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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阐述

想让公司高层领导支持您要采用的方
案？请使用下方材料向他们阐述视频 
的革命性价值，其内容以事实为基础， 
关乎如何提升员工参与度、生产力以 
及招贤纳士。

点击此处下载和分享 视频的价值
我们的竞争都集中在两大领域。业务与人才。那么为什么
要把机会限制在办公室周围 20 英里的范围内呢？其实还
能有更好的方式。

Cisco 协作客户深知，提供无缝的视频体验即意味着能够
连接到平常无法触及的客户与市场。事实上，当您沉浸在
高清视频的体验中时，时间与空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的这款工具包搭配有快速参考指南、推广资产与用户
案例，专为帮助您在企业中应用视频而打造。当您的办公
场所拥有了 Webex 的强大技术支持，接下来就是见证奇
迹的时刻。

您的使命是连接人与人？这同样也是我们的使命。

视频协作... 

提升让员工生产力 

员工生产力是大多数企业衡量是否盈利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在绝大多数高层会
议中，员工生产力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原因就是，是员工大多数企
业最具战略意义的资产（也占据了最大的成本），而实体资产只能屈居次席。

提供世界级的协作体验是您为提升员工生产力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此
外，周密的采用计划意味着您在 Cisco Collaboration 上的投资将更有可能获得
最大回报。

的行政和 IT 决策
者称，如果成为了 
CEO，提升生产力将
是其首要任务。

来源： 
英国电信 (BT) 全球调查
（2017 年）

80% 的员工认为拥有灵
活的办公地点、时
间、方式，能使其
中敬业度和生产力
提升 60%。

来源： 
Flex Strategy Group

91%的行政和 IT 决策者
称，数字化体验的
改进有利于生产力的
提升。

来源： 
英国电信 (BT) 全球调查
（2017 年）

91%的员工觉得技术能对
其工作生产力产生正
面影响。

来源： 
英国工作基金会 
(UK Work Foundation)

80%

视频协作...

提高员工敬业度 

员工敬业度曾经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标准，但如今几乎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从招
聘、入职到工资和奖金；每天您都有机会在重要时刻为您最优秀的人才创造更好
的员工体验。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弹性工作制是推动员工提高绩效、促进员工发展以及提高
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Cisco 便捷的现代化视频会议解决方案能够带来消费级的
体验，让员工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均可灵活开展工作，满足工作与生活间的平
衡需求。

的弹性工作制员工报告
称在过去五年中得到两
次或两次以上晋升的机
会明显提升。

来源： 
IBM Smarter Work Institute

33% 的员工会为视频
通话做更充分的
准备。

来源： West UC
82%的员工在视频会议

通话中的参与度比
在仅音频呼叫会议
中的参与度更高。

来源： West UC

73%的员工觉得拥有灵
活的办公地点、时
间、方式时，更有
利于其提高工作积
极性和效率。

来源： 
Flex Strategy Group

60%

视频协作... 

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的员工有意愿换一个能够自主
选择办公地点的工作（至少一
部分工作时间）。

来源： Gallup
37% 是完全分散式的企业招聘新

员工所花费时间减少的比率

来源： Owl Labs33% 的管理人员认识到了技术与
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

来源： 英国工作基金会 
(UK Work Foundation)

66%

有权决定办公时间与地点的员

工不仅工作体验更好，而且工作

与家庭平衡间的冲突也更少。

来源： 
美国社会学评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官方研究显示，好的人才更想拥有更多选择。斯坦福大
学研究人员发现，允许员工远程办公或在家办公能够提
升员工幸福感、降低离职率和提高生产力。事实上，是
否允许弹性排班和在家办公，在员工决定去留时起到了
重要作用。

对于我们每一家企业来说，提供办公地点与方式的灵活
选择，意味着需要通过便捷但又强大的技术赋予管理人
员可视性与信息，即使没有与员工同在一处，也能够预
见到产出、可交付成果与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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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此工具包

使用此工具包提升 Cisco Webex Share 新设备的使用率
为获得最佳用户体验和导航，请使用 Adobe Acrobat 查看此文件。
在此免费下载

在本手册中， 
您可以找到

  专为鼓励知识工作者使用 
Cisco WebEx Share 设备而 
设计的文档。

各文档底部都包含下载链接，点击即可访
问各个文件以便您按需分享。

定制化
您可以对文件进行定制化以便在贵公司使
用。在本手册的结尾，您可以找到所有可
编辑文件类型的链接。您可以随意更改。

是否喜欢？
如要提供反馈，或请求获取更多相关内
容，请点击：

是否喜欢？

希望深入学习？
获取 Cisco 专家对您问题的现场解答。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及注册事宜，请前往 
cisco.com/go/quickclass

加入 Cisco Collaboration 社区，在这里
您可以提问，找到本手册中讨论的所有重
要内容，无限精彩等您来开启。

有问题或意见？加入  
Webex 采用空间或发送邮件至 
WebexAdoption@cisco.com

https://collaborationhelp.cisco.com/article/zh-cn/nkpwpqd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technology-and-support/ct-p/technology-support
https://eurl.io/#H1v3adDNQ
mailto:WebexAdoption@cisco.com
https://get.adobe.com/reader/?loc%81%81%82%8A%82%90
https://www.ciscofeedback.vovici.com/se/6A5348A7529DD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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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帮助入门的实用小道具

会议室中发放的成功会议指南
我们在下一页中设计了一份简单易懂的快速入门指南，可以帮助您的同事们
迅速上手。

只需打印出来并放在会议室的显眼之处即可。

您可以选择：

打印并放在会议桌上 打印并张贴在墙上 打印并摆放在海报架中 购买台签桌牌

您好，我是一台 Webex Share 
设备，看看我有哪些功能吧

在任何显示器上共享您的
设备屏幕
Cisco Webex Share 是一款手掌大小的设
备，能够插入您显示器上的 HDMI 端口，借助 
Webex Teams 或 Webex Meetings 应用程序
即可将显示器转化为无线演示屏幕。

无线连接至监视器、显示器或电视机

步骤 01
在您的笔记本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打
开 Cisco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开始自动配对。

步骤 02
确定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设备名称。

如果您无法看到设备名称，请手动配对。单击设
备名称。

步骤 03
单击 Share Screen（共享屏幕）。

步骤 04
单击 Stop（停止）即可停止共享。

Share Screen
（共享屏幕）

Stop（停止）

您好，我是一台 Webex Share 
设备，看看我有哪些功能吧

在任何显示器上共享您的
设备屏幕
Cisco Webex Share 是一款手掌大小的设
备，能够插入您显示器上的 HDMI 端口，借助 
Webex Teams 或 Webex Meetings 应用程序
即可将显示器转化为无线演示屏幕。

无线连接至监视器、显示器或电视机

步骤 01
在您的笔记本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打
开 Cisco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开始自动配对。

步骤 02
确定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设备名称。

如果您无法看到设备名称，请手动配对。单击设
备名称。

步骤 03
单击 Share Screen（共享屏幕）。

步骤 04
单击 Stop（停止）即可停止共享。

Share Screen
（共享屏幕）

Stop（停止）

您好，我是一台 Webex Share 
设备，看看我有哪些功能吧

在任何显示器上共享您的
设备屏幕
Cisco Webex Share 是一款手掌大小的设
备，能够插入您显示器上的 HDMI 端口，借助 
Webex Teams 或 Webex Meetings 应用程序
即可将显示器转化为无线演示屏幕。

无线连接至监视器、显示器或电视机

步骤 01
在您的笔记本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打
开 Cisco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开始自动配对。

步骤 02
确定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设备名称。

如果您无法看到设备名称，请手动配对。单击设
备名称。

步骤 03
单击 Share Screen（共享屏幕）。

步骤 04
单击 Stop（停止）即可停止共享。

Share Screen
（共享屏幕）

Stop（停止）

您好，我是一台 Webex Share 
设备，看看我有哪些功能吧

在任何显示器上共享您的
设备屏幕
Cisco Webex Share 是一款手掌大小的设
备，能够插入您显示器上的 HDMI 端口，借助 
Webex Teams 或 Webex Meetings 应用程序
即可将显示器转化为无线演示屏幕。

无线连接至监视器、显示器或电视机

步骤 01
在您的笔记本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打
开 Cisco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开始自动配对。

步骤 02
确定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设备名称。

如果您无法看到设备名称，请手动配对。单击设
备名称。

步骤 03
单击 Share Screen（共享屏幕）。

步骤 04
单击 Stop（停止）即可停止共享。

Share Screen
（共享屏幕）

Stop（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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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ebex Share 快速入门指南

下载页面

您好，我是一台 Webex Share 
设备，看看我有哪些功能吧

在任何显示器上共享您的
设备屏幕
Cisco Webex Share 是一款手掌大小的设
备，能够插入您显示器上的 HDMI 端口，借助 
Webex Teams 或 Webex Meetings 应用程序
即可将显示器转化为无线演示屏幕。

无线连接至监视器、显示器或电视机

步骤 01
在您的笔记本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打
开 Cisco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开始自动配对。

步骤 02
确定您可以在左下角看到设备名称。

如果您无法看到设备名称，请手动配对。单击设
备名称。

步骤 03
单击 Share Screen（共享屏幕）。

步骤 04
单击 Stop（停止）即可停止共享。

Share Screen
（共享屏幕）

Stop（停止）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webex-share-quick-start-guide-coming-soon/td-p/373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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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ebex Share 宣传海报

我们设计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海报，
您可以选择打印更契合贵公司风格
的那种，并张贴在办公室、休息室
或会议室旁。

下载海报

没有加密锁？
不用担心。
打开 Cisco Webex Share 
从容地无线共享屏幕。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webex-share-posters-coming-soon/m-p/3736537#M17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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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ebex Share 宣传海报

下载海报

没有加密锁？
不用担心。
打开 Cisco Webex Share
从容地无线共享屏幕。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posters-photographic/m-p/3736732#M17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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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Webex Share：面对面分享 – A

我们编写了两套极具说服力的使
用案例，展示如何使用 Webex 
Share 随时随地共享屏幕。您可以
通过打印、发送电子邮件或发布到
内网上，向同事传达这些信息。

下载使用案例

连接、共享和互动。 立即试用，体验超乎想象的便捷。

更加便捷的面对面会议。
当您在与团队面对面协作时，在屏幕上共享您的想法，让您的思想火花点燃所有人的

创意。

我们全新的 Webex Share 设备在短短几分钟内即可便捷地将任何展示内容传递到演

示屏幕中。

只需简单连接到任何支持 HDMI 且配备了 Webex Share 设备的显示器，即可告别

通过打印或邮件发送演示文档。

现在您可以无线共享屏幕，从此告别杂乱的线缆。

是否喜欢？

任务 1 
寻找合适的区域

寻找配备有合适的 HDMI 显示屏幕的演
示间，连接您的 Webex Share。Webex 
Share 也可能已经插入屏幕中，随时可以
启用。

任务 2 
共享屏幕

使用 Webex Meetings 或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在屏幕上无线展示文档和演示。

立即试用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webex-share-use-case-1/m-p/3736538#M171067
https://help.webex.com/zh-cn/njxh7zw/Share-Your-Screen-with-Cisco-Webex-Share
https://www.ciscofeedback.vovici.com/se/6A5348A7529DD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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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Webex Share：移动式屏幕共享 – B

下载使用案例

只需插入、配对，
即可开始共享。

立即试用，体验超乎想象的便捷。

随时随地实现内容无线共享。
在异地演讲是否曾让您头疼不已？

如今您无需再为了避免尴尬而手忙脚乱地整理所需的线缆或加密锁。

Webex Share 能够将任何 HDMI 显示内容传输到 Webex 无线演示屏幕。

告别各种加密锁和纠缠不清的线缆。

是否喜欢？

任务 1 
寻找合适的区域

寻找配备有合适的 HDMI 
显示屏幕的演示间，连接您
的 Webex Share。

任务 2 
插入

只需插入您的 Webex 
Share。就是这么简单。

任务 3
共享屏幕

使用 Webex Meetings 或 
Webex Teams 应用程序，
在屏幕上无线展示文档和
演示。

立即试用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use-case-2-coming-soon/m-p/3736757
https://help.webex.com/zh-cn/njxh7zw/Share-Your-Screen-with-Cisco-Webex-Share
https://www.ciscofeedback.vovici.com/se/6A5348A7529DD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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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于至善

 我们能提供哪些帮助？
在协作帮助门户中，可以找到快速入门帮助指南、分步骤
详细说明以及技术信息。使用搜索栏可查找关于 Webex 
Share 您需要了解的一切信息。

 想要定制化？
您是否想重新署名或编辑我们准备的内容？

请单击此处下载 .zip 源文件，共享给您的设计人员。

https://collaborationhelp.cisco.com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other-collaboration-subjects/webex-share-editable-source-files-coming-soon/m-p/3736540#M171068


有问题或意见？
加入 Webex 采用空间或发送邮件至 WebexAdoption@cisco.com

https://eurl.io/#H1v3adDNQ
mailto:WebexAdoption%40cisco.com?subject=

	Value statements
	How to use this toolkit
	Helpful items to get you started
	Cisco Webex Share quick start guide
	Cisco Webex Share promotional poster
	Cisco Webex Share promotional poster
	01 Webex Share: In-person sharing – A
	02 Webex Share: Screen sharing on the go – B
	Going the extra mile
	Contents

	Button 3: 
	Page 2: 

	Button 1024: 
	Page 2: 

	Button 1027: 
	Page 2: 

	Button 1043: 
	Page 2: 

	Button 4: 
	Page 2: 

	Button 5: 
	Page 2: 

	Button 6: 
	Page 2: 

	Button 1025: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1028: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1044: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24: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25: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26: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27: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Button 38: 
	Button 39: 
	Button 40: 
	Button 1026: 
	Page 9: 
	Page 10: 

	Button 1029: 
	Page 9: 
	Page 10: 

	Button 1045: 
	Page 9: 
	Page 10: 

	Button 29: 
	Page 9: 
	Page 10: 

	Button 30: 
	Page 9: 
	Page 10: 

	Button 31: 
	Page 9: 
	Page 10: 

	Button 32: 
	Page 9: 
	Page 10: 

	Button 41: 
	Button 42: 
	Button 43: 
	Button 44: 
	Button 1030: 
	Page 11: 

	Button 1031: 
	Page 11: 

	Button 1046: 
	Page 11: 

	Button 34: 
	Page 11: 

	Button 35: 
	Page 11: 

	Button 36: 
	Page 11: 

	Button 37: 
	Page 11: 

	Button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