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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Wise 8.0.2 及更新版本提供了與 Novell Vibe 的整合，如此可增強 GroupWise 與其他並非電子郵件應用程式所固有之工

具及功能的協同作業體驗。例如，可讓使用者加入進行中對話的永久討論論壇、自動處理日常程序的功能強大的工作流程、可

讓使用者協同工作的團隊工作區，等等。

附註： 3.0 之前的 Novell Vibe 版本稱為 Novell Teaming。無論您目前是將 Vibe 還是 Teaming 與 GroupWise 搭配使用，與 
GroupWise 的整合基本上沒有什麼不同。

本部分介紹可直接從 GroupWise Windows 用戶端使用 Vibe 功能的重要方法。

先決條件

您必須符合下列先決條件，才能將 Vibe 與 GroupWise 搭配

使用：

「終端使用者的先決條件」 ( 第 1 頁 )

「管理的先決條件」 ( 第 1 頁 )

終端使用者的先決條件

您正在 Windows 上使用 GroupWise 8 SP2 ( 或更新版

本 ) 和任何版本的 Vibe (Vibe 的早期版本稱為 
Teaming)。

本文件中介紹的一些功能可與早期版本的 GroupWise 
搭配使用。

管理的先決條件

Vibe 必須由您的 GroupWise 管理員來安裝並設定，如

《Novell Vibe 3.2 Installation Guide》 (http://
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inst/
data/bookinfo.html)(Novell Vibe 3.2 安裝指南 ) 和
《GroupWise 2012 Interoperability Guide》 (http://
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
gw2012_guide_interop/data/
a20gkue.html)(GroupWise 2012 互連性指南 ) 中的

「Configuring GroupWise for Use with Novell Vibe」
( 設定 GroupWise 以與 Novell Vibe 搭配使用 ) 所述。

透過 Novell Vibe 資料夾或 Novell Teaming 資料
夾存取 Vibe

依照 《GroupWise 2012 Windows 用戶端使用者指南》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
gw2012_guide_userwin/data/ab32nt1.html) 中的 「為 

GroupWise 啟用 GroupWise/Vibe 整合」所述設定 
GroupWise/Vibe 整合之後，便可以輕鬆地從 GroupWise 用
戶端透過下列整合點存取 Vibe 站台：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的底部包含一個 Novell Vibe 資
料夾或 Novell Teaming 資料夾。

在該 Vibe 或 Teaming 資料夾中，有一個可存取您個人 
Vibe 工作區的資料夾，以及一個名為 「我的團隊」且

列出所有您所屬團隊的資料夾。

在「我的團隊」資料夾中列出的任何團隊中，您都可以

將電子郵件傳遞給該團隊、存取該團隊的行事曆以及訂

閱團隊 RSS 摘要 ( 如果團隊有行事曆及 RSS 摘要 )。

訂閱團隊 RSS 摘要時，會在 Vibe 或 Teaming 資料夾

下建立 「我的團隊摘要」資料夾。

您可以按一下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中的任何 Vibe 資
料夾，在 GroupWise 主視窗中顯示 Vibe 網頁。

從 GroupWise Web 面板存取 Vibe

您可以建立一個 GroupWise 面板，用來顯示主 Vibe URL 或
要在 GroupWise 中顯示的任何其他 Vibe URL。 

例如，可以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顯示 Novell Vibe 摘要。

如此，您不必離開 GroupWise 即可瞭解最新的 Vibe 新增內

容。

如需有關如何實現此目的資訊，請參閱 《GroupWise 2012 
Windows 用戶端使用者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userwin/
data/ab32nt1.html) 之 「進行組織」中的 「建立新面板」。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inst/data/bookinfo.html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interop/data/a20gkue.html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userwin/data/ab32nt1.html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userwin/data/ab32nt1.html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userwin/data/ab32nt1.html


同時搜尋 GroupWise 與 Vibe

GroupWise 8 SP2 及更新版本可讓您同時搜尋 GroupWise 
或 Vibe 中的資訊。

1 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按一下 「尋找」圖示 。 

「尋找」對話方塊即會顯示。

2 確保在對話方塊右側的 「查詢」視窗中選取了所有選

項。

3 在 「尋找」對話方塊中指定適當的資訊，定義要搜尋

的內容。

4 按一下 「確定」。

GroupWise 即會顯示一份符合搜尋準則的 GroupWise 
訊息及 Vibe 資料夾項目的清單。

將 GroupWise 項目拖放到 Vibe 資料夾中

GroupWise 8 SP2 及更新版本可讓您將 GroupWise 電子郵

件拖放到 Vibe 資料夾中。Vibe 會將拖放到 Vibe 資料夾中之

郵件的內容顯示為資料夾項目。

將電子郵件拖放到 Vibe 中時，您應當清楚以下幾點：

郵件是從 GroupWise 複製而不是從其中移出。

GroupWise 會保留電子郵件的副本。

電子郵件附件在 Vibe 中顯示為資料夾項目附件。

將郵件從 GroupWise 拖放到 Vibe 資料夾中的動作只是發生

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必須將 GroupWise 郵件拖放到位

於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中的 Vibe 目錄及子目錄中。當網

頁瀏覽器中開啟了 Vibe 時，您不能將 GroupWise 郵件拖放

到 Vibe 中。

如果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中未顯示 Novell Vibe 資料夾或 
Novell Teaming 資料夾，則說明您的 GroupWise 管理員未

啟用 Vibe 整合。

可以將郵件放到您有權向其傳遞郵件的任何 Vibe 資料夾中。

若要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將電子郵件拖放到 Vibe 資料夾

中：

1 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找到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

中的 Novell Vibe 資料夾或 Novell Teaming 資料夾。

2 展開 Vibe 或 Teaming 資料夾。

GroupWise 資料夾清單中即會顯示 Vibe 資料夾清單。

3 選中某個電子郵件並將其拖曳到 GroupWise 資料夾清

單中的任一 Vibe 資料夾中。

4 按一下要放置電子郵件的 Vibe 資料夾。

該 Vibe 資料夾即會顯示在 GroupWise 介面中。放入此

資料夾中的電子郵件顯示為 Vibe 資料夾項目。

在 GroupWise 中將項目儲存到 Vibe

您可以直接在 GroupWise 中將 GroupWise 項目儲存到 
Vibe：

1 在要儲存到 Vibe 的項目中，按一下 「檔案」 > 「另存
新檔」。

2 在 「儲存至」下拉式清單中，選取 「儲存至 Novell 
Vibe」。

3 按一下要儲存到其中的 Vibe 資料夾，然後按一下 「確
定」 > 「儲存」。

4 按一下 「關閉」。

在 GroupWise 中開啟 Vibe 通知

在 GroupWise 2012 中，當您開啟來自 Vibe 的通知時，一

個內含瀏覽器的 GroupWise 面板就會啟動，以便顯示 Vibe 
訊息。

在早先的 GroupWise 版本中，當您收到來自 Vibe 的通知訊

息時，該訊息會包含一個可供您啟動瀏覽器及存取該訊息的

超連結。

在 GroupWise 中檢視 Vibe 摘要

Vibe 可讓您檢視團隊、追蹤的位置或整個站台中最新項目的

即時摘要，如此您不需要進入 Vibe 站台便能即時瞭解最新

資訊。此外，與 Twitter 一樣，您可以查看所追蹤人員之微

部落格項目的即時摘要。

GroupWise 8.0.2 及更新版本可讓您直接從 GroupWise 用戶

端檢視即時 Vibe 摘要。

1 在 GroupWise 用戶端中，找到並選取 GroupWise 資料

夾清單中的 Novell Vibe 資料夾。

Vibe 摘要即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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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如何使用 Vibe 摘要的詳細資訊，請參閱 《Novell 
Vibe 3.2 使用者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user/data/
bookinfo.html) 之 「瞭解最新情況」中的 「檢視即時摘

要」。

在 GroupWise 中重新整理 Vibe 資料夾清單

GroupWise 中的 Vibe 資料夾清單每隔 10 分鐘以及在您於 
GroupWise 中建立 Vibe 資料夾時會與 Vibe 進行同步。

您可以在 GroupWise 中手動重新整理 Vibe 資料夾清單：

1 在資料夾清單中的主 Novell Vibe 資料夾上按一下滑鼠

右鍵，然後按一下 「重新整理資料夾清單」。

瞭解 Vibe 與 GroupWise 之間的任務和行事曆同
步

您可以透過下列方式將 Vibe 任務和行事曆同步到 
GroupWise：

使用 iCal 功能，如 《Novell Vibe 3.2 使用者指南》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vibe32/
vibe32_user/data/bookinfo.html) 中的 「將任務和行事

曆與桌面應用程式同步」中所述。

使用 Data Synchronizer Connector for Vibe，如

《Vibe Connector Quick Start》(Vibe Connector 快速入
門 )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
datasync_connectors1/vibeconnect1_qs/data/
vibeconnect1_qs.html)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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