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視訊能如何自我回饋

如果您正考慮為您的企業採購一套網真或視訊會議產品的話，

不同於幾年前，您現在擁有非常多樣化的選擇。視訊協作這個產

業的發展非常快速，受惠於 IP 網路的普及、使用者介面的簡易

化、及包括桌上型或可攜式的商業級個人視訊解決方案等，各種

產品形式的問世，令視訊協作產品的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另一方

面，隨著擬真環境網真解決方案和高清晰會議室系統的問世，客

戶對品質和設計水平的期望也大幅提高。不過，既然視訊協作涵

蓋範圍有了大幅的發展，您在面對多樣化的特色與功能，就必須

多做取捨衡量，為您的企業打造一套最適合的視訊協作專業。

首先，考慮一下您的企業如何運用視訊。運用視訊協作，只要

是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拜訪進行的業務流程，大部分都能獲得

改善和提升。不僅如此，一旦視訊配置就緒，您甚至會發覺還有

更多其他改善視訊的空間。以下幾個例子便是不同部門採用視訊

的成功實例：

主管部門

‧不限人事地物，定期舉行面對面管理會議

‧無須舟車勞頓，舉行面對面董事會議

‧有需要時，能立即且「當面」與關鍵決策人士取得聯繫

‧以所有員工為對象，現場直播或事後撥放總裁的談話

‧無須勞駕出差，便能在研討會或展示會進行講演

‧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市場行銷部門

‧ 增加與客戶面對面的機會，建立並穩固雙方的關係，取得更

多商機

‧ 客戶可以由任何一家分支機構，與身處在總公司或遠地其他

分支機構的專業人員進行諮詢

‧ 使身在遠地的銷售人員能與總部進行連線，以接受進一步的

培訓

‧面對面與客戶進行市場調查

‧將市場資訊與各地的人員分享

‧減少外出，服務更多的客戶

Cisco 視訊協作指南

步驟 2 建立視訊
協作的實例

四個步驟讓您了解您的企業在運用視訊科技上的潛力

「透過視訊科技的運用，我們

才能排除萬難，讓思科在併購

TANDBERG 後，順利進行兩家公

司的整合」

Jawahar Sivasankaran 思 科 IT 部

門資深經理

潘宗明 Antony - 技術顧問 

快加入建達網路暨雲端中心 - 
UC統合通信論壇

 www.facebook.com/groups/xande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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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部門

‧面對面與遠地人選進行面試，減少出差成本負擔

‧以視訊面對面方式連結學員，調高訓練的效率

‧減輕並縮短企業合併後的整合期

‧強化並推動在家工作方案

‧及時且「實境」舉行員工大會

‧規劃業務延續方案

研發產品部門

‧即時分享產品文件或圖樣，立即進行必要的修改

‧減少因文化與地理差異的誤會

‧在相隔遠地的工作場所之間，建立虛擬的員工休息室，便於及時協作的進行

‧及時取得供應商和客戶的會饋意見

‧及時與遠地的專業人員進行聯繫

‧縮點產品上市周期

製造部門

‧產品發展設計決策更快、更完善

‧在不同地點進行品管

‧由專業人士進行遠地設備維修

‧與供應商協調出貨

‧涵蓋海外分支機構，建立統一的企業文化

‧規劃企業的業務延續方案

‧邀請客戶進行焦點團體訪談

‧提供在職訓練

‧精簡供應鏈管理

「以現今經濟局勢來看，教育

訓練不再是選項。員工必須接

受在職培訓，以充實並掌握當

前的重要資訊。如果相關部門

相隔遠地，就得花費較多的教

育經費。可是藉由與 CISCO

等之創新夥伴合作，可協助各

機關完成各自的教育訓練，讓

每一分每一毛的教育經費充分

發揮效果。」

Tom kenney 聯 邦 公 民 總 署

GTSI 副署長兼總經理

網路達人 UC 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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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門

‧ 及時協作：擬定每日策略，分享最新消息和市場狀況，

能在掌握一切的情況下做出決策

‧ 將專業財經諮詢的服務範圍，延伸至遠地分支機構的客

戶

‧「當面」與遠地人才進行面試

‧提供對面的訓練和諮詢機會

公共事務領域

‧從事國家級、縣級及地方政府間的協調

‧確保嚴密維安等級的環境下進行簡報

‧提供成本效益高的訓練

‧推動遠距業務和在家工作等活動

‧規劃業務延續方案

公共安全

‧有效率地協調災後復建工作

‧建立機動式前進指會所

‧及時廣播重要訊息

‧立即讓專業人員參與現場實勘

醫療照護

‧為偏遠地區提供遠距醫療診斷

‧集結醫療專家，實施面對面的指導和諮詢

‧為病患和醫療人員，提供傳譯服務

‧參加在職醫療進修課程

教育培訓

‧及時且「現場」與其他教育機構協作

‧ 對偏遠地區學生提供課程，使這些學生有如實際登堂上

課

‧豐富課程內容，透過視訊引入專家演講及虛擬實地考察

待續 .... 第 3 步驟  選擇：適合的設備和供應商

‧為教職人員提供在職培訓課程

‧跨學區舉辦面對面的管理會議

投資報酬率 ROI—最重要的三個英文字母

在您找到貴企業運用視訊協作的方式後，可針對準備以

視訊取代的業務進行調查，了解現在這些業務所耗用的時

間和經費支出的規模。考量的重點如下：

‧有多少員工為了開會而出差 ? 出差的花費為多少 ?

‧員工減少出差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如何加以有效運用 ?

‧ 產品上市之前要花費多少時間 ? 每次諮詢服務需費多少

時間完成 ?

 延攬一名員工又要花多少時間 ? 解決問題呢 ?

‧ 如何整合培訓課程，以避免員工出差，減少員工離開崗

位的時間，並縮短整個訓練時間 ?

嘗試以視訊協作來解決上述問題，您就可以評量並估計

您的投資報酬率 (ROI)。

「我認為網真是創造生動活潑、互動式全球化

課堂的第一步。這項技術可以將商業學校、學

生、合作廠商、研發人員、及其他各界人士結

合在一起，並成為商業教育永續發展上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Ray Smith 南卡羅來納大學

達拉摩爾商學院副院長

Q. 視訊協作指南四個步驟中的第一步是 ??

快上技術顧問專屬 Facebook 回答您的

答案，就有機會得到精美小禮物 !

有獎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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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宣布推出多項協作優化方案，包括思科 Jabber ™ for 

iPad 及 Windows、思科 WebEx® Meetings Server ，以及思

科網真 TX9000 平台，協助企業革新工作方式至隨著員工移

動的統一工作間，以支援日新月異的業務需要及員工工作

模式。

移動設備及網路存取使用的顯著增長，加上全球移動資

料及影像應用的普及，觸發協作模式出現新的方向。根據

「思科視覺網路指數 2012」 （Cisco Visual Network Index，

VNI）的預測，至 2016 年，全球將會有接近 189 億個網路

連接，相等於地球上每人有 2.5 個網路連接，而 2011 年則

約有 103 億個；另外，商業 IP 影像會議流量，於預測時期

增長 6 倍，比整體商業 IP 流量同期增長高出超過 2 倍，即

由 2011 年至 2016 年的複合年均增長率（CAGR）為 42%。

就全球而言，桌面型影像會議用戶數目，將由 2011 年的

3,640 萬名用戶，升至 2016 年的 2.189 億名用戶，預測將成

為增長最快的服務。

為回應現今企業員工的需求，藉著高可用性的網路連接

各種設備，提供無與倫比的用戶體驗，思科宣布推出的協

作優化方案，協助企業從「以個人電腦為中心」的通訊模

式革新至「以人為中心」，讓用戶能夠透過任何設備或應

用程式，隨時隨地展開高效協作，邁進「後 PC」 時代。

 

擴展思科 Jabber 至 iPad 及 Windows
用戶需要一種能伴隨他們在外的工作體驗，當中具備跨

地域、跨設備，以及跨平台的特點。思科 Jabber 為 iPad 及

Windows 提供先進的協作功 能至用戶選擇的設備。作為一

個協作應用程式，思科 Jabber 整合網上狀態（Presence）、

即時訊息（IM）、語音和影像通話、語音訊息、桌面共享

及會議等協作功能於一身，為個人電腦、Mac、平板電腦，

以及智慧型手機提供一致的通訊體驗。Jabber® 為企業員工

提供簡易的方法，隨時聯絡有關的工作夥伴，並了解他們

是否連線，以及採用哪些設備，然後按他們所選擇的方法

或設備進行通訊。基於 Jabber 現有的廣泛組合，包括支援 

Android、iOS、Mac 及 Blackberry，思科正將 Jabber 進一步

伸延至 iPad及Windows 的平台，並擴大對網真之間的整合，

讓移動用戶不論在辦公室或外出洽公，均可擁有展開及連

接至網真會議的途徑。

Jabber for iPad 
‧Jabber for iPad 為用戶提供於 iPad 上連接高品質的影

像、語音、網上狀態、即時訊息、會議及影像語音訊

息功能

‧Jabber for iPad 為需要即時存取資訊的移動員工，以及

思科推出多項協作優化方案 展現後 PC 時代的協作模式

成就隨時隨地以任何設備及應用程式高效協作

協助企業革新至統一工作間

網路達人 UC 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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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需要選擇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工作的決策人員，

提供一個全面的協作體驗

‧Jabber for iPad 跟 Jabber Video for TelePresence 及 Jabber 

桌面應用一樣，均採用基於高清影像引擎所提供的同

一標準體驗。Jabber for iPad 採用 H264、XMPP 及 SIP 

的網路協定。

Jabber for Windows 
• 作為統一客戶端軟體，思科 Jabber for Windows 為終端

用戶提供一個平台，去使用不同的溝通及協作工具，

包括高清影像、語音、網上狀態、即時訊息（點對

點、群組、持續通話）、桌面共享、網上會議（Web 

Conferencing），以及影像語音訊息存取

• 思科 Jabber for Windows 具備高度直覺的用戶體驗，藉

著點擊的操作，接入多重通訊模式，並能跟 Microsoft 

Office 作無縫的整合

• 思科 Jabber for Windows 整合高階的引擎，提供高清影

像至桌面環境。這項技術採用極具高效、領先業界的

編碼，讓客戶只須以一般雙核心處理器的電腦，便可

以透過 H.264 標準協定，進行高清影像通訊，同時亦

改善在較低頻寬下的通訊效能 

• Cisco Jabber for Windows 亦 使 用 XMPP、SIP 以 及

BFCP 標準

擴展 Cisco WebEx 網路會議至私有雲

在全球，透過思科 WebEx 公共雲使用 WebEx 會議的數目

正持續飆升，每年增幅達 38%；與此同時，客戶亦正尋求

能提供跟公共雲相同協作效能的私有雲解決方案，帶來一

致的用戶體驗之餘，並能提升對內部的控制。思科透過推

出 WebEx 會議伺服器（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以

回應企業需要或渴望一個設置在他們的資料中心、可實施

完全「置於場地」的會議解決方案。

Cisco WebEx 會議伺服器為客戶提供一個理想的選擇，既

可按他們的選擇及需要提供「置於場地」的方案，亦能在

「後 PC」時代中，透過跨設備、操作系統及整合於現有的

統一通訊效能的環境下，讓他們隨時登入網上會議方案。

透過 WebEx 會議伺服器，客戶可享用以下的效益：

• 與公共雲方案提供同樣優質的 WebEx 用戶體驗，包括

WebEx PC、Mac、iPhone及 iPad客戶端；高品質的影像；

共享、註解及協作工具；錄製及播放功能

• 整合思科的 UC 系列，擴展 IP 電話至會議，並直接從

Jabber 客戶端上，令 Jabber IM 通訊，升級至全面的

WebEx 會議

• 專 為 簡 易 部 署 及 管 理 的 Cisco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 （Cisco UCS®）伺服器而設計的一個虛擬的

軟件解決方案。

嶄新三螢幕沉浸式的網真平台

建立協作通訊基準

擁有領先全球的市場佔有率，思科網真一直為企業打造

一個全新的協作方式，讓用戶隨時隨地可以仿如置身現場

一樣，作出理想及迅速的決策。全新推出的網真 TX9000，

擁有尖端的科技、卓越的工業設計、充滿時代感的外觀及

優質的完成程序，為用戶提供最高品質的網真體驗，以及

先進的協作功能。

為回應協作間環境，讓企業實踐「自主」協作的模式，

TX9000 整合多個協作工具，包括以一觸式操作（One 

Touch）連接至 Cisco WebEx，以及具備能跟其他廠商所有

的標準終端互通互連的設計，提供橫跨於思科所有協作方

案一致的體驗。TX9000 系列提供以下協作特點：

• 在網真的主螢幕上提供內容共享功能、提示及標示功

能、電子白板、從螢幕到螢幕移動內容，以及從多個

內容來源引入資料

• 創新的鏡頭設置，提升與會者之間的眼神接觸，這技

術及鏡頭使背景細膩地融合

• 能夠支援 1080p 解像度、每秒 60 格畫面（frames per 

second，fps）；至於資料分享功能則支援 1080p解像度、

每秒 30 格畫面

• 容納到 6 位使用者，連至第二張會議桌時，更可容納

多達 18 位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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