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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名片雲團隊版授權合約

本授權合約係 貴用戶與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蒙恬科技」) 就 蒙恬名片雲

團隊版(WorldCard Team)(以下稱「本軟體」) 所建立之協議。

本軟體包含Server / iOS / Android / Windows / Mac / Web的軟體。在 貴用戶安裝或使用

本軟體之前，必須先閱讀並接受以下條款及條件。如經 貴用戶使用或安裝本軟體，即表

示 貴用戶已仔細閱讀並明確同意本合約中所有條款及條件，並接受其中條款及條件之約

束。若 貴用戶不接受本合約中之條款及條件，請不要安裝或使用本軟體。

1. 使用權之授權

蒙恬科技授權貴用戶依本合約之約定享有非專屬之使用權，得使用本軟體及其功能，惟僅

限於內部業務用途，且貴用戶必須遵守本授權合約之條款及條件。本軟體僅授權使用，而

非將本軟體之權利出售予貴用戶。

2. 安裝及使用

貴用戶僅可依貴用戶取得之授權數量安裝及使用本軟體。貴用戶若要行使本授權合約所賦

予之軟體使用權利，必須依照啟動程序中所描述之方式啟用本軟體。

3. 所有權

不論本軟體之原始軟體或後續衍生之其他複本，或是以任何形式存在於任何媒體上，蒙恬

科技均保留本軟體及所有複本之所有權利及相關利益。貴用戶未擁有亦無權主張本軟體之

任何權益或相關之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4. 著作權

本軟體之著作權屬於蒙恬科技所有，並受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專利法及國際條約規定之保

護，貴用戶依法除因為執行本軟體之需要，而將經過授權之本軟體元件安裝到電腦上外，

不得複製本軟體。

5. 限制

除本授權合約或適用法律所明文許可者外， 貴用戶不得：(a)出租、出借、轉售、轉讓、

轉授權，或以其他方式散布本軟體或本授權合約所授予之任何權利；(b)修改 (即使意圖為

修正錯誤)或翻譯本軟體，或以本軟體創作衍生著作，但使用本軟體中所含功能表、選項

及工具對本軟體進行必要之設定則不在此限；(c) 以任何方式對本軟體或其中任何部份進

行還原工程、反向組譯或解編 (包括為確保互通性進行還原編譯)；(d)使用未經授權之識別

碼或散布識別碼；(e)允許第三方存取或使用本軟體；以及(f) 散布或發行識別碼。

6. 有限瑕疵擔保及救濟權

(a) 蒙恬科技保證本軟體符合標準文件中所記載之功能描述，但不保證本軟體之操作不會

中斷或不含錯誤。提供本軟體修訂或升級時，原有的保證期限並不會重新計算或受到影

響。

(b) 如有違反上述有限瑕疵擔保之情況， 貴用戶同意將選擇以下任一種救濟方式：(i) 更正

瑕疵或以符合上述有限瑕疵擔保之產品替換本軟體；或 (ii) 退回對本軟體已支付之價款，



終止本授權合約。但貴用戶必須在收到本軟體當日起三十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蒙恬

科技，才能享有上述救濟權。

(c) 除本條所表示之保證外，蒙恬科技不承擔其他保證，包括但不受限於(I) 適售性、

(II) 特定目的之適用性、(III) 未侵害第三方權利，或 (IV) 隱藏瑕疵。貴用戶應在簽訂

本合約時，根據自身的經驗、技能與判斷評估本軟體，並確認本軟體符合貴用戶之需

求。

7. 第三方提供物

本軟體可能允許您存取第三方之內容、軟體應用程式及資料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多樣

化網路應用程式（「第三方提供物」），並與之互通。您對於任何「第三方提供物」

之存取及使用，以您與該第三方提供物所約定之相關條款及其所屬國家的著作權法為

依據。

「第三方提供物」不歸「蒙恬公司」所有或提供。「第三方提供物」可能隨時因任何

理由修改或停止提供服務，「蒙恬公司」不會控制、為其擔保或承擔「第三方提供

物」所衍生的任何相關責任。您與任何第三方就「第三方提供物」所達成的任何協

議，包括所涉的隱私權政策和您個人資訊的使用，商品及服務的交付和付款及與該第

三方有關的任何其他條款、條件、保證或聲明，概屬您與該第三方之間的行為，由您

應自行考慮承擔使用「第三方提供物」的全部風險或責任。

8. 隱私權政策

本隱私權政策解釋「蒙恬公司」將蒐集您的何種個人資料，「蒙恬公司」及其他公司

將如何使用它們，以及蒐集資料所可能使用到的追蹤技術。當您使用「蒙恬公司」的

網站或apps時，「蒙恬公司」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用來改善「蒙恬公司」的服務品質。

「蒙恬公司」有權隨時增刪修飾本隱私權政策，任何增刪修飾後之本隱私權政策將會

在網頁or apps下載網頁公告，公告時間為即時生效日。

 

「蒙恬公司」蒐集的資料

a. 自動蒐集：當您拜訪「蒙恬公司」的網站或使用「蒙恬公司」的apps，「蒙恬公

司」將自動取得並紀錄有關您的電腦或手機以及您活動的資料。這些資料可能包括：

您電腦或手機的IP位址

您的電腦或手機（例如型號、網頁瀏覽器或操作系統）的技術資訊

您的偏好及設定（時區、語言等）

您電腦或手機的獨特ID號碼

您手機的地理定位(若您同意被蒐集具體的地理位置資料，或一般地理位置自動搜尋)

您瀏覽「蒙恬公司」網站或使用「蒙恬公司」apps的時間，以及您使用的服務及特色

 

b. 您選擇提供的資料：為了使用某些服務或利用特別的優惠服務，您可以選擇去設立

一個帳號並且提供「蒙恬公司」某些資訊。這些資訊可能包含您的姓名、產品序號或

資訊、電子郵件信箱、電話號碼您可以選擇不提供「蒙恬公司」任何的個人身份資

料，但您可能因此而無法使用「蒙恬公司」提供的某些服務。

 



「蒙恬公司」如何使用您的個人資訊：

「蒙恬公司」使用您提供的資料來改善服務品質、為您提供個人化的服務、提供特別

折扣、更瞭解「蒙恬公司」的用戶、診視並修復問題、以及買賣及展示可能與您有關

連的廣告。

 

電子郵件信箱：「蒙恬公司」只有在允許您登錄您的帳號時、寄出確認函時（為註冊

及購買服務等用途）、為服務而寄出訊息時，才會使用您的電子郵件信箱。「蒙恬公

司」也會在回覆您的用戶服務諮詢時使用您的電子郵件信箱。

 

電話號碼：「蒙恬公司」只有在寄送您要求的SMS訊息時才會使用您的手機電話號

碼。

 

廣告商：廣告商及廣告活動使用追蹤技術來蒐集有關用戶電腦或手機或其他線上活動

（例如網頁瀏覽及進行的搜尋）的資訊，如同一般的地理位置定位及使用資訊來展示

針對性廣告給用戶。當您使用「蒙恬公司」的網站及apps時，「蒙恬公司」有時會允

許這些廣告公司來蒐集這些資訊，使廣告商能對您展示針對性廣告。

 

法律事項：「蒙恬公司」可能會使用或揭露用戶的資訊於：回覆法律上的請求，例如

傳票、法院裁定、或政府機關要求；符合法律的規定；有關於訴訟威脅；調查或舉報

非法活動；保護PENPOWER、「蒙恬公司」的客戶、「蒙恬公司」的網站及apps、以

及「蒙恬公司」的網站及apps用戶的合法權利；或執行「蒙恬公司」權利或防禦「蒙

恬公司」的主張。因公司改組（例如買賣或合併）「蒙恬公司」也可能移轉您的資料

給另一家公司。

 

手機IDs：

如果您使用app，「蒙恬公司」會利用您的手機IDs（製造商使用在手機上的獨特辨

別）來分辨您的身份，而非用cookies。

 

Apps：

如果您裝置了「蒙恬公司」的任一個apps在您的手機上，您對這個app的使用將適用

「蒙恬公司」app授權合約。

9. 損害賠償責任之限制。

除相關法律規定或本合約允許之範圍內，蒙恬科技對貴用戶或任何其他第三者之任何

直接、間接之損害賠償或費用，包括但不限於任何利潤、收益損失、資料損失或錯

誤，或替代商品之成本，不論所依據之賠償責任根據為何 (包括疏忽)，且即使 蒙恬科

技已獲悉有該等損害之可能，均不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無論任何情形，對於貴用戶因使用本軟體所受到之實際且直接之損害，蒙恬科技的全

部賠償責任為貴用戶對本軟體所支付之授權費用。

10. 終止。



本合約在終止之前均屬有效。貴用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蒙恬科技終止本授權合約，但

除合約另有規定外，貴用戶無法獲得任何退款。

蒙恬科技得於發生下列情況時終止本合約：(i) 貴用戶未支付授權費用及訂購時所議定

之其他費用；(ii) 貴用戶未遵守本合約中所訂定之任何條款與條件，且未於收到通知

三十 (30) 日內改正。終止並不免除貴用戶應支付尚未付清費用之責任。如蒙恬科技終

止本合約時，蒙恬科技對貴用戶任何已付費用不負償還責任。

本合約終止時，貴用戶應：(i) 立即全面停止使用本軟體，包括使用及散發內含本軟體

之任何自訂應用程式；以及 (ii) 立即將本軟體退還蒙恬科技或銷毀，並以書面方式向

蒙恬科技證明，貴用戶將所有複本及部份複本均已退回或完全銷毀，不再繼續使用。

11. 一般條款

倘若本合約之任何條款經裁定為無效，此無效性將不影響本合約其他部份之有效性。

本合約係貴用戶與蒙恬科技之間簽訂之完整合約，並取代與本合約內容相關之任何先

前書面或口頭合約。

12. 準據法

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目錄

第一章 伺服器建置需求.....................................................................................................1 - 1
1.1 硬體規格 .................................................................................................................1 - 1
1.2 作業系統 .................................................................................................................1 - 1
1.3 資料庫軟體 .............................................................................................................1 - 1
1.4 必備環境套件 .........................................................................................................1 - 2

1.4.1 安裝必備環境套件 ........................................................................................1 - 3
第二章 進行資料庫設定(MSSQL 或 PostgreSQL) .........................................................2 - 1

2.1 Microsoft SQL Server相關設定 ..............................................................................2 - 1
2.1.1 為WorldCard Team新增MSSQL Server資料庫帳號 ....................................2 - 1
2.1.2 確認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連線參數 ................................................2 - 3

2.2 設定PostgreSQL分散式架構服務 ..........................................................................2 - 4
第三章 透過啟動設定來運行WorldCard Team服務 ......................................................3 - 1

3.1 快速啟動設定 .........................................................................................................3 - 1
3.2 進階啟動設定 .........................................................................................................3 - 4

第四章 啟用WorldCard Team服務 ..................................................................................4 - 1
4.1 註冊WorldCard Team ..............................................................................................4 - 1
4.2 建立用戶 .................................................................................................................4 - 1
4.3 開始使用 .................................................................................................................4 - 2
4.4 防火牆設定 .............................................................................................................4 - 3
4.5 外部網路連線設定 .................................................................................................4 - 5

第五章 WorldCard Team設定 ..........................................................................................5 - 1
5.1 基本設定／操作 .....................................................................................................5 - 1

5.1.1 變更密碼／顯示名稱 ....................................................................................5 - 1
5.1.2 變更界面語系 ................................................................................................5 - 1
5.1.3 返回首頁／登出 ............................................................................................5 - 1

5.2 管理者設定 .............................................................................................................5 - 1
5.2.1 帳號管理 ........................................................................................................5 - 1
5.2.2 刪除／停用／暫停用戶帳號 ........................................................................5 - 3
5.2.3 從AD伺服器匯入帳號 ..................................................................................5 - 4
5.2.4 權限設定 ........................................................................................................5 - 5
5.2.5 公司CRM／通訊錄存取設定 .......................................................................5 - 5



5.2.6 自訂欄位 ........................................................................................................5 - 6
5.2.7 統計資訊 ........................................................................................................5 - 6
5.2.8 憑證資訊 ........................................................................................................5 - 6
5.2.9 安全設定 ........................................................................................................5 - 7

5.3 用戶設定 .................................................................................................................5 - 7
5.3.1 分享設定 ........................................................................................................5 - 7
5.3.2 顯示設定 ........................................................................................................5 - 8
5.3.3 公司CRM／通訊錄存取設定 .......................................................................5 - 8

5.4 通知說明 .................................................................................................................5 - 8
第六章 WorldCard Team用戶端軟體安裝 ......................................................................6 - 1
第七章 資料庫備份 / 還原 .................................................................................................7 - 1

7.1 備份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 ..........................................................................7 - 1
7.2 還原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 ..........................................................................7 - 2
7.3 備份PostgreSQL資料庫 ..........................................................................................7 - 5
7.4 還原PostgreSQL資料庫 ..........................................................................................7 - 6

附錄A AD伺服器的連接資訊 ...........................................................................................A - 1
附錄B AN240W高階掃描器操作說明 (選購) ................................................................. B - 1

B.1 硬體功能介紹 ........................................................................................................ B - 1
B.2 安裝與設定 ............................................................................................................ B - 2
B.3 開始掃描名片 ........................................................................................................ B - 3

本產品於生產包裝時，軟體可能已更新版本，若您的軟體畫面與使用手冊內容不符，請以您安裝後

的最新畫面為主。



改版紀錄

v1.8.0

• 支援Salesforce客製網域登入。                                5-5頁

v1.7.0

• 新增AD帳號自動同步功能。

• 新增公司通訊錄連動功能。

v1.6.0

• 更改預設密碼為"pe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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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JRE套件下載指引。

• 更新JRE設置方式。

v1.2.0

• 2017年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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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伺服器建置需求

1.1 硬體規格

以下為最低硬體規格需求：

• 處理器：時脈1.6GHz的四核心處理器。
• 記憶體：8GB。
• 硬碟：1TB容量，建議架設RAID 1模式確保資料安全。

1.2 作業系統

以下支援的作業系統版本請擇一使用：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64位元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64位元版本)，或以上版本。
• Microsoft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 (64位元版本)，或以上版本。

1.3 資料庫軟體

以下支援的資料庫軟體請擇一使用：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32/64位元版本)。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32/64位元版本)。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6 (64位元版本)。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7 (64位元版本)。
• PostgreSQL 9.2、9.3、9.4、9.5、9.6、10。
注意：不支援Mo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版本。

提醒：PostgreSQL較建議選用9.6版本，且安裝時建議勾選安裝pgAdmin工具套件，而無需安裝Stack 
Builder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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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必備環境套件

請安裝以下必備的環境套件：

• Java SE Runtime Environment 8 (JRE)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以上版本

如何下載JRE套件 (下方介紹僅供參考，請以實際狀況為主。)
請開啟以下網址：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找到［Java SE 8u191/ 8u192］項目，並點選［JRE］的下載按鈕。

找到最新的Java SE Runtime Environment 8u192版本，點選［Accept License 
Agreement ］選項，然後點選［Windows x64 Offline］項目，即可下載JRE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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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安裝必備環境套件

1. 當您將作業系統與資料庫安裝完畢後 (本說明以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64位元版本、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64位元版本)、PostgreSQL v9.6
為例)，請接續完成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以上版本及Java SE Runtime 
Environment 8以上版本套件的安裝。

提醒：安裝Microsoft SQL Server時請務必安裝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套件，以便新增資料

庫帳號。

2. 接著請開啟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http://download.worldcardteam.com/) 來開
啟下載頁面，選擇［Windows Server Edition下載］頁面，並下載［WorldCard 
Team (Server)］軟體，且於下載後雙擊檔案以進行安裝。

3. 安裝結束後，請先不要勾選執行［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直
接按［結束］來完成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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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icrosoft SQL Server相關設定

2.1.1 為WorldCard Team新增MSSQL Server資料庫帳號

如果您是使用Microsoft SQL Server請先開啟［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
dio］，並以足夠權限的Administrator或sa身分登入連接資料庫伺服器，然後在資料
庫伺服器上按右鍵，選［屬性］，接著在左方的［安全性］頁面中，確認您已設

定在［SQL Server及Windows驗證模式］；如果不是的話，請進行更改，並在資料
庫伺服器上按右鍵，選擇將資料庫伺服器重新啟動。

再來要新增Microsoft SQL Server的帳號，請展開［安全性］項目，在［登入］
項目上按右鍵並選擇［新增登入］，然後在［一般］頁面中選擇［SQL Server驗
證］，並輸入要創建的帳號與密碼 (這邊用pptest來當帳號/密碼的範例)；請注意下
方的［強制執行密碼原則］要反勾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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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點選左邊的［伺服器角色］，幫此帳號勾選［dbcreator］，其他的都不建
議勾選以避免安全問題，然後按下方的［確定］來完成新增。

完成新增後，建議此時先關掉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並重新開啟一
次，接著在登入畫面的［驗證］欄位中，選擇［SQL Server驗證］，然後用剛才新
增的帳號/密碼來登入，確認可以正常登入，即完成帳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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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確認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連線參數

要將WorldCard Team服務與資料庫連結，除了建立專用的資料庫以外，還需要
先取得必要的連線參數：［SQL Server host］、［SQL Server port］、［SQL Server 
instance name］。

如要確認［SQL Server host］與［SQL Server port］資訊，請至［應用程式］
中，開啟［SQL Server組態管理員］，並在［網路組態］中選擇您所設定的資料庫
通訊協定，然後觀看右方的［TCP/IP］項目內容中的［IP位址］頁面，即可看到IP
位址跟通訊埠資訊。

提醒：TCP/IP通訊協定預設會是已啟用狀態，如果是未啟用狀態，請在該項目上按右鍵來啟用，並

將SQL Server重新啟動即可。

如要確認［Instance Name］資訊，請開啟［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在［伺服器名稱］選單中選擇［瀏覽］，然後展開［資料庫引擎］，即可看到接

續在電腦名稱和＂/＂之後的［Instance Name］。請注意，如果您在安裝Microsoft 
SQL Server時沒有特別設定Instance Name，這邊是不會出現名稱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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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設定PostgreSQL分散式架構服務

如果您是使用PostgreSQL，且PostgreSQL沒有跟WorldCard Team服務裝在同一
台伺服器的話，請注意需要先將PostgreSQL設定成另一台WorldCard Team伺服器可
以連線的模式：

1. 請到C:\Program Files\PostgreSQL\9.6\data目錄下找到［pg_hba.conf］檔案，並
用記事本或其他軟體編輯此檔案。

2. 如下方說明，請在［IPv4 local connections］項目內擇一新增1個連線參數：
［host  all  all  10.10.12.0/24  password］或是［host  all  all  0.0.0.0/0  trust］，來
開放其他電腦連到此PostgreSQL伺服器。



2-4 2-5

第二章 進行資料庫設定(MSSQL 或 PostgreSQL)

第1種連線參數說明：

• 主機類型 (Type)：host，提供連線。
• 資料庫 (Database)：all，PostgreSQL上所有資料庫。
• 使用者 (User)：all，PostgreSQL上所有帳號。
• 位址 (Address)：10.10.12.0/24，假設WorldCard Team伺服器的IP是網段範圍是

10.10.12.0~10.10.12.255 (子網路遮罩為255.255.255.0)，24則代表只接受同網段
中的電腦來連線，也就是IP為10.10.12.xx的電腦。一般的IP分割為4段，第二
段為8bit，第三段為16bit，第四段即為24bit，如果您要開放其他網段的主機可
以連線，例如要開放10.10.xx.xx的主機來連線，則要將24改成16，且將IP第三
段從12改為0，就會變成10.xx.0.0。

• 驗證方式 (Method)：password, 採用密碼驗證。

第2種連線參數說明：

如果您覺得要設定IP網段過於麻煩，可以選用第2種參數。

• 主機類型 (Type)：host，提供連線。
• 資料庫 (Database)：all，PostgreSQL上所有資料庫。
• 使用者 (User)：all，PostgreSQL上所有帳號。
• 位址 (Address)：0.0.0.0/0，IP不設限。
• 驗證方式 (Method)：trust，不需要驗證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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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透過啟動設定來運行WorldCard Team
服務

再來就要將WorldCard Team程式與資料庫做連接並運行整個WorldCard Team服
務，請至［應用程式］中，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

開啟後，請選擇您要使用［快速啟動設定］，或是［進階啟動設定］。如果您

對於伺服器架設不熟，且是採用PostgreSQL資料庫，並與WorldCard Team服務裝在
同一台伺服器，建議您選用［快速啟動設定］；如果您是採用Microsoft SQL Server
資料庫，或是採用PostgreSQL資料庫，但與WorldCard Team Server裝在不同台伺服
器的話，建議您選用［進階啟動設定］。

3.1 快速啟動設定

選用快速啟動設定後，會檢查是否所需的環境套件與資料庫軟體都有安裝且設

定完成，如果有問題，即會如下圖範例顯示出來，並提供您相應的解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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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檢查通過時，請點擊［下一步］進入設定步驟。在［連接埠設定］項目，

WorldCard Team服務的http跟https的預設連接埠為9080跟9443，您可以改用其他的
連接埠；在［SQL設定］項目，您只需在［密碼］欄位填入安裝PostgreSQL時所設
定的管理者密碼即可，如在安裝PostgreSQL時有修改過連接埠數值的話，這邊請填
入正確的資訊。在［記憶體配置］項目，請輸入至少［4096］MB，以確保World-
Card Team服務能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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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畢後，請點擊［下一步］繼續，此時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
會進行檢查以確認輸入資訊無誤，如無錯誤，請按［下一步］繼續；如有顯示錯

誤，請按［上一步］返回修正。

在［伺服器狀態］項目，點選［啟動］，此時即會開始初始化並運行World-
Card Team服務，等到狀態從紅燈變成綠燈時，即可點選下方的［開始使用］按
鈕，並參考下一章節說明來註冊並啟用您的WorldCard Team伺服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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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進階啟動設定

如是選用進階啟動設定，在［JRE設定］頁面中，請選取［JRE HOME］的路
徑，也就是JRE的安裝目錄，例如：C:\Program Files\Java\jre1.8.xxxxx\，然後點擊
［套用］，此時將會有檢查畫面出現，如設定無誤，此檢查步驟將會是成功的。

接下來請切換到［伺服器設定］頁面。WorldCard Team服務的http跟https的預
設連接埠為9080跟9443，您可以改用其他的連接埠；另外貴公司如果有自己的SSL
憑證，請指定憑證的路徑，否則請選取使用［預設憑證］。設定後，請點擊［套

用］，此時將會有檢查畫面出現，如設定無誤，此檢查步驟將會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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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切換到［資料庫設定］頁面，此頁面的設定較為複雜，且不同資料庫種

類有不同的設定：

Microsoft SQL Server
1. 資料庫類型：請選取所採用的資料庫類型，例如MSSQL。
2. 伺服器URL：請填入上一章節中所說明的［SQL Server host］資訊，此處建議

您先填入本機IP來進行測試，之後再參考第4.5章節來進行外部網路設定。
3. 連線參數：如果您安裝Microsoft SQL Server時全部使用預設設定，在此選擇

［Default］即可，如果您有變更過連接埠或Instance Name，請選擇［Port］或
［Instance Name］，並填入上一章節中所說明的［SQL Server port］或［SQL 
Server instance name］資訊。

4. 資料庫名稱：請注意是不能修改的，一律取名為worldcardteam。
5. 資料庫帳號/密碼：也就是上一章節中所創建的pptest/pptest，以便WorlCard 

Team能正確讀寫資料庫。

PostgreSQL
1. 資料庫類型：請選取所採用的資料庫類型，例如PostgreSQL。
2. 伺服器URL：如果PostgreSQL安裝在本機，就使用預設值［localhost］，否則

請輸入PostgreSQL伺服器的IP或URL。如果PostgreSQL不是安裝在本機，請先
參考第2.2章節來進行分散式架構的設定。

3. 連接埠：請輸入PostgreSQL的連接埠，預設會是5432。
4. 資料庫名稱：請注意是不能修改的，一律取名為worldcardteam。
5. 資料庫帳號/密碼：請輸入PostgreSQL預設的管理者帳號(postgres)與安裝時所

設定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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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述設定全部完成後，請點選［套用］按鈕，再點選［連線測試］按鈕來測

試。通過連線測試後，請點畫面右上方的［啟動］按鈕，此時即會開始初始化並

運行WorldCard Team服務，等到狀態從紅燈變成綠燈時，即可點選下方的［開始使
用］按鈕，並參考下一章節說明來註冊並啟用您的WorldCard Team服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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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註冊WorldCard Team

延續上一章節，當點擊［開始使用］後，會開啟WorldCard Team的起始註冊網
頁，請照畫面上的指示來選擇試用，或是輸入啟動碼來註冊您的WorldCard Team服
務，並接著於下頁中輸入管理者的Email、顯示名稱、密碼跟公司資訊等，並進行
後續步驟來開始建立用戶。

4.2 建立用戶

在建立用戶前，先設定要讓不同的用戶權限分享特定的資料，或者讓全公司直

接共享所有的資料。接著建立用戶時，需一併設定用戶是屬於一般用戶或是唯讀

用戶，以及可以指定該用戶的主管是誰，如此一來不同的用戶所擁有的使用權限

各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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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請輸入第一位要建立的帳號資訊，並設定該帳號所屬層級，以及能使用的

權限與功能；如要允許用戶把資料匯出做保存，或要允許某個用戶幫別人掃描名

片的話(PC版特有功能)，請勾選相關選項，輸入完後請點下方  / 來繼續建立其

他用戶，如此即可完成所有設定。

如帳號建立錯誤而要刪除重建，請點擊帳號頭像上的 來刪除。

提醒：

1. 新建用戶的預設密碼都是＂penpower＂，當用戶第一次登入時系統會要求用戶自行設定密碼。

2. 用戶資料之後都可以在［管理者］的設定介面中做更動，請參考後續5.2章節。

3. 唯讀用戶可以新增 / 編輯自己的聯絡人資料，但對於［共享的聯絡人］資料，僅能檢視而無法

下載與編輯。

4.3 開始使用

WorldCard Team的設定需要管理者於網頁上登入才能變更，當啟用完成後，您
會在畫面上看到WorldCard Team伺服器的網址，請點擊［開始使用］，也可於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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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輸入網址來開啟WorldCard Team。

提醒：WorldCard Team服務的連接埠是 9080 (http) 跟 9443 (https)，如果您是要手動輸入或提供給

別人WorldCard Team服務的網址，請依據所使用較低安全性的http或較高安全性的https協
定，在網址後面加上［:9080 或 :9443］，才能夠正確連結。

開啟後請輸入先前所設定的管理者帳號／密碼來登入，登入後建議您觀看導覽

以快速瞭解功能區塊；接著請點擊畫面右上的 ，並選擇［設定］來進入設定。

在設定中您可以再次做用戶帳號的管理，也可以調整資料分享的權限，以及依

據團隊需求做自訂欄位的訂立，如有使用CRM系統的話也請在此做連動設定。

如果您要擴充用戶數量上限，請在統計資訊頁面中點擊 來購買啟動序號，

再點擊 來輸入已購買的啟動序號，即可完成用戶數量的擴增。

WorldCard  Team的各種設定說明請參考第五章節來瞭解。

4.4 防火牆設定

由於WorldCard Team服務使用的是特殊的連接埠，所以要設定防火牆，來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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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的連接埠，否則用戶將無法順利連線。

以下以系統本身的防火牆為範例，實際上請依照貴公司的系統防火牆及路由器

防火牆等配置來進行設定。

1. 首先請開啟［Windows 防火牆］，並點選左方的進階設定。

2. 請點選左邊的［輸入規則］，再點右邊的［新增規則］。

3. 選擇［連接埠］，按下一步後，選擇套用至［TCP］連線，然後在［特定本機
連接埠］處填入WorldCard Team所使用的連接埠，例如［9080, 9443］。



4-4 4-5

第四章 啟用WorldCard Team服務

4. 接著選擇［允許連線］，並在後續步驟中設定要套用此規則的連線類型，以
及為這個規則命名後即可。

5. 最後在［輸出規則］部分，也一樣新增開放WorldCard Team連接埠的連線規
則，即可完成讓用戶連線使用而不會被阻擋。

4.5 外部網路連線設定

如果要讓用戶從外部網路連回公司使用WorldCard Team服務，請參考下列說
明：

對外網路為固定IP
1. 不管是採用IP登入或是採用URL方式登入，都需注意內部 IP 與外部 IP 轉換的

問題，請務必在具有NAT功能的相關裝置上設定好與內部WorldCard Team伺服
器IP 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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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URL網址登入的部份，MIS人員可設定DNS來設定WorldCard Team伺服器
的URL網址，但如DNS設定有困難則可改採用較為簡易的 IP 方式。

3. 注意伺服器的防火牆與貴司網路防火牆的設定，是否有開放相關連接埠(9080
與9443)；相關說明請參考4.4章節。

對外網路為浮動IP
1. 如果貴公司網路的對外IP是浮動IP，建議您申請一組固定IP，或是透過申請

DDNS服務，來取得固定的URL。
2. 注意伺服器的防火牆與貴司網路防火牆的設定，是否有開放相關連接埠(9080

與9443)；相關說明請參考4.4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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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設定／操作

5.1.1 變更密碼／顯示名稱

請點選畫面右上角的 來開啟選單，並點選﹝用戶資訊﹞，再點擊欄位旁邊

的 即可變更您的用戶密碼以及顯示名稱。

5.1.2 變更界面語系

請點選畫面右上角的 來開啟設定選單，再於設定選單中點選﹝語系切

換﹞，即可依您的喜好來改變操作界面的語系。

5.1.3 返回首頁／登出

點選畫面左上角的WorldCard Team產品字樣即可返回首頁；要登出系統的話，
點選畫面右上角的 來開啟選單，並點選﹝登出﹞即可。

5.2 管理者設定

WorldCard Team的管理者設定只有透過網頁才能進行，請開啟WorldCard Team

網頁，並用管理者帳號登入後，點擊畫面右上的 ，並選擇［設定］來進入。

5.2.1 帳號管理

在這邊您可以點選快速工具列上的功能來新增 或編輯 用戶帳號，如某個

用戶忘記了密碼，可點 來將該用戶密碼重設為＂penpower＂，並通知該用戶盡
快進行登入來重設密碼，或是請用戶自行在各平台登入頁面上點選［忘記密碼］

來重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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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建立帳號時，請注意電子信箱不要輸入錯誤，避免用戶無法正確登入。

如果要限制這個用戶只能用Android裝置或是Windows電腦，甚至只能用網頁
來連線使用等等，請在［允許使用的平台］項目中做設定。

小秘訣：每一種平台最多可綁定兩台裝置。

如果要更進一步的綁定某台裝置才能使用，例

如用戶提出申請，想確保自己的帳號不會被別人在

別的裝置上登入，即可請該用戶使用特定裝置連線

過後，點擊 來編輯該帳號，並點擊平台裝置旁的

，即會列出裝置清單，透過勾選來允許該台裝置

的連線。

如用戶曾使用多台裝置連線過，為確保資訊正

確，如右圖示意，可請用戶點擊要綁定的裝置上其

軟體登入畫面的［裝置ID］，並透過電子郵件來提
供正確裝置資訊給管理者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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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 出差前建議先綁定好。如人已在外，或在外時手機遺失，需使用新手機連線使用的話，一樣先

進行連線動作，雖然當下會看到連線失敗訊息，但伺服器仍會有連線紀錄，此時只要通知管理

者綁定該新手機即可讓用戶登入。

2. 如用戶離職，請記得將其綁定過的裝置取消綁定。

如果有開啟［外部IP連線限制］的話，建議您可視情況來開啟［忽略外部IP連
線設定］，因為通常行動裝置的IP位址都不是公司內部的。相關的［外部IP連線限
制設定］請參考後續5.2.8章節說明。

5.2.2 刪除／停用／暫停用戶帳號

如果用戶帳號建錯了，且在該用戶帳號尚未登入過之前，可點 來刪除用戶帳

號重建，但是一旦該用戶帳號有登入過的話，該用戶帳號將無法刪除，只能點選

來將該用戶帳號設為離職且停用。如果該用戶帳號的擁有者離職，也請將其用

戶帳號設為離職且停用。

用戶帳號一旦被設為離職後是無法再度啟用的，且該用戶帳號底下所擁有的名

片將暫時無法再被該用戶帳號刪除；如要移轉這些名片資料給新用戶，請點選上

方﹝離職帳號﹞頁面，並於點選快速工具列上 來設定將所有名片資料繼承給來

接替職務的新用戶，設定好後名片資料的擁有者將會變更成該新用戶；或者管理

者可以至［共享的聯絡人］中，選取已離職帳號中的聯絡人資料，並點 來變更

單筆名片資料的擁有者，將擁有者變更為有效的用戶來進行後續操作。

小秘訣：該用戶帳號被停用前所有分享出去的名片資料，在分享者用戶帳號停用後，被分享用戶還

可以繼續更新跟使用。

如果用戶帳號只是暫時不用，可點 來暫停用戶帳號。請注意用戶帳號暫停

後，用戶將無法登入(管理員除外，管理者被暫停仍能登入網頁平台)，而其他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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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分享聯絡人資料給暫停的用戶帳號。

如要啟用暫停的用戶帳號，請點選上方﹝暫停使用﹞頁面，選取要啟用的用戶

帳號後點選 ，即可取消暫停。

另外，如有需要，您可以開啟頁面下方的［自動暫停帳戶］選項，當有帳戶滿

足您設定的條件時(新用戶幾天內未登入、密碼連續輸入錯誤次數)，將會自動被暫
停使用。

5.2.3 從AD伺服器匯入帳號

WorldCard Team也支援從AD伺服器 (Active Directory Server) 中快速匯入帳號，

省去您手動建立帳號的麻煩。請點選快速工具列上的 ，然後輸入要匯入的AD伺
服器資料 (伺服器位址、伺服器帳號與密碼、Base DN)後，點擊確定，即可讀取到
帳號資訊。如果不清楚需匯入的AD伺服器資料，請參考附錄章節的說明。

勾選要匯入的帳號後，請按 按鈕，將該帳號加入匯入清單；如要從匯入

清單中移除，請點選該帳號後，按 來將其移除。

匯入完成後，請編輯匯入的帳號來設定該帳號的角色、層級與可使用功能，即

可完成新增動作。匯入的AD帳號，其登入WorldCard Team服務的密碼就是與AD伺
服器上設定的相同，不會被重設為＂penpower＂。

提醒：可匯入的AD帳號數量，為您所啟用的帳號剩餘數量。舉例，如果啟用的帳號數為30個，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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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立或匯入10個帳號了，則這次所能匯入的帳號數量上限為20個。

另外您可以開啟AD帳號同步功能 ，來自動檢查AD伺服器上帳號的異動。
當AD帳號被移除時，在同步後WorldCard Team伺服器即會暫停該帳號，並匯入新
的AD帳號(如果AD伺服器上有新增使用者的話)。如果確認該暫停用戶已為無效用
戶，請將其設為離職，並進行資料繼承動作。

提醒：開啟自動同步功能後，WorldCard Team伺服器每日會自動同步檢查AD伺服器3次。

5.2.4 權限設定

在一開始啟用WorldCard Team服務時已先設定過了，這邊您可以再做更改。

依據用戶設定，進行分享

• 管理者可檢視全公司的名片資料。

• 主管可檢視下屬的名片資料。

• 依據分享設定，用戶可檢視其他用戶分享的名片資料。

        (被分享用戶的主管也會看到)。

全公司共享

• 全部的資料都分享，每個用戶都可檢視全公司的名片資料。

5.2.5 公司CRM／通訊錄存取設定

您可以於此設定是否要讓用戶與公司CRM或公司通訊錄做聯絡人資料連動。

如要允許用戶存取公司所用的CRM系統，在選定CRM系統(如Saleforce)後點
﹝設定﹞即可開啟此功能；如果公司的Salesforce網址是客製的，設定時請選擇
［客製網域］，並填入該特定的網域，如此當用戶在使用時，即會自動連接公司

專用的Salesforce。

如要允許存取公司的通訊錄系統(目前支援Exchange與Office 365)，在選定通訊
錄系統(如Exchange)後點﹝設定﹞，並輸入Exchange伺服器的IP或網址，再點一次
﹝設定﹞，即可開啟此功能。

當管理者有開啟與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連動的功能時，請到下方［公
司CRM／通訊錄存取設定］中來設定與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的相關的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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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並可以選擇手動匯出到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或是自動與公司CRM
系統或公司通訊錄同步。設定自動同步後，WorldCard Team每10分鐘就會檢查一
次，並幫您把有異動的聯絡人自動同步到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上做更新。

5.2.6 自訂欄位

WorldCard Team提供自訂欄位的功能，可新增多個自訂欄位。請點擊 來新

增欄位，輸入欄位名稱後，並選擇欄位屬性即可完成新增。

欄位的屬性分成：

1. 文字：可輸入文字跟符號等資料。
2. URL：可輸入網址資訊。
3. 電子郵件：只能輸入電子郵件格式的資料。
4. 選單：可自訂選單內容方便用戶選擇。
5. 數字：只能輸入為整數的數字。
6. 浮點數：可輸入包含小數點的數值。
7. 日期：可新增日期。
8. 日期與時間：可新增日期與時間。

提醒：在聯絡人編輯畫面下，輸入框外框顯示為紅色，則代表輸入的資料格式不被接受，請檢查並

修正。

5.2.7 統計資訊

這裡將展示出WorldCard Team伺服器目前使用的資訊統計狀況，包含共有多少
用戶以及有多少筆名片等資料；如要添購用戶數量，請點選右上方的 來購買授

權，並點擊 來輸入授權。

提醒：如果您的管理者帳號是從AD伺服器匯入的，且該AD帳號沒有Email資訊，增加授權時會提醒

您要在［個人資訊］中先增加Email資訊，才能增加授權。

5.2.8 憑證資訊

這邊會顯示WorldCard Team伺服器所使用的 https協定的憑證資訊，如您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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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司自有的 https憑證，請開啟［WorldCard Team啟動設定］來進行更換，憑證
更換後需重新啟動WorldCard Team服務才可生效。

注意：若設定好憑證後，但系統重新開機後無法使用https方式登入，表示憑證更換失敗，請以http的
連線方式登入並再次更新您的憑證，或是點擊［還原預設憑證］來繼續使用。

如果沒有正式的 https憑證的話，用瀏覽器開啟網頁時會看到非安全性網站的
警告，您可選擇繼續使用 (依瀏覽器種類，會有不同的允許繼續使用的方式 )，或
更換成貴公司的憑證，即不會再有警告訊息。

5.2.9 安全設定

當您要限制只有使用公司內部 IP，或使用特定外部 IP位址的裝置才能存取
WorldCard Team伺服器時，即可開啟此功能。例如只允許老闆家中特定的一台

Windows電腦能連線，或是整個分公司內部的員工才可以連線，即可點擊 來填

入可允許連線的 IP位址或一個 IP區段的範圍即可。

5.3 用戶設定

5.3.1 分享設定

在此可設定在您新增聯絡人時，是否要自動分享給特定的用戶，屆時被分享的

用戶即會在您新增聯絡人後自動收到通知；如要取消對某個用戶的分享，只要點

擊用戶名稱旁的 即可。

通知訊息的說明請見5.4章節；聯絡人分享的相關說明請見﹝網頁平台使用手
冊﹞2.2.4章節。

另外您可以點擊［清除沒有用戶下載的資料］按鈕，將伺服器上屬於您的資

料，但沒有任何用戶有下載使用的資料進行刪除，以便您可以儲存更多有用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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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顯示設定

在﹝地圖地址顯示設定﹞中，您可以調整要用哪一種線上地圖來開啟聯絡人地

址的地圖。

• 自動：依連絡人地址的國家判斷，若在中國則以百度地圖開啟；其餘皆以

Google地圖開啟。

• Google地圖：以Google地圖顯示地址地圖。

• 百度地圖：以百度地圖顯示地址地圖。

另外在﹝聯絡人姓名顯示設定﹞這裡您可以設定聯絡人列表中的東方聯絡人跟

西方聯絡人的姓名欄位，分別要用姓在前還是名在前的方式來呈現。

5.3.3 公司CRM／通訊錄存取設定

當管理者有開啟與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連動的功能時，請在這裡設定
設定與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的相關的登入資訊，並可以選擇手動匯出到公
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或是自動與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同步。設定自
動同步後，WorldCard Team每10分鐘就會檢查一次，並幫您把有異動的聯絡人自動
同步到公司CRM系統或公司通訊錄上做更新。

5.4 通知說明

當有其他用戶分享聯絡人給您，或是WorldCard Team系統設定有變動等，您
都會收到通知。要瀏覽訊息時，點選主畫面右上角的 即可打開﹝通知訊息列

表﹞。

在﹝通知訊息列表﹞中您可以看到來自所有用戶的訊息，也會看到所有來自系

統的訊息，這些訊息是不能被刪除的，但有500筆的筆數上限，一但超過的話最舊
的訊息將被自動移除。

如果通知的內容是有其他用戶分享聯絡人資料給您，您在通知中即可看到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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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重點資訊，如名字、公司等，並可進行勾選後點擊 直接下載儲存到［我的

聯絡人］。

小秘訣：當訊息變多時，您可以點擊上方的﹝日期﹞、﹝分享者﹞或﹝說明﹞來將訊息做排序，以

便快速找到歷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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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WorldCard Team用戶端軟體安裝

◎ Windows
請開啟網頁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download.worldcardteam.com/) 來開啟下

載頁面，選擇［Windows Server Edition下載］頁面，並下載［WorldCard Team 
(Windows)］軟件，且於下載後雙擊檔案以進行安裝。

開啟軟體後請在伺服器欄位輸入WorldCard Team伺服器網址以及帳號密碼即
可登入使用。

◎ Mac

請開啟Mac系統中的App Store ，並在右上方搜尋列中輸入［WorldCard 
Team］，即可找到WorldCard Team軟體。

點選［取得］按鈕並輸入您的帳號跟密碼，即可開始下載，下載完成後，在系

統的應用程式中就能找到WorldCard Team軟體。

開啟軟體後請在伺服器欄位輸入WorldCard Team伺服器網址以及帳號密碼即
可登入使用。

◎ iOS / Android
請 於 iOS / Android 裝 置 中 的 App Store / Google Play 中 搜 尋［WorldCard 

Team］即可找到WorldCard Team APP並下載。

或者您可以掃描下方的 QR code來連結到下載畫面：

開啟 APP後請在伺服器欄位輸入WorldCard Team伺服器網址以及帳號密碼即
可登入使用。

* 如您暫時不操作 WorldCard Team 軟體，建議登出以降低伺服器負載。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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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料庫備份 / 還原

7.1 備份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

如要備份Microsoft SQL Server中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請參考以下步驟：

1. 請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並將WorldCard Team服務停止。
2. 請到［應用程式］中點選［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來開啟控制台，

並以足夠權限的Administrator或sa身分登入連接資料庫伺服器。  

3. 展開左方窗格中的［資料庫］，並找到Wo r l d C a r d  Te a m的資料庫
［worldcardteam］，右鍵點擊後，選擇［工作 \ 備份］。

4. 確認要存放備份檔的路徑後，點選［確定］按鈕，即會開始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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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備份完成後，即可看到檔案出現在您選擇的目的資料夾當中。

提醒：名片圖會與資料庫一同備份，還原時也會一併還原。

7.2 還原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

如要還原Microsoft SQL Server中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請參考以下步驟：

1. 請到［應用程式］中點選［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來開啟控制台，
並以足夠權限的Administrator或sa身分登入連接資料庫伺服器。

2. 展開左方窗格中的［資料庫］，並找到Wo r l d C a r d  Te a m的資料庫
［worldcardteam］，右鍵點擊後，選擇［刪除］來將現有要拋棄的資料庫刪
除；如果是要還原到新伺服器上，可略過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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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方窗格中的［資料庫］上按右鍵，選擇［還原資料庫］。

4. 在［來源］處選擇［裝置］，並指定本機中要還原的資料庫備份檔，點選
［確定］即可進行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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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庫還原後，請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並在WorldCard 
Team服務運行後點選右下方的［資料庫還原通知］按鈕，此時WorldCard 
Team伺服器會通知所有客戶端軟體，告知資料庫已還原，需更新成伺服器上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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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備份PostgreSQL資料庫

如要備份PostgreSQL中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請參考以下步驟：

1. 請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並將WorldCard Team服務停止。
2. 請到［應用程式］中點選［pgAdmin4］，來開啟PostgreSQL控制台。

3. 展開左方窗格中的［Server \ PostgreSQL 9.6 \ Datebases］，並找到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worldcardteam］，右鍵點擊後，選擇［Backup］。

4. 輸入備份資料庫的檔名以利後續做區分後，直接點選［Backup］按鈕，即會
開始備份。

5. 備份完成後，預設會將備份的資料庫存放在［文件夾］中，如果您要確認正
確路徑，可以點選完成訊息中的［Click here for details］，即可看到完整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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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名片圖會與資料庫一同備份，還原時也會一併還原。

7.4 還原PostgreSQL資料庫

如要還原PostgreSQL中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請參考以下步驟：

1. 請到［應用程式］中點選［pgAdmin4］，來開啟PostgreSQL控制台。
2. 展開左方窗格中的［Server \ PostgreSQL 9.6 \ Datebases］，並找到WorldCard 

Team的資料庫［worldcardteam］，右鍵點擊後，選擇［Delete］來將現有要拋
棄的資料庫刪除；如果是要還原到新伺服器上，可略過此步驟。

3. 在左方窗格中的［Datebases］上按右鍵，選擇［Create \ Database］，並將新
資料庫名稱取為相同的［worldcard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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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完成後，即可在新的worldcardteam資料庫上按右鍵，選擇［Restore］，
然後選擇之前備份的資料庫檔案來進行還原。

5. 資料庫還原後，請開啟［WorldCard Team Server啟動設定］，並在WorldCard 
Team服務運行後點選右下方的［資料庫還原通知］按鈕，此時WorldCard 
Team伺服器會通知所有客戶端軟體，告知資料庫已還原，需更新成伺服器上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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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AD伺服器的連接資訊

如果不清楚 AD伺服器的連接資訊，請參考下列範例的說明：

1. 請至下列網址下載並安裝微軟免費的AD Explorer工具：https://technet.
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963907.aspx

2. 開啟［ADExplorer.exe］程式，並點選［File \ Connect］，並輸入公司內部AD
伺服器的IP / 帳號 / 密碼，以便連線到AD伺服器。

提醒：此伺服器IP/帳號/密碼為WorldCard Team匯入AD帳號時所需填入的資料。請注意帳號一定是

要具有domain admin權限的帳號。

3. 接著請在左方窗格中，展開伺服器底下的使用者目錄。如下圖範例，
在使用者目錄中，請找到［D i s t i n g u i s h e d N a m e］項目，此項目的值
［CN=Users,DC=adtestad,DC=local］就是BaseDN，也就是WorldCard Team軟
體中要填入的資訊，如此一來，此使用者目錄中所有的帳號都會被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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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AN240W高階掃描器操作說明 (選購)

B.1 硬體功能介紹

名片放置口

電源開關

觸控操作面板

網路線孔

電源線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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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安裝與設定

請將掃描器電源接上，如果要使用有線網路，請將網路線接上，如要使用無線

網路，請參閱後續無線網路設定。

注意：掃描器所連接的網路要和WorldCard Team伺服器在同一個區域網路。

請按一下掃描器的電源按鈕來開機，當操作畫面出現後即完成開機。請點選

左側選單的［設定］，再選擇［網路］，這邊您會看到無線網路跟有線網路的開

關，請依需求擇一使用。

如要使用無線網路，點選該項目來進入連線畫面，即可選擇要連線的無線網路

名稱來進行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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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開始掃描名片

請點選左側選單的［plug-in］，再選擇［WorldCard Team］來開啟WorldCard 
Team掃描程式。

請於起始畫面中輸入WorldCard Team伺服器的IP位址，點擊下一步後，再點
［新增帳號］來登入您個人的WorldCard Team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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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請先設定要辨識的名片語系，以及要幫忙掃描的對象 (預設掃描對象是
自己)，即可將名片以橫向方式放入名片放置口，並點擊［開始掃描］按鈕來進行
掃描。

小秘訣：

1. 名片放置口兩側的擋片可以滑動調整成合適的大小，一次可放多張名片進行批次掃描(最多80
張)。

2. 掃描器為雙面掃描機種，放置名片時無須在意正反面，都會進行掃描。

掃描完成後即會進行辨識與上傳WorldCard Team伺服器的動作，上傳完成後即
完成掃描動作。

* 對於普通文件的掃描操作，請參閱掃描器包裝內附的光碟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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