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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Better Together over Ethernet (BToE)
功能，您可以在 Polycom VVX 商務 IP 電話
上登入您的商務用 Skype 帳戶。您可以使用
電話來處理電話和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上的
通話。
此說明文件適用於安裝商務用 Skype 的 VVX
250、350 和 450 商務 IP 電話。
《Polycom VVX 商務 IP 電話配備 Better
Together over Ethernet 功能使用者指南》可
於 Polycom 技術支援網站上取得，文件中包
含更多可用功能的資訊。
®

®

下載並安裝 Polycom BToE Connector
應用程式

如要在電話上使用 BToE 功能，請在您的
Windows 電腦上下載並安裝 Polycom BToE
Connector 應用程式。
如要下載並安裝 Polycom BToE Connector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從 Polycom 技術支援網站上的 VVX 商務 IP
電話支援頁面下載應用程式。
2 同意使用者條款與條件，然後按一下 [Submit]
（送出）。
3 將下載的檔案解壓縮，然後按一下 Polycom
BToE Connector.msi 檔案。
4 依照安裝指示完成安裝。
1

自動配對電話與 BToE

您可以將電話設定為在電話透過乙太網路連接
到電腦時，自動與電腦配對。
如要進行自動配對：
如要進行自動配對：
1

請在電話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瀏覽到 [設定] > [功能] > [BToE 電
腦配對]。
點一下 BToE 小工具。
瀏覽到 [設定] > [功能] > [商務用
Skype] > [登入] > [透過 PC]。

選取 [配對模式]，然後選取 [自動]。
3 將乙太網路線從您的電腦連接到電話上的 PC
連接埠。
4 若應用程式未自動開始執行，請在電腦上啟動
BToE 應用程式。
2

手動配對電話與 BToE

您必須要有 Polycom BToE Connector 應用程
式 3.7.10 或更新的版本才能使用手動配對。
不過，手動配對功能已不再需要您將乙太網路
線從電腦連接到電話上的 PC 連接埠。
如要進行手動配對：
如要進行手動配對：
在電話上，瀏覽到 [設定] > [功能] > [BToE 電
腦配對]。
2 選取 [配對模式]，然後選取 [手動]。
1

在電腦上，按一下 Polycom BToE Connector
桌面圖示 以啟動應用程式。
4 在應用程式圖示
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
後按一下 [與電話配對]。
5 在電腦的對話方塊中輸入顯示在電話上的八字
元配對代碼，然後按一下 [配對]。

3

使用商務用 Skype 登入

當電話已連接到電腦並使用 BToE 配對時，您
可以在電腦上使用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登入
電話。
如要登入商務用 Skype：
在電話上，按下 [登入] 功能鍵，或者瀏覽到
[設定] > [功能] > [Skype]。
2 選取 [透過 PC]。
3 在電腦上顯示的商務用 Skype 提示中，輸入
您的登入帳號密碼。
1

如要登出商務用 Skype：
» 按下 [登出] 功能鍵。
建立鎖定密碼

登入之後，建立一個鎖定密碼以供用於解鎖電
話。
如要建立鎖定密碼：
如要建立鎖定密碼：
» 在系統提示時，輸入您的鎖定密碼然後確
認。

如要接聽來電：
如要接聽來電：
»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若在電話和用戶端中以相同的帳戶
登入，請在電話上按 [接聽]，或在用
戶端中按一下 [接聽]。
若以不同的使用者帳戶登入，那麼
如果是登入電話的帳戶收到來電，
請在電話上按下 [接聽]；反之如果來
電是給登入用戶端的帳戶，則請在
用戶端上按一下 [接聽]。

鎖定電話

使用電腦來鎖定電話。
如要鎖定電話：
如要鎖定電話：
» 鎖定電腦。

解鎖電話

使用電腦來解鎖電話。
如要解鎖電話：
如要解鎖電話：
» 解鎖電腦。

撥打電話
撥打電話

將電話設為音訊裝置

請確認您已在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中將 VVX
商務 IP 電話設定為主要音訊裝置。
如要將電話設為主要音訊裝置：
如要將電話設為主要音訊裝置：
» 在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中，按一下音訊裝
置圖示 ，然後選取 [Polycom VVX 電
話]來作為您的主要裝置。

接聽來電

依據登入電話和用戶端的使用者帳戶的不同，
來電和進行中通話可能會顯示在電話上、在商
務用 Skype 用戶端中，或是同時顯示在電話
上和在用戶端中。
若以不同的帳戶登入，電話上會顯示在用戶端
中所接聽之通話的電腦音訊圖示 。

在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中撥打的通話也會在
電話上撥出。
如要從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撥打電話：
用戶端撥打電話：
» 在一位聯絡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
一下 [通話]。

暫停及繼續通話

當您在電話上和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上登入
不同的使用者帳戶時，您可以在電話上暫停進
行中的商務用 Skype 語音和視訊通話。若您
以同一個使用者帳戶登入電話和用戶端，您也
可以暫停視訊通話。
不過，當您在電話上暫停語音或視訊通話時，
通話還是會繼續在電腦的商務用 Skype 用戶
端上進行。
如要暫停及繼續語音或視訊通話：
如要暫停及繼續語音或視訊通話：

在電腦和電話之間移動通話音訊

您可以在電話與電腦之間移動音訊。
如要在電腦和電話之間移動通話音訊：
如要在電腦和電話之間移動通話音訊：

在商務用 Skype 用戶端中，按一下 。
2 按一下 [裝置] 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1

按一下 [話筒] 來將音訊移到電話上。
按一下 [電腦麥克風和喇叭] 來將音
訊移到電腦上。

從電話和電腦上取消配對 BToE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來從電話和電腦上取消配
對 BToE：
在應用程式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找到 VVX 商務 IP 配對圖示，然後
按一下 [與電話取消配對]。

停用電話上的 BToE

您可以停用電話上的 BToE 功能。
如要停用電話上的 BToE：

在電話上，瀏覽到 [設定] > [進階] > [管理設定]
> [BToE 電腦配對]。
2 選取 [停用]。
1

在電話上，按下 [暫停]。
2 在電話上，按下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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