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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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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新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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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選項

如果您要與多人會談或會面，使用其中一個會議選項即可輕鬆地建立會議空間。

使用私人空間建立電話會議

開始之前

確保在 Cisco WebEx上的Meet Now設定中已選取使用私人空間進行我的所有即時會議。

程序

步驟 1 從聯絡人清單中選取一位或多位聯絡人。

步驟 2 在選取的聯絡人上方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功能表中選取Meet Now。
您將連接至您的私人空間，並向您的聯絡人傳送加入電話會議的邀請。

升級至 Collaboration Meeting Room (CMR)

您可以選擇使用 Cisco Collaboration Meeting Room (CMR)從群組聊天中建立電話會議。

程序

步驟 1 確保未選取使用我的會議服務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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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選項 >通話 >使用我的會議服務來核取選項。

步驟 2 當您與參與者進行群組聊天時，選取通話圖示。

您將連接至電話會議，並向群組聊天參與者傳送使用視訊連結或 Cisco WebEx參加會議的邀請。

設定會議橋資訊

在建立電話會議時，使用會議橋資訊指定邀請中要傳送給使用者的通話詳細資料。

程序

步驟 1 選取功能表圖示，然後選取檔案 >選項。

步驟 2 在開啟的選項視窗中，選取通話標籤。

步驟 3 選取使用我的會議服務選項。

步驟 4 輸入用於會議橋的號碼或 URI。

步驟 5 (可選) 如果您想要會議橋受密碼保護，請指定主持人 PIN及來賓 PIN。

步驟 6 選取套用，然後選取確定。

使用我的會議橋建立電話會議

開始之前

設定您的會議橋資訊。

程序

步驟 1 在群組聊天視窗中，選取通話圖示，開始電話會議。

步驟 2 您已連接至會議橋。系統將向其他群組聊天成員傳送加入電話會議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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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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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0版開始，此標籤稱為日曆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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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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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之前

在整合標籤（自 11.0版開始稱為日曆標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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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 Jabber主視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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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 Jabber主視窗。

步驟 2 選取檔案 >選項，然後再選取整合標籤。
自 11.0版開始，整合標籤稱為日曆標籤。

步驟 3 選取無，然後選取確定。

步驟 4 重新啟動 Cisco Ja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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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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立自訂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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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 在建立新的自訂標籤對話方塊視窗中，填妥下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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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您自訂標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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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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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6版開始，Windows版 Cisco Jab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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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下載指令碼以使用用戶端執行 JAWS。可以從 Cisco Jabber軟體下載站點下載程序檔和參考指南。您需要的檔案名稱
為 CiscoJabber-JAWs-Scripts.<最新版本>.zip。

協助工具圖示

協助工具圖示使用符號來顯示可用性。

若要使用協助工具圖示，請選取檢視 >顯示可存取的在線狀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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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標準和協助工具圖示：

說明協助工具圖示標準圖示

有空

離開

勿打擾

沒空

鍵盤快速鍵

全域快速鍵

鍵盤快速鍵運作

CTRL + Shift + ?存取停駐式視窗

若要顯示停駐式視窗：提示

1 開啟 Cisco Jabber主視
窗。

2 選取檢視 >顯示停駐式
視窗。

功能表鍵
Shift + F10

開啟內容功能表

來電

鍵盤快速鍵運作

Ctrl + L接聽來電

Ctrl + D拒絕通話

Ctrl + R回覆聊天通話

作用中的通話

鍵盤快速鍵運作

Ctrl + K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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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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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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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快速鍵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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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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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鍵盤快速鍵運作

CTRL + SHIFT + D開啟 Cisco Jabber診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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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盤導航

按 Tab鍵和方向鍵可瀏覽以下位置上的項目：

•Cisco Jabber主視窗

•聊天視窗

•通話視窗

•聯絡人清單

•選項視窗

•停駐式視窗

提示 •使用方向鍵可存取清單和個別元件。

•使用 Tab鍵可瀏覽一般區域，使用 Shift + Tab鍵可向後瀏覽。

•當您正在進行多個對話時，使用 Ctrl +Tab鍵可切換瀏覽對話視窗。

•按 Enter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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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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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Esc鍵結束次要控制功能表。

瀏覽聯絡人清單

有多個群組和聯絡人時，可以使用 Tab鍵瀏覽聯絡人清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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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向左和向右鍵可瀏覽群組中的聯絡人。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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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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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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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我的設定檔相片

如果您沒有顯示設定檔相片，或您想要變更所使用的相片，則可以新增或變更設定檔相片。然而，此選項僅適用於使用雲

端部署的組織。如果沒有編輯我的設定檔選項，則無法變更您的設定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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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設定檔相片下的圖示，以瀏覽至您要上載的相片。

步驟 3 選取相片，並選取開啟。

超連結中的空格

如果您要將連結貼至聊天視窗且連結中包含空格（關於網路位置），則需新增角括弧至超連結的開始與結束處，以確保整

個連結可點選，否則僅第一個空格前的起始字串包含於可點選連結內。

例如，您要向同事傳送檔案的網路位置連結。如果您只是向同事傳送不帶角括弧的位置，位置顯示如下︰

\\network_home\Public\user\11.0\ ADAM MCKENZIE。如果您將連結括於角括弧內，整個字串將顯示為可點選
連結︰<\\network_home\Public\user\11.0\ ADAM MCKENZIE>。

24



本手冊中有關產品的規格和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冊中的所有聲明、資訊和建議確信俱為真確，但不為任何明示或默示擔保。使用者必須負擔使用任何產品

的全責。

隨附產品的軟體授權和有限瑕疵責任擔保此後置於隨產品出貨的資訊封包中，並於此處併入本參照。若找不到軟體授權或有限瑕疵責任擔保，請連絡 CISCO代表取得相關
文件。

Cisco所採用之 TCP標頭壓縮，係改寫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CB)針對該校之 UNIX作業系統而開發之公用網域版本中的某程式。保留一切權利。版權所有
© 1981,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所提供相關供應商之所有文件檔案與軟體，均連同本身所具有之一切瑕疵而以「現狀」提供，不受此處所提供之其他擔保條款的保障。CISCO與上述提及的供應商不承擔
任何瑕疵責任擔保，不論其為明示或默示者，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適合某特定用途以及不侵害他人權益或是交易、用途或商業行為所引發的爭議。

在任何情況下，Cisco或其供應商不對任何間接、特殊、隨發或偶發損失承擔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因使用或無法使用本手冊而造成的利潤下降或者資料丟失或損壞，即
使 Cisco或其供應商已獲知存在此類損失的可能性。

此文件內所使用的任何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位址及電話號碼皆為虛構。此文件內所列之範例、指令顯示輸出、網路拓撲圖及其他圖表僅供說明之用。若有任何說明內容
中所使用的 IP位址及電話號碼與實際情況雷同，純屬巧合，絕非蓄意。

Cisco及 Cisco標誌是 Cisco及/或其子公司在美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或註冊商標。若要檢視 Cisco商標的清單，請移至此 URL：http://www.cisco.com/go/
trademarks。文中所提及之第三方商標均屬於其各自所有者。「合作夥伴」一詞不表示 Cisco與其他任何公司之間具有合作關係。(1110R)

Google、Google Play、Android及某些其他標誌是 Google Inc.的商標。

© 2016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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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總部亞太總部美洲總部
Cisco Systems International BV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Cisco Systems (USA) Pte. Ltd.
Singapore

Cisco Systems, Inc.
San Jose, CA 95134-1706
USA

Cisco在全球各地設有 200個以上的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的地址、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均詳列於下列
Cisco網站上：www.cisco.com/go/offices。


	Windows 版 Cisco Jabber 11.6 使用者指南
	使用者指南
	新資訊及變更的資訊
	線上狀態
	中建立個人狀態訊息

	聯絡人
	新增目錄群組
	新增外部聯絡人
	匯入聯絡人清單
	聯絡人清單定義


	聊天
	從聊天視窗搜尋
	發起群組聊天
	傳送廣播訊息
	傳輸檔案
	封鎖特定聯絡人和網域
	允許特定聯絡人和網域
	控制與您互動的人員
	管理狀態請求
	聊天室
	加入聊天室
	聊天室的參與者
	過濾聊天室
	聊天室中提到使用者
	搜尋聊天室

	新增自訂聊天提示音

	通話
	Jabber 至 Jabber 通話
	轉撥來電
	聊天回覆
	將通話圖示傳送給聯絡人
	控制遠端攝像頭
	新增自訂鈴聲

	會議
	新增會議帳戶
	會議選項
	使用私人空間建立電話會議
	升級至 Collaboration Meeting Room (CMR)
	設定會議橋資訊
	使用我的會議橋建立電話會議

	整合 Cisco Jabber 與日曆
	與 Google 日曆整合
	移除 Google 日曆整合


	中建立自訂標籤
	協助工具
	螢幕讀取程式支援
	協助工具圖示
	鍵盤快速鍵
	鍵盤導航

	疑難排解
	無法存取功能
	設定通話的視訊喜好設定
	變更我的設定檔相片
	超連結中的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