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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觸控投影機包裝清單

配件檢查表

以下清單為光學觸控投影機的專屬配件。請查看是否缺少任何一
項物品，如有缺少，請與經銷商聯繫。

1. 2.指揮棒

3.

光筆

電池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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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觸控投影機包裝清單配件說明

3

配件說明

「指揮棒握把」的按鍵說明

使用指揮棒之前
請把伸縮棒旋轉至握把，並確

認電源已開啟。

如何使用
當按壓按鍵，紅外線訊號從伸
縮棒的筆尖發射與投影機裡的
CMOS感應器確認位置。當紅
外線發射時，LED燈亮起。
1)螢幕上指揮棒筆尖的位置。
2) 按壓按鍵如滑鼠點選目標或
手握著如同筆一樣畫線。

LED 燈
按鍵：滑鼠左鍵

IR

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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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觸控投影機包裝清單配件說明

「光筆」的按鍵說明

觸控式筆頭

前面後面

電源開關

如何使用
當觸控筆頭按在螢幕上時，訊號從筆尖發射並與
投影機裡的感應器確認位置。當訊號發射時，觸
控式筆頭會發光。
1)筆頭置於螢幕上任一處。
2) 將筆頭壓在螢幕上即可發揮作用。在畫筆模式
下可繪出線條。

 注意

筆頭前端內有感應器，碰觸筆頭會時會消耗電池
電力。為了節省電力，不使用光筆時請記得將電
源關掉（可碰觸筆尖確認是否不會發光）。

使用光筆之前
請確認電源已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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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
LightPen-Dual軟體提供光學觸控功能

當'LightPen-Dual'在電腦上無法順利的操作時，請使用'Light 
Pen3_Lite'。

並請參考第6頁'LightPen-Dual'與'LightPen3_Lite'在功能使用
上有何不同。

1. 系統配置要求 

為確保光學觸控功能可正常運作，請依以下所列項目檢查您
的系統條件。

   LightPen-Dual軟體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微軟 Windows XP(SP2)(32bit)/Vista(32bit)/
Windows 7 (32bit/64bit)

處理器 Intel® Core™2 Duo  2.0GHz或以上
(dedicated GPU is recommended)

記憶體 2G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LightPen3 Multi-touch功能相容於Windows7 家用進階版或以上

   LightPen3_Lite軟體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微軟 Windows XP(SP2)(32bit)/Vista(32bit)/
Windows 7 (32bit/64bit)

處理器 Intel Pentium-M 1.5GHz 或以上
記憶體 2G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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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可使用'LightPen-Dual'與'LightPen3_Lite'滑鼠工具連結Microsoft 
Office。如需各詳細之內容，請確認Microsoft Office提供的支援。

LightPen-Dual 與 LightPen3_Lite 比較表

名稱 LP-Dual LP3_Lite

軟體功能

1 紅色畫筆 o o

2 綠色畫筆 o o

3 藍色畫筆 o o

4 嘜克筆 o o

5 繪圖工具 o o

6 橡皮擦 o o

7 全部清除 o o

8 儲存 o o

9 雙筆功能 o x

10 白板模式 o o

11 上頁 o o

12 下頁 o o

13 列印 o o

14 重新繪圖 o x

15 重做 o x

16 復原 o 一步驟

17 選取物件 o x

18 旋轉物件 o x

19 比例物件 o x

20 移動物件 o x

21 螢幕小鍵盤 o(exc/v) o(exc/v)

22 書寫在動畫或電影模式 o x

23 反鋸齒畫筆 o o

24 平滑 o o

25 聚光燈 o x

26 窗簾 o x

註： o : 具此功能 x : 不具此功能 o(exc/v) : Vista系統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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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安裝

2.1驅動程式安裝

※當投影機連接上電腦即自動打開SPDriver安裝資料夾，安裝 
    過程請直接參閱下頁步驟4。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Setup.exe，出現如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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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
步驟 4：  
               (1)  點擊SPDriver，出現如下畫面。請點選"下一步

(Next)"繼續安裝過程。

              (2)  選擇好要安裝的目錄 (已預設 )，請點選 "下一步
(Next)"，繼續安裝過程。

                 (3)  安裝中，請等待安裝程序結束，安裝完成。

-SPDriver



9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
     2.2 LightPen 軟體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Setup.exe，出現如下畫面。

步驟 4：  
               (1)  點擊LightPen-Dual，出現如下畫面。請點選"下一步

(Next)"繼續安裝過程。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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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擇好要安裝的目錄 (已預設 )，請點選"下一步

(Next)"，繼續安裝過程。

                  (3)  確認安裝資訊，請點選"安裝(Install)"，繼續安裝過
程。

                  (4)  安裝中，請等待安裝程序結束，安裝完成。

_LightPen-Dual



11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_SPDriver

3. 光學觸控功能的初始安裝

3.1 SPDriver安裝完成，從"開始/程式集/LightPen/SPDriver/
  SPDriver"執行後，用USB線連結投影機及PC。此時系統列應

   為下列圖示。

(Windows 7/VISTA)            (Windows XP)

3.2  在 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則出現下列選單。

             (VISTA/Win XP) (Windows 7)

*Windows XP及Vista只能使用預設的<滑鼠模式>

*Microsoft Windows 7 OS支援多點觸控的<觸控模式>，使用者在
Microsoft Windows 7 OS上使用時，可選用預設的<滑鼠模式>，
或支援多點觸控的<觸控模式>。

*Microsoft Windows 8 OS 只能使用預設的<觸控模式>。
*Windows XP及Vista只能使用預設的<滑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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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如何再次重新執行驅動程式
           如果離開 Driver 欲再次重新執行，可以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SPDriver/SPDriver.exe"開啟驅動程式。

3.3 選擇"校正(Calibration)",進入校正程序。

  3.4 點選四點完畢後，系統會將校正資料儲存，請稍候。

  

3.5 完成校正。

_SPDriver



13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_LightPen-Dual
4. 工具列說明
4.1 LightPen-Dual軟體功能列說明
     完成LightPen-Dual安裝並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LighttPen-

Dual"執行後，在螢幕的右方會出現工具列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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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觸控投影機包裝清單工具列說明

圖示 名稱 說明

滑鼠 滑鼠功能。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嘜克筆 半透明畫筆。

繪圖工具 繪製圓形、方形、等腰三角形及直線。

畫筆粗細及顏色 選擇畫筆粗細及畫筆顏色。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雙筆工具
可以選用<全畫面雙筆>模式或<分割畫面
雙筆>模式進行雙人書寫的功能。

白板模式 切換為白板背景模式。

上頁 回到上一頁。

下頁 進入下一頁。

編輯工具 編輯筆跡工具。

螢幕小鍵盤 啟動螢幕小鍵盤。

離開 離開應用程式。

_LightPen-Dual
4.2 主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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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子功能說明

(1) 繪圖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

點選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2) 雙筆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

點選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圖示 說明
雙人同時於全畫面中使用相同樣
式的工具進行繪圖。
雙人同時於左右各半的畫面中使
用相同或不同樣式的工具進行繪
圖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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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畫面雙筆>

       雙人同時於全畫面中使用相同樣式的筆進行繪圖。

         <分割畫面雙筆>

        雙人同時於左右各半的畫面中使用相同或不同樣式的筆
         進行繪圖。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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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白色畫筆 白色畫筆。

細圓筆畫 細畫筆。

粗圓筆畫 粗畫筆。

方型筆畫 方形畫筆。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匯入背景 載入自訂背景。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離開 離開雙筆模式。

(2.2)工具列說明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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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作業系統安裝

(3) 白板模式

點選 ，主功能選單將呈現白色背景，原 功能將更

改為 匯入背景及 匯入白板兩個功能。

  i.  點選 ，即出現選取視窗，可將所選取的圖片匯入當成
背景使用，如下圖所示。

  ii.  點選 ，則背景恢復為白板模式。

      若要離開白板模式，僅需再次點擊 即可。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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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輯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談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

請點選欲使用之編輯功能。

圖示 說明
選取所繪的筆跡當成物件。
物件可隨意放大、縮小或移動位置。

旋轉所選的筆跡物件。

列印當前所看到的畫面。

回復上一次動作。

取消回復上一次動作。

模擬聚光燈效果。

模擬窗簾效果。

切換直立工具列位置為橫置。

切換工具列位置為左側或是右側。

_LightPen-Dual

4.4 如何使用互動功能
    在滑鼠模式(設定)可以使用指揮棒或光筆代替滑鼠指標的 
    功能。
    直接按壓指揮棒或光筆的按鍵亦如同按滑鼠左鍵或雙擊。
    若滑鼠於同一位置停留2-3秒，則滑鼠自動執行右鍵功能，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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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改變滑鼠或畫筆模式

將「指揮棒」或「光筆」筆尖放置投影影像外的上方或下方，
然後按壓按鍵，即可切換滑鼠與畫筆。

如果切換為滑鼠，則工作列上的圖示顯示為 ，切換為畫筆

時則顯示為 。

黃色框的項目也會在工作列上的小圖示顯示，方便辨認目前模式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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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改變工具列位置

改變工具列位置或隱藏工具列有一個快速的方法。於螢幕外左
邊或右邊，按下「指揮棒」或「光筆」按鈕可更換工具列位置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4.7如何再次執行LightPen程式
如果離開 LightPen-Dual 欲再次重新執行，可以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LightPen-Dual"開啟程式。

_LightPen-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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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ghtPen 軟體安裝

安裝前,請先確認您未安裝或已解除安裝LightPen-Dual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
步驟 3： 打開"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的

"Software"資料夾，選擇"LightPen3_Lite"資料夾。
步驟 4： 
  (1)  請使用滑鼠雙擊Setup_Lite.exe，出現如下畫面。請點選"

下一步(Next)"繼續安裝過程。

  (2)  選擇好要安裝的目錄(已預設)，請點選"下一步(Next)"，
繼續安裝過程。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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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裝中，請等待安裝程序結束。

   (4)  安裝完成。

6. LightPen3_Lite工具列說明
6.1 LightPen3_Lite 軟體功能列說明
     完成LightPen3_Lite安裝並執行後，在螢幕的右方會出現工具
列如圖所示。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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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功能說明

圖示 名稱 說明

滑鼠 滑鼠功能。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嘜克筆 半透明畫筆。

繪圖工具 繪製圓形、方形、等腰三角形及直線。

畫筆顏色 選擇畫筆顏色。

畫筆粗細 選擇畫筆粗細。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白板模式 切換為白板背景模式。

上頁 回到上一頁。

下頁 進入下一頁。

編輯工具 編輯筆跡工具。

螢幕小鍵盤 啟動螢幕小鍵盤。

離開 離開應用程式。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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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子功能說明

(1) 繪圖工具

點選 , 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點選

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2) 白板模式

點選 ，主功能選單將呈現白色背景，原 功能將更改為

匯入背景及 匯入白板兩個功能。

  i.  點選 ，即出現選取視窗，可將所選取的圖片匯入當成背景
使用，如下圖所示。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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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點選 ，則背景恢復為白板模式。

 若要離開白板模式，僅需再次點擊  即可。

(3). 編輯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談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點選

欲使用之編輯功能。

圖示 說明

回復上一次動作。

列印當前所看到的畫面。

-LightPen3_Lite

6.4 如何使用互動功能

 在滑鼠模式(設定)可以使用指揮棒或光筆代替滑鼠指標的
 功能。
直接按壓指揮棒或光筆的按鍵亦如同按滑鼠左鍵或雙擊。
  若滑鼠於同一位置停留2-3秒，則滑鼠自動執行右鍵功能，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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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改變滑鼠或畫筆模式

將「指揮棒」或「光筆」筆尖放置投影影像外的上方或下方，
然後按壓按鍵，即可切換滑鼠與畫筆。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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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如何再次執行LightPen程式
如果離開 LightPen3_Lite 欲再次執行，可以從"開始/程式集/
LightPen3_Lite / LightPen3_Lite"開啟程式。

6.6 改變工具列位置
 改變工具列位置或隱藏工具列有一個快速的方法。於螢幕外左
 邊或右邊，按下「指揮棒」或「光筆」按鈕可更換工具列位置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LightPen3_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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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owerPoint® 工具列

LightPen-Dual 和 LightPen3_Lite提供PowerPoint® 工具列功能，
支援 office 2003 以上。

如果從工具列選取開啟  "PowerPoin t® 工具設定"，當使用 
PowerPoint®，並且展示PowerPoint®資料在"放映"模式  ，
PowerPoint® 工具列將會顯示在螢幕的右側。 

當離開 "放映"模式 PowerPoint® 工具列將會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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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PowerPoint® 工具列功能

圖示 說明

改變工具列大小

改變PowerPoint®工具列位置

改變為滑鼠模式

改變為滑鼠右鍵

改變為紅色畫筆

拭除

全部拭除

回到上一頁

進入下一頁

選取頁面

結束投影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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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Pen3軟體提供光學觸控功能

1. 系統配置要求

為確保光學觸控功能可正常運作，請依以下所列項目檢查您
的系統條件。

   LightPen3軟體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Mac OS X v10.5或以上
處理器 Intel processeor 
記憶體 512 M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2. 軟體安裝
2.1驅動程式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Mac"資料夾，將

mac.zip複製到硬碟裡。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mac.zip，出現SPDriver ICON，移

至桌面後並執行。

2.2LightPen軟體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Mac"資料夾，將

LightPen3.zip複製到硬碟裡。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LightPen3.zip，出現LightPen3 ICON

，移至桌面後並執行。



32

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3.光學觸控功能的初始安裝
3.1 用USB線連結投影機及PC。此時系統列應為下列圖示。

3.2  在     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則出現下列選單。

3.3  選擇"校正(Calibration)",進入校正程序。

3.4  點選四點完畢後，系統會將校正資料儲存，完成校正。

-LightP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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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具列說明
4.1 LightPen3軟體功能列說明

  完成LightPen3安裝並執行後，在螢幕的右方會出現工具列如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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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功能說明
圖示 名稱 說明

滑鼠 滑鼠功能。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嘜克筆 半透明畫筆。

繪圖工具 繪製圓形、方形、等腰三角形及直線。

畫筆粗細及顏色 選擇畫筆粗細及畫筆顏色。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白板模式 切換為白板背景模式。

上頁 回到上一頁。

下頁 進入下一頁。

編輯工具 編輯筆跡工具。

螢幕小鍵盤 啟動螢幕小鍵盤。

離開 離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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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子功能說明

(1) 繪圖工具

點選，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點選
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2) 白板模式

點選 ，主功能選單將呈現白色背景，原 功能將更

改為 匯入背景及 匯入白板兩個功能。

i.  點選 ，即出現選取視窗，可將所選取的圖片匯入當成
背景使用，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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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點選 ，則背景恢復為白板模式。

      若要離開白板模式，僅需再次點擊 即可。

(3). 編輯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談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

請點選欲使用之編輯功能。

圖示 說明
選取所繪的筆跡當成物件。物件
可隨意放大、縮小、旋轉、刪除
或移動位置。

列印當前所看到的畫面。

回復上一次動作。

取消回復上一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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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改變滑鼠或畫筆模式
將「指揮棒」或「光筆」筆尖放置投影影像外的上方或下方，
然後按壓按鍵，即可切換滑鼠與畫筆。

如果切換為滑鼠，則工作列上的圖示顯示為 ，切換為畫筆

時則顯示為 。

黃色框的項目也會在工作列上的小圖示顯示，方便辨認目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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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改變工具列位置
改變工具列位置或隱藏工具列有一個快速的方法。於螢幕外左
邊或右邊，按下「指揮棒」或「光筆」按鈕可更換工具列位置
，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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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為什麼出現「無法找到 LightPen」程式？
答：可能有以下原因：

(1) USB線沒有正確連接至電腦或投影機。請檢查投影機和
電腦的USB線是否有正確連接。

     (1-1) 如果顯示以下畫面，請插入USB線。

     (1-2) 如USB線沒有正確連接至電腦或投影機。請檢
查投影機和電腦的USB線是否有正確連接。在
Window的作業系統中，當發生如(A)圖，即USB
線未接或USB埠發生故障。若如圖(B)，即可以使
用光筆功能。

        (2) 請使用購買投影機所附USB線。若您需要更長的USB線
，請與您的經銷商聯絡。

        (3) 電腦的USB埠出現故障，請咨詢IT工程師。

2.問：為什麼無法讓圓形校正標靶塊正確執行校正？
答：(1)  請確認「指揮棒」或「光筆」是否作用:

            (1-1)  請確認「指揮棒」或「光筆」電池電量是否足夠或
電源開關已開啟。

(A) (B)

 (1-2)  使用「指揮棒」或「光筆」時，應避免於陰影處書
寫(參閱下頁圖解)，而且盡量與投影螢幕保持25度
以上的角度。如果感應器接收不到「指揮棒」或「
光筆」傳送來的信號，將造成「指揮棒」或「光筆
」無法使用。

CMOS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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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於陰影處書寫 光筆與投影布幕保持25°以上的角度

       (2) 可能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請避免環境光直射投影面
或感應器。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面通常有以下原因造
成:

           (2-1)  陽光直射投影面。

           (2-2) 感應器旁有光源。

       請結束SPDriver並重新執行，如果仍看到Q5問題，請 
       排除光點直到沒有任何光點出現在Windows.。
3.問：為什麼游標不在「指揮棒」或「光筆」所指的位置上？
答：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系統校正不準。試著進行校正時指在圓形標靶的「中心
」位置上。

(2)  投影機位置、投影面積尺寸或投影距離改變。

(3) 投影像解析度改變。重新校正將解決此問題。

4.問：為什麼游標會跳動？
答： 可能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造成，應避免周圍環境光線

干擾，特別是陽光直射。（請參閱問題2）

5.問： 為什麼視窗畫面跳出「因環境光過強，導致光筆系統無法
正常運作」?

答： 因為周圍環境光過強，干擾投影機內感應器。請避免光線
直射投影機的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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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於Windows Vista\Windows 7作業系統下，當SP Driver的

   <裝置設定>選項設定為<滑鼠模式>時，使用虛擬鍵盤無反應?

答：當SP Driver 在操作的期間，可能受到由於Windows作業系

統預設的<使用者帳戶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UAC >限制

而造成無反應動作的情況。使用者可修改設定來解決,操作步

驟如下:

1. 開始功能表 / 控制台 / [使用者帳戶]

2. 選擇 [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3. 變更通知設定為「不要通知」(如圖示)，並選擇[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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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啟動電腦，完成設定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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