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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於產品

螢幕設定 I/O按鈕

切換訊號 USB讀取

HDMI輸出 加裝控制器



公司簡介

關於產品

75吋和86吋產品介紹

75吋觸控螢幕 + 旋轉壁掛自動升降

86吋觸控螢幕 + 移動架

藍光護眼

有快速鍵可設定

藍光護眼

童鎖
點選後無法點選，

必須要點選音量

按鈕 -- ++

75吋和86吋



產品介紹 智慧螢幕應用整合



產品介紹 智慧觸控螢幕

一機整合 智慧教室首選

• 內建 Android 8.0, 雙系統Windows自由切換

• 4K高畫質,畫質清晰, 色彩豐富,視角廣闊

• 4G記憶體使用更順暢, 儲存空間32G安裝更多APP

• 防眩光AG鋼化玻璃, 內建環境光源偵測,智慧護眼

• 自動偵測訊號和無訊號自動休眠功能

• 可設定時開關機, 協助上下課的時間設定

• 豐富的輸出入端子, 多元控制整合訊號源

• 支援多種軟體與系統, 可匯入多圖片與影像檔

• USB共享功能無線分享, 隨身碟隨插即用

• 內建電子白板軟體, 多人多點同步書寫

• 免驅動隨插即用, 跨平台批註功能

• 多系統設備投影, 支援九個畫面共享廣播功能

• 內建有線網路共享器及無線Wifi分享上網

• 畫面廣播分享, 系統免定位即可鏡射上去, 並且遠端
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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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各種設備

• 全面優化及提升安卓8.0系統介面, 10秒內

極速開機

• 兩側便利工具欄, 隨傳浮動羅盤五指輕點

即可喚出

• 清楚地切換任何輸入的訊號源, 隨訊號源

任意切換影像及功能

• 內建15W雙音響，不需外接喇叭

• 前置輸入端子與控制鈕，插槽隨插即用

產品介紹 豐富訊號源與介面

五指隨傳羅盤

兩側工具列

時間日期

主選單

名言佳句



產品介紹 多元軟體支援

匯入PPT、WORD、圖片檔、
影像檔、FLASH、http連結，
可用來製作教材

支援Android/iOS/Windows

作業系統，即時無線投影

內建有線及無線上網及分享
上網功能、訊號自動偵 測、
環境光源偵測



共享隨身碟隨插即用 安插在螢幕上的隨身碟，可在外接電腦以及內建Android系統中直接讀取檔案，

不用將USB重新插拔到其他裝置，直接可共享使用，省去來回走動的時間

產品介紹 USB共享功能



多系統無線投影

• 手機/平板/桌機無線投影，畫面廣播分享

• 支援九分割畫面投影共享功能

• 遠端觸控可設定密碼、可設定分割數量

• 投影、交流、互動、演示

• iOS/Android/桌面鏡像功能

• Full HD、影音串流播放

• 可多人同時連接投影、檔案分享

• 同時投影畫面下，一鍵切換單畫面全畫面投影

• 畫面註記書寫功能

iOS、ANDROID、CHROMEBOOK、

WINDOWS、MAC多作業系統支援

產品介紹 無線投影互動



如何在每一個物件上面註解和畫圖??







75+旋轉

旋轉和電動升降

75+電動升降

電動升降

按下升降按鈕之後就可升降

旋轉

解開安全鎖頭、可獨立一個人旋轉螢幕

收納

可將線材收納至兩邊收線槽



86+架子

負重 安全 收納 堅固

長:64CM、寬:39CM、高:55CM

兩側散熱孔、後放兩個收納孔、方便收納線材

超大收納空間、可放置各種

設備、前置鎖頭安全存放



第二章

APP應用

手機鏡射 定時開機設定

反向操作 RS232

APP安裝 無聲廣播



手機鏡射

支援系統
•IOS、ANDROID、

CHROMEBOOK、

WINDOWS、MAC

安裝地方
•GOOGLE PLAY

•APPLE STORE

•網站下載

WINDOWS 和 MAC系統免定位即可鏡射上去，並且遠端觸控
可設定密碼、可設定分割數量

簡單好用、九分割畫面



反向操作

走動式教學
•IOS、ANDROID、

CHROMEBOOK、

WINDOWS、MAC

安裝地方
•GOOGLE PLAY

•APPLE STORE

•網站下載

WINDOWS 和 MAC系統免定位即可鏡射上去，並且遠端觸控

簡單好用、九分割畫面



APP安裝

APP安裝
•APK安裝可以使用

APKPURE

•可安裝各種APP

安裝教學軟體
•可安裝康軒、南一、

翰林的教用光碟

•可安裝KAHOOT

我們是安卓的大電視、不是平板，一定有點差異
但是大部分的遊戲都可以使用

有學校使用PPT教學甚至不用電腦

安卓大電視



定時開關

定時開關機
•可以指定時間開關機

•指定星期一到日的特

定開機時間

指定通道
•可指定一開機就自動

跳到指定的訊號源

節能減碳 每天定時開機，也定時開機

節能省電不容許浪費電



RS232

RS232
•可搭配環控系統

•可搭配資訊整合器

•擴充性最高

USB共享
•USB接在螢幕上

•電腦一定可以讀取

方便好用、介面簡單



無聲廣播

FMKTA
•文字跑馬燈

•YOUTUBE播放

•圖片廣播

•聲音廣播

英聽和直播
•指定時間播放

•指定時間取消

播放前將可以指定播放的聲音

將每一塊錢用在刀口上



第三章

網路設定

MAC序號 熱點分享

WIFI連結

有線連結



MAC序號

點選F1進入，即可看到，但裡面設定請勿做任何變動

遙控器



WIFI連結

請確認螢幕左側的兩隻天線有連結上去，上去後到設定裡面點選，

並輸入密碼即可使用。 網路是802.11AC 的 5G網速

WIFI



有線網路連結

在螢幕的左下方有兩個LAN IN和OUT的接頭，請將有線網路輸入連

接進入螢幕，當連結進去時就可以自動開啟有線網路輸出功能。

也可以用手動設定網路IP地址

有線網路



熱點

熱點分享給予30個載具使用，熱點必須要連結有線網路，分享出來

才會有上網功能

熱點分享



第四章

Q&A

螢幕鍵盤無法使用時

如何切換訊號

手機無法鏡射時

感覺螢幕速度變慢時



螢幕鍵盤無法使用時

請至設定裡面，點選語言與鍵盤，點選其他鍵盤即可，若是無法使

用也可以先用鍵盤滑鼠先使用。

請至APKPURE點選使用的鍵盤，點選更新

更改預設鍵盤

更新鍵盤APP

安裝新輸入法

在APKPURE關鍵字輸入CHINESE INPUT，點選想要安裝的APP即可



手機無法鏡射時

WIFI連結請務必螢幕和手機要在同一個網段下，螢幕本身也可以自

帶熱點分享。網路速度都是802.11AC 的5G速度

點選螢幕鏡像輸出即可，安卓系統要透過GOOGLE PLAY安裝

ESHARE軟體才可鏡射，安卓聲音只能由安卓手機裡面的影片或

聲音才會有聲音，網站的並不會有。

WIFI連結

IOS和安卓

鏡射觸控

只有WINDOWS和MAC系統支援單點免定位觸控



如何切換訊號

在桌面由左往右滑動就會看到，該訊號源的子母畫面

點選兩側的箭頭，倒數第二個按鈕，也可以進行訊號的切換，

若有訊號插入時，選單上會出現墨綠色的顏色。

桌面切換訊號

訊號源

不用進行切換，只要將訊號插入自動會變更訊號源，可以到設

定裡面調整，一開機就進入指定訊號源。

自動切換訊號



感覺螢幕變慢時

觸控電視與手機一樣，當使用過的APP，都還在背景中執行，可以

五指點選按鈕，就可以全部清除。

若是儲存空間變小也會導致速度變慢，這時候就要刪除部分

APP來做使用，刪除的方法跟手機一樣，常按按鈕就會出現反

安裝選項。

清除APP

刪除APP

恢復原廠設定

此動作將會刪除全部的資料，包含所有設定和文件，請留意



教育訓練影片連結介紹

第一章:硬體工具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DEXzQDKZgg

第二章:批註功能與電子白板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8NMyiFntk

第三章:文件管理與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fOIGmUF3c

第四章:無限投影與APP操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0Z3-Xe2l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DEXzQDKZg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8NMyiFnt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YfOIGmUF3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0Z3-Xe2lg


新北市前瞻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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