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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快速秘訣適用於 Polycom® RealPresence
Trio™ 8500 和 8800 會議室系統。
如需有關可用功能的詳細資訊，請至 Polycom
語音支援網頁參閱《Polycom RealPresence Trio
解決方案使用者指南》。

您可以接聽或拒絕來電。

電話會在會議開始前五分鐘顯示會議通知。您
可從行事曆或會議提醒參加預定會議。

若要接聽電話：

若要透過行事曆加入會議：

[接聽]。

» 點一下[行事曆]然後在會議旁點一下[加入]。

結束通話

您可以使用螢幕鍵盤來輸入資訊。

若要透過會議提醒加入會議：

您只能結束進行中的通話。

若要使用螢幕鍵盤：
。

撥打電話
您可以從聯絡人、最近通話記錄撥打電話給聯
絡人或是我的最愛。
若要撥打電話：
» 在主畫面中執行以下其中一個步驟：
➢

點一下[撥打電話]，輸入電話號碼，然
後點一下
。

➢

點選一個我的最愛。

➢

點一下[聯絡人]，選取一個通訊錄，選
取一個聯絡人，然後點一下[撥號]。

➢

參加預定會議

» 點一下

輸入資料

» 點一下一個文字欄位或點一下

接聽電話

點一下[最近通話記錄]然後選取一個聯
絡人。
如此系統就會自動撥號給該聯絡人。

若要結束進行中通話：
» 點一下

開始電話會議

[掛斷]。

您可以與最多四位聯絡人開始電話會議。

如要結束保留的通話，請先繼續該通話。
若要結束保留通話：
» 點一下

[繼續] >

若要開始電話會議：
1 撥號給聯絡人。

[掛斷]。

通話保留與繼續通話
您可以將任何進行中的語音或視訊通話轉為保
留，然後在您準備好時再繼續通話。
若要保留通話：

» 在會議提醒顯示時，點一下[加入]。

2 點一下[新增]，然後輸入聯絡人的號碼，或者
從[聯絡人]或[最近通話記錄]中選取一個聯絡
人。

聯絡人接聽後會就被加到會議中。
您也可以將進行中的通話與保留通話合併為電
話會議。
若要將兩通通話合併為電話會議：

» 點一下

[保留]。

若要繼續通話：
» 點一下

[繼續]。

» 在通話畫面中，選取兩通通話，然後點一
下

[合併通話]。

管理電話會議

新增我的最愛

連接藍牙裝置

在由您開始的電話會議中，您可以將所有參與
者靜音、將個別參與者靜音，或者從通話中移
除一位參與者。

您可以將聯絡人加入我的最愛，所有我的最愛
都會顯示在主畫面上。

若藍牙功能為啟用，您可以將具備藍牙功能的
電話或平板電腦與會議電話配對並連線。

若要新增我的最愛：

若要連接藍牙裝置：

若要將所有會議參與者靜音：
» 點一下會議名稱然後點一下
來將所有參與者靜音。

[全部靜音]

2 在詳細資料畫面中，點一下

若要管理個別參與者：
» 點選一位參與者，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動作：
➢

➢

點一下
音。
點一下
與者。

1 瀏覽到[聯絡人] > [聯絡人通訊錄]，然後選取
一個聯絡人。

[靜音] 即可將參與者轉為靜

我的最愛圖示會變為藍色
會被加到主畫面中。

。

，且聯絡人

新增為我的最愛的聯絡人會優先顯示在聯絡人
通訊錄中。

» 在您的裝置上，開啟藍牙功能並在可用系
統和裝置清單中選取 RealPresence Trio。

使用 NFC 來連接藍牙裝置
若藍牙和 NFC 功能為啟用，您可以將具備 NFC
功能的藍牙電話或平板電腦與 RealPresence
Trio 8800 系統配對並連線。
若要使用 NFC 來連接藍牙裝置：

麥克風靜音

1 啟用您裝置上的 NFC。

[掛斷]來移除會議中的參

您可隨時將麥克風轉為靜音。

2 在系統上點選並按住裝置的 NFC 符號兩秒。

若要將麥克風靜音：

檢視最近通話記錄

» 點一下系統或麥克風上的

您可以檢視已撥、已接及未接電話。

音] 鍵。

若要檢視最近通話記錄：

接著靜音圖示會變為紅色
亮紅燈。

» 點一下 [最近通話記錄]。

3 確認您的裝置已配對並已連線到
RealPresence Trio 8800。

[靜音]或 [靜

且 [靜音] 鍵

檢視聯絡人通訊錄

調整音量

您可以檢視並將聯絡人新增到聯絡人通訊錄。

您可以使用音量鍵來調整通話或來電鈴聲的音
量。

若要檢視聯絡人通訊錄：
» 瀏覽到[聯絡人] > [聯絡人通訊錄]。

» 點一下 + 提高音量或 – 降低音量按鈕。

若要新增聯絡人到聯絡人通訊錄：
1 在聯絡人通訊錄中，點一下

若要調整音量：

。

2 輸入聯絡人的資訊，然後點一下[儲存]。

透過藍牙撥打電話
若您的行動電話已使用藍牙或 NFC 來連線到
RealPresence Trio 系統，您可以在行動電話上
撥打電話並使用系統來作為通話的免持聽筒。
若要透過藍牙撥打電話：
1 在行動電話上，撥號給聯絡人。
2 在通話畫面上，選取 [RealPresence Trio] 來
作為音訊來源。

顯示內容畫面
當 RealPresence Trio Visual+ 已連接到一部監視
器並與 RealPresence Trio 8800 系統配對後，您
可以在筆記型電腦上使用 Po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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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Presence® Desktop，或者在平板電腦上使
用 Polycom® RealPresence® Mobile 來顯示內容
畫面。如果您沒有這兩種應用程式的任一種，
您可以從 support.polycom.com/rpd 下載
RealPresence Desktop，或者從平板電腦的應用
程式商店下載 RealPresence Mobile。
若要使用 RealPresence Desktop 或
RealPresence Mobile 來顯示內容畫面：
1 打開桌面或行動電話應用程式。
2 找到

[設定值] > [SmartPairing]。

3 按一下或點一下[啟用 SmartPairing]和[自動
偵測]的勾選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或[完成]。
4 選取

然後選取[共用內容畫面]。

5 選取您系統的名稱或 IP 位址，然後選取[配對]。
若您的系統不在清單上，請輸入系統的 IP 位
址，然後選取[配對]。
在 RealPresence Mobile 中，點一下[手動配
對]然後輸入您系統的 IP 位址，接著點一下[開
始]。
6 選擇要共用的螢幕或應用程式。
在 RealPresence Desktop 中，內容畫面會
自動顯示。
7 在 RealPresence Mobile 中，點一下
示內容畫面。

來顯

www.polycom.com
© 2017 Polycom, Inc. 版權所有。Polycom® 以及和 Polycom 產品相關的名稱與標示為 Polycom, Inc. 的商標與（或）服務商標，
以及在美國和其他各國的註冊商標與（或）一般法律標示。其他所有商標則為各擁有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