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ize® Icon™ Series 300/500/700

.

Get started setting up your system

Set up and activate

Configure your system

Configure

Start placing calls. You can also manage your calls, share data, and create recordings.

Use your system

Learn about the Lifesize cloudbased video service that supports desktop, mobile, and browserbased
video collaboration with your Icon.

Lifesize cloudbased service

硬體安裝
準備安裝 Lifesize 視訊系統時，請思考會議室現場條件、與顯示器規格相符與否，以及您的網路設定。注意：若您並非使用 DHCP，必須請網
路管理員手動設定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以及系統預設閘道。

快速提示參考
Lifesize Icon 300 加 Lifesize Phone HD
Lifesize Icon 300 加 Micpod 和 Room Controller 平板應用程式
Lifesize Icon 500
Lifesize Icon 700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設定並啟動系統
請按照這些步驟完成 Icon 的初始設定。
1. 開啟瀏覽器並導覽至顯示於 Icon 的 IP 位址。
2. 在清單中選取語言，然後按下一步。
3. 選取時區。
4. 非必要步驟：按一下

，設定代理伺服器連線。

1. 啟用 HTTP 代理伺服器。
2. 輸入主機、連接埠、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3. 按一下儲 存。
5. 設定並確認管理員密碼。之後管理員即可存取系統的網頁介面。
6. 設定並確認 Lifesize PhoneTM HD 管理密碼。之後管理員即可在 Lifesize Phone HD 中存取管理員設定。
7. 按一下下一步。
8. 選取音訊輸出（Phone HD 或電視螢幕顯示器或揚聲器），然後按下一步。
9. 設定完成。按一下進入管理員控制台，將系統與 Lifesize 服務配對。
10. 您可以將 Icon 關聯到個人使用者或會議室。

個人使用者

我同意 Lifesize 終端使用者為本裝置及其本身建立關聯。
使 用 者同意 Lifesize 管理員為本裝置與其 Lifesize 群組中的任何使用者或現有會議室系統建立關聯。

如果裝置位於會議室內並用於多個使用者，則使用此選項。
會議室
建立 Icon 專用的 Lifesize 帳戶。輸入將出現在目錄中的名稱。亦可輸入用於呼叫系統的電子郵件地址。

11. 按一下啟動。

設定 Icon 300 (配備 Micpod)
請按照這些步驟完成 Icon 的初始設定。
1. 開啟瀏覽器並導覽至顯示於 Icon 的 IP 位址。
2. 在清單中選取語言，然後按下一步。
3. 選取時區。
4. 設定並確認管理員密碼。之後管理員即可存取系統的網頁介面。
5. 系統配對。您可以建立 Icon 與個人使用者或會議室的關聯。

個人使用者

我同意 Lifesize 終端使用者為本裝置及其本身建立關聯。
使 用 者同意 Lifesize 管理員為本裝置與其 Lifesize 群組中的任何使用者或現有會議室系統建立關聯。

如果裝置位於會議室內並用於多個使用者，則使用此選項。
會議室
建立 Icon 專用的 Lifesize 帳戶。輸入將出現在目錄中的名稱。亦可輸入用於呼叫系統的電子郵件地址。

6. 下載平板專用 Lifesize Room Controller 應用程式。
7. 使用應用程式掃描 QR 碼，或者輸入代碼完成配對流程。
現在您可以開始撥打第一通電話了。

設定系統
使用新的 Lifesize Icon 網頁介面或 Lifesize Phone HD，完成設定網路、設定檔、安全性、語言以及其他項目。
網路介面
Phone HD

網路考量事項
網路頻寬不足可能會導致音訊和視訊品質不佳。Lifesize 建議，若要進行高畫質視訊通話，至少應使用 1 Mb/s 以上的頻寬 (傳入和傳出)。使用
低頻寬進行視訊通話時，Lifesize 視訊系統會自動選擇在可用頻寬下能夠達到的最佳解析度。
若您打算使用網域位址撥打電話，請設定 DNS 伺服器或使用會自動設定 DNS 伺服器的 DHCP 伺服器。Lifesize 預設 DNS 伺服器是
8.8.8.8。

使用 Lifesize Icon 網頁介面
用於設定 Lifesize Icon 系統的全新網頁介面，現在將所有設定選項全數列在同一頁，更方便您快速完成設定。

設定系統設定檔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設定設定檔的值。
系統名稱

定義會議室系統名稱。

系統語言

選擇系統介面語言。

系統電話號碼

設定系統所用的電話號碼

NTP 伺 服 器

除了 DHCP 伺服器向您的系統傳送的任意 NTP 伺服器位址以外，使用您
爲 NTP 伺服器主機名稱指定的數值。

日期和時間

選擇日期、時間和時區

3. 按一下儲 存。

設定網路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向下捲動到網 路區段，設定以下項目：
連線類型

有線

DHCP 伺 服 器

DHCP 動態分配和設定 IP 位址。
如果您停用 DHCP，輸入本機設定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用於將 IP 位
址分爲網路和主機識別號）以及預設閘道器。

IP 位 址

輸入系統的 IP 位址。

預設閘道

輸入「預設閘道」詳細資料。

網路遮罩

輸入網路遮罩資訊。

靜 態 DNS 伺 服 器 1 和 2

輸入 IP 位址，設定 DNS 伺服器。輸入解析主機名稱時應搜尋的網域名
稱。DNS 會將網路節點名稱轉譯為位址；指定這項喜好設定可以使用
DNS 將主機名稱解析為 IP 位址。

網路雙工模式

全雙工模式可讓兩個元件之間的通訊同時傳送及接收資訊。

網路速度

選擇網路速度：10 Mb/s、100 Mb/s 或 1000 Mb/s

3. 按一下儲 存。

安全性與密碼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向下捲動到安全性區段，設定以下項目：

設定並確認管理員密碼

密碼至少要有 8 個字元，其中至少包含 1 個數字、1 個小寫字母和
1 個大寫字母，以及 1 個特殊字元。

設定並確認 Phone HD PIN

設定一個 4 位數個人識別碼 (PIN)，需有這個識別碼才能同時使用
Lifesize Phone HD 與本系統。

3. 按一下儲 存。

設定系統行為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向下捲動到系統行為區段，設定以下項目：

自動接聽來電

自動接聽來電。如果停用，您必須手動接聽或拒接來電。預設情況
是必須手動接聽或拒接來電。

自 動啟動 簡 報

若將筆記型電腦連接到系統的視訊輸入端，會自動開始投放簡報。
預設是啟用此項功能。

音訊輸出

指定視訊通話時的語音輸出位置

雙顯示器模式

選擇自拍（預設）或鏡像模式。從以下瞭解更多資訊。

防 閃 爍 50Hz

50 Hz 功率供電的照明可能會發生閃光，攝影機會擷取閃爍並傳送
到系統。如果您使用 50 Hz 電源供電照明並觀察到視訊會閃爍，請
將「防閃爍」設為 50 Hz。預設值是「自動」。附 註：連接到這個系統
的所有攝影機一律套用您為這項喜好設定選擇的值。
某些曝光設定值是為在室內日光照明下使用的攝影機所設計，因此
可能會産生閃爍。要消除閃爍，請提高亮 度設定。

3. 按一下儲 存。

雙顯示器模式（僅限 Lifeize Icon 500 及 700）
將第二顯示器連接到系統時，您可以選擇顯示器模式，系統會自動設定第二顯示器。視訊通話及非視訊通話期間，您的兩個顯示器的運作方式
會視顯示器模式而異。

顯示器模式

通話狀態

顯示器 1

顯示器 2

自拍（預設）

通話中

其他與會者的影片，或複合畫
面（與會者人數大於 3 時）

本機攝影機畫面
若開啟 PIP：顯示背景

若開啟子母畫面 (PIP)：您的攝
影機畫面將顯示於 PIP 中

非通話中

背景

若在本機投影您的畫面（透過 HDMI 或
Lifesize Share）或當其他與會者投影自己
的畫面時：顯示投影畫面
背景或數位看板
若在本機投影您的畫面（透過 HDMI 或
Lifesize Share）：顯示您的投影畫面

鏡像模式

通話中

其他與會者的影片，或複合畫
面（與會者人數大於 3 時）

本機攝影機畫面
若開啟 PIP：顯示背景

若開啟 PIP：您的攝影機畫面
將顯示於 PIP 中

非通話中

注意：

若在本機投影您的畫面（透過 HDMI 或
Lifesize Share）或當其他與會者投影自己
的畫面時：顯示投影畫面

背景或數位看板

背景或數位看板

若在本機投影您的畫面（透過
HDMI 或 Lifesize Share）：顯
示您的投影畫面

若在本機投影您的畫面（透過 HDMI 或
Lifesize Share）：顯示您的投影畫面

注意：
1. 若您的系統先前設定為自 拍 PIP 模 式，則在您變更至以上兩種模式前，您的系統將保留目前設定。
2. 非通話期間，可以在自拍模式中使用 CLISH 命令讓顯示器 1 一律顯示攝影機畫面。
3. 按下 Lifesize Phone HD 上的 攝影機按鈕，即可在顯示器 1 一律短暫顯示本機的攝影機畫面。

設定讓系統使用 VoIP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向下捲動到 VoIP 區段，設定以下項目：
PBX 整 合

啟用 PBX 整合功能。

SIP 使用者名稱

裝置的 SIP 使用者名稱。

授權使用者名稱

SIP 伺服器授權使用者名稱。 只有註冊伺服器或代理伺服器需要時才設
定值。

授權密碼

SIP 伺服器授權密碼。 只有註冊伺服器或代理伺服器需要時才設定值。

SIP 註冊伺服器

啓用時，使用 SIP 註冊伺服器。

SIP 登錄器主機名稱

SIP 註冊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SIP 註 冊

選擇「直接」或「經由 Proxy」。 使用 SIP 登錄器登錄時使用的通訊路徑。
SIP 裝置使用登錄器設定動態登錄其目前位置。

啟用 SIP Proxy

如啟用這項功能，會使用 SIP Proxy 伺服器。

代理伺服器主機名稱

SIP 代理伺服器的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SIP 訊 號 傳 送

設定慣用的 SIP 訊號通訊協定 (TCP、UDP 或 TLS)。訊號通訊協定不能
同時啟用；如啓用其中一項，即須停用其他通訊協定。
要啓用訊號傳送安全功能，請將其值設為 TLS。

3. 按一下儲 存。

診斷和維護
1. 開啟瀏覽器後瀏覽找到 Icon 的 IP 位址。附 註：在 Phone HD 點選開 始 > 系 統即可找到。
2. 向下捲動到診斷與維護區段，設定以下項目：

生成並下載診斷報告

支援人員可能會請您擷取系統診斷報告，用於判斷系統發生問題的原
因。

下載診斷報告

下載之前產生的診斷報告

開始封包擷取

捕獲並下載網路通信記錄（.pcap 檔）。該封包擷取將執行長達 3 分鐘以
捕獲足夠的資訊，然後下載此檔案。

系 統 重 新啟動

將系統重新開機。
此項操作會移除目前的設定，包括您在「我的最愛」中輸入的項目。

將系統重設為原廠設定

系統會重新開機，並將管理員密碼重設為預設值 (admin)。
附 註：按住 Lifesize 系統背面的紅色重設按鈕 10 到 15 秒也可以重設
系統。

USB 1

選擇殼層、速度和流量控制

USB 2

選擇殼層、速度和流量控制

使用 Phone HD
使用 Lifesize Phone HD 設定 Icon 系統。
網路設定
測試網路
重設系統設定
變更語言

網路設定
1. 使用 Phone HD 點選系 統 > 管 理。
2. 點選網路設定，接著使用鍵盤輸入以下項目：

DHCP 伺 服 器

DHCP 動態分配和設定 IP 位址。
如果您停用 DHCP，輸入本機設定的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用於將 IP 位
址分爲網路和主機識別號）以及預設閘道器。

IP 位 址

輸入系統的 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

輸入子網路遮罩資訊。

預設閘道

輸入「預設閘道」詳細資料。

靜 態 DNS 伺 服 器 1 和 2

輸入 IP 位址，設定 DNS 伺服器。輸入解析主機名稱時應搜尋的網域名
稱。DNS 會將網路節點名稱轉譯為位址；指定這項喜好設定可以使用
DNS 將主機名稱解析為 IP 位址。

測試網路
執行網路測試，檢查會議室系統與網路和雲端服務的連線情形。
1. 使用 Phone HD，點選系 統 > 管 理。
2. 點選測試網路。
3. 點選執行測試。隨即會顯示測試結果。

系統設定重設
以下程序會將系統重設為預設狀態
1. 使用 Phone HD，點選系 統 >管 理。
2. 點選重設網路設定。
3. 點選重 設，將所有網路設定重設為預設設定。
系統會自動重新開機，並將管理密碼重設為預設值。
附 註：按住 Lifesize 系統背面的紅色重設按鈕 10 到 15 秒也可以重設系統。

變更語言
1. 使用 Phone HD，點選系 統。
2. 點選語 言。
3. 在清單中選擇您要使用的語言。Lifesize Icon 提供下列語言：
英文
簡體中文（简体中文）
Chinese (traditional) (繁體中文)
捷克文 (Čeština)
荷蘭文 (Nederlands)
芬蘭文 (Suomi)
法文 (Français)
德文 (Deutsch)
意大利文 (Italiano)
日文 (日本語)
韓文 (한국어)
挪威文 (Norsk)
波蘭文 (Polski)
葡萄牙文（巴西）(PortuguêsBrasil)
俄文 (Pусский)
西班牙文 (Español)
瑞典文 (Svenska)

附 註：若要變更系統網頁介面的語言，請參閱語言。

設定防火牆
本節說明如何設定 Lifesize 視訊系統的防火牆穿越功能，以利發揮 H.323/SIP 獨立裝置用途。
若 Icon 已經連上 Lifesize 雲端服務，請參閱這 裡的線上說明。
通話設定與媒體連接埠
限制保留連接埠

放置在防火牆後
Lifesize 建議將系統放置在防火牆後。 使用以下其中一項：
使 用 公 用 IP 位
址 的 DMZ

將您的視訊系統置於 DMZ 中可讓您指派公用 IP 位址。 此組態使您的系統更容易連線到網際網路上的公用視訊系統。

使 用 NAT 的 私
有 LAN

將您的視訊系統置於使用「網路位址轉換 (NAT)」的私有 LAN 中會阻礙其私有 IP 位址，但是在網路外與系統通話會更為複雜。

連接埠安全性
Lifesize Icon 視訊系統是一套可提供不同服務及通訊協定並用於不同用途的網路裝置。 並非所有功能均可由您組織外部或網路進行存取，例如存取裝置的管理功能或
SSH 終端機存取。 為維繫安全性並協助防範不必要的惡意侵入或攻擊，Lifesize 建議至少要對下列連接埠進行封鎖外部或入站存取：
22 (SSH)
80 (HTTP)
443 (HTTPS)
554 (RTSP)
10008（如果是 UVC Manager 管理您的系統，則為 REST API 服務）

Lifesize 建議這些連接埠針對內部管理員存取保持開啟狀況。 確保將預設管理員密碼變更為安全密碼。
附 註：在網頁介面的喜好設定 > 密 碼中變更管理員密碼。您可以在喜好設定 > 安全性中停用系統的 SSH 和網路存取功能。
如需深入瞭解該如何預防垃圾及騷擾電話，請參閱防騷擾篩選功能。

通話設定與媒體連接埠
若要透過防火墻與其他系統通訊，您必須設定防火墻允許經由下列埠號的系統傳入和傳出流量：
UDP 連 接 埠 1719

閘道管理員註冊。

TCP 連 接 埠 1720

H.323 通話協商。

UDP 連 接 埠 5060

SIP 通話協商。

TCP 連 接 埠 5060

在針對 SIP 通話啟用 TCP 訊號傳送的狀況下的 SIP 通話協商。

TCP 連 接 埠 5061

啟用 TLS 訊號功能時，SIP 通話會使用 TLS 訊號功能。
附 註：加密通話只支援 TLS 傳輸功能。

必 要 的 TCP
和 UDP 連 接 埠

在喜 好 設 定 > 網 路 > 保留連接埠中指定範圍。

限制保留連接埠
要透過防火牆與其他裝置通訊，您必須設定防火牆允許流量經由保留連接埠傳入和傳出 Lifesize 系統。如果位將防火牆正確設定為允許雙向
語音和視訊流量，使用者透過防火牆撥號至使用公共 IP 位址的系統，可能會發生只能使用單向語音或視訊的情況。
Lifesize 系統預設會透過範圍介於 60000 到 64999 的TCP 和 UDP 連接埠控制視訊、語音、簡報以及攝影機。Lifesize 系統通話時會同時使
用這幾個連接埠。
附 註：至少要有 100 個連接埠。
要將可用於通訊的 UDP 和 TCP 連接埠數量減至最少，請在喜好設定 > 網 路 > 保留通訊埠中變更其值，以利限制範圍。如使用預設範圍以
外的通訊埠組合，Lifesize 建議您選擇的範圍應從號碼大於 49151 的連接埠開始。此範圍的起始號碼必須是偶數、結束必須是奇數，連接埠總
數才會是偶數。若所設定的範圍從 62000 開始，請將最小值設為 62000、最大值設為 62099，這樣可以將連接埠範圍限制在 100 個的最小需
求。
附 註：若變更保留連接埠中的值，系統會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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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統
您可以透過 Lifesize Phone HD 管理音訊、網路及視訊會議，還能分享自己的螢幕畫面，與同事及合作夥伴協作變得更加輕鬆。觸控介面反應
靈敏生動，便於快速使用常用功能。

打電話
1. 點選主螢幕上的通 話圖示。
2. 點選目 錄圖示。
3. 選取通話對象。
4. 選取視訊撥號或語音撥號。
使用「最近通話記錄」、「目錄」或「最愛項目」找到並新增聯絡人。使用「會議」加入會議。使用鍵盤直接撥號。

音訊靜音
通話中點選音訊靜音圖示。
音訊靜音後，Lifesize Phone HD 會亮紅色指示燈。

結束通話
點選結 束圖示。
結束通話的方式分為數種。您可以移除自己，也可以移除一或多名通話參與者。

開始簡報
通話中點選簡 報圖示。
通話中點選版面設定圖示，叫出螢幕版面設定選項。若要結束簡報模式，請點選正在投影圖示。
您可以在進行視訊通話時分享自己的螢幕畫面，也可以對會議室中的其他人進行簡報。

調整音量
通話中點選音 量圖示。使用滑桿調整音量。
若要在開始通話前調整音量，請點選主螢幕的開 始圖示，進入「音量」圖示。

視訊靜音
1. 通話中點選更 多圖示。
2. 點選視訊靜音圖示。

移動攝影機
通話中向左滑並點選相 機圖示。
若要在通話前移動攝影機，請點選主螢幕上的攝影機圖示。
使用控制項調整位置/縮放攝影機。
按住預設項目列中的數字可以新增一個預設項目。

啟用「請勿打擾」
1. 通話中點選更 多圖示。
2. 點選請勿打擾圖示。

錄製通話
1. 通話中點選錄 製圖示。
2. 選取錄製內容擁有者。
備註：必須安裝 Lifesize Record and Share 才能錄製通話。

語言
點選語 言圖示可變更語言。

管理員
點選管理員圖示可存取其他管理設定。

點選語 言圖示可變更語言。

管理員
點選管理員圖示可存取其他管理設定。
網路設定用於修改網路設定，其中包括 DHCP 伺服器和 IP 位址
測試網路會檢查會議室系統與網路以及與 Lifesize 服務之間的連線。
重設網路設定會將網路設定重設為預設值，系統會要求輸入 DHCP 伺服器的位址
重設系統設定會將系統設定重設為預設值。重設完成後，您將再次進行 系統 設定。

快速控制項
連接至 Lifesize Icon 系統的 Lifesize Phone HD 新增了幾項手勢。通話期間才能使用這些手勢。
兩指觸碰任何螢幕可設定靜音或取消靜音
兩指在任何螢幕向上滑動可將音量調高 10%
兩指在任何螢幕向下滑動可將音量調低 10%
若三指滑動並按住任何螢幕，可將本機攝影機往指定方向移動
四指觸碰任何螢幕會顯示系統選項

通話
打電話
使用鍵盤直接撥號。
使用「通訊錄」：
1. 點選主螢幕畫面中的通 話圖示。
2. 點選目 錄圖示。
3. 選取通話對象。
4. 選擇視訊撥號。
使用「我的最愛」：
1. 點選主螢幕畫面中的通 話圖示。
2. 點選我的最愛圖示。
3. 選取通話對象。
4. 選取視訊撥號或語音撥號。

結束通話
點選結 束圖示。

調整音量
通話中點選音 量圖示。使用滑桿調整音量。
若要先調整音量再撥號，請點選主螢幕畫面上的開 始圖示，使用「音量」圖示。

音訊靜音
通話中點選音訊靜音圖示。
音訊靜音後，Lifesize Phone HD 會亮紅色指示燈。

移動攝影機
通話中向左滑並點選相 機圖示。
若要在通話前移動攝影機，請點選主螢幕上的攝影機圖示。
使用控制項調整位置/縮放攝影機。
按住預設項目列中的數字可以新增一個預設項目。

啟用「請勿打擾」
1. 通話中點選更 多圖示。
2. 點選請勿打擾圖示。

錄製通話
1. 在通話中點選錄 製圖示。
2. 若出現提示，請選擇錄製內容擁有者。注意：若致電正在進行中的會議，會議召集人即為錄製內容擁有者。
備註：必須安裝 Lifesize Record and Share 才能錄製通話。

舉起手
1. 在通話中點選舉 手圖示就能向會議召集人或主持人示意，表達您想提出疑問或意見。該按鈕會指示「您已舉手」。
2. 點選把手放下，就可以把手放下。
註 ：會議室系統供與會者使用。如需主持會議的功能，請使用 Lifesize 應用程式。

螢幕畫面投影
通話中點選簡 報圖示。
通話中點選版面設定圖示，叫出螢幕版面設定選項。若要結束簡報模式，請點選正在投影圖示。
您可以在進行視訊通話時分享自己的螢幕畫面，也可以對會議室中的其他人進行簡報。
若要結束簡報模式，請點選正在投影圖示。
管理員可以在喜好設定 > 系 統中庭用自動簡報投影功能。預設是啟用此項功能。
若視訊系統已經可以接收簡報投影，您必須先停止對所有來電者投影目前的簡報，否則無法連接筆記型電腦並開始投影您自己的簡報。
版面設定
在通話期間，從以下配置選項進行選取：
簡報輸入和遠端視訊並排顯示。

出現多位來電者的簡報輸入和視訊。會 議中撥出的整合 Bridge 通話可以使用這項配置。如非整合 Bridge，請選<或>，選擇其中一種配置。

出現簡報輸入。

出現遠端視訊。

如果視訊通話不同時支援投影和視訊，則視訊系統自動交換主輸入和投影輸入以發送投影。 近端同時顯示攝影機和投影輸入，遠端僅顯示投
影。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Oh no, page not found!
Our apologies, but the page you requested has vanished.
Well, vanished might be a bit strong, it may just be hiding, so we suggest you use our search page, or the
links in the footer below to help you find the information you’re looking for.
Thanks for visiting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