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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捷達⼤尺⼨觸控顯⽰器，集互動式教學、數位化演⽰、多媒體演講、觸控式操作、⼿寫
式輸入為⼀體的多功能型教學設備。從設計到⽣產，都充分考慮到了教育⾏業的應⽤特點，
操作⽅便直觀，全數位化智慧控制，可使⽤⼿指或不透光的物體 在螢幕上任意書寫、修
改、刪除，是現代化教育的理想⼯具。

產品特點如下：

• 為教學和會議系統量⾝定做的產品。
• 採⽤先進的紅外陣列掃描感應技術，HID 免驅⽅式，隨插即⽤。
• 多信號源視窗預覽功能，並可直接點擊視窗進⾏切換。
• 在不影響觀看效果的狀態下，通過按鍵⾃主實現⼀鍵亮度調節，節能幅度多達 50%。 
• 前置⼤功率揚聲器。
• ⾃動感應環境照度及亮度，智慧調節屏體背光⾄使⽤者最適合觀看的亮度。
• 在完全關閉屏顯的狀態下提供播放⾳訊檔功能，節約能耗並聚焦於⾳訊媒體之播放。

外觀介紹

1 喇叭

2 麥克風

3 前⽅連接端⼦

4 燈源感應

5 遙控器接收

6 前⽅控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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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連接端⼦

前⽅控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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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功能描述

麥克風 麥克風

HDMI 前⽅連接端⼦

觸控 燈源感應

USB 遙控器接收

進入安卓⾴

返回

• 進入選單設定

• 長按2秒鎖定觸屏功能

⾳量調整
電源開啟/關閉


紅燈：待機狀態


⽩燈：機器運轉中


⽩紅燈閃爍：關機中


http://www.jector.com.tw


本產品遙控接收前⽅⼤約5米左右，兩側⼤約30度⾓的範圍內使⽤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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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操作步驟 

2.1 開機 
	 

步驟1	 確認電源插頭確實接上，屏體後側電源線介⾯旁之船型開關已開啟

步驟2	 按下前置⾯板上電源鍵或遙控器電源鍵，待機啟動顯⽰器，此時電源指⽰燈為綠⾊

步驟3	 待顯⽰開始畫⾯後即可開始使⽤


2.2 關機 

步驟1	 待電腦執⾏關閉後，按下前置⾯板電源鍵

步驟2	 按下電源鍵後出現確認關機畫⾯，再次按下後顯⽰器即執⾏關機動作

步驟3	 待電源指⽰燈顯⽰紅⾊後表⽰顯⽰器已進⾏關機並進入待機狀態




警告 

• 顯⽰器需進入待機狀態再斷開電源，否則可能造成損壞機器；意外停電可能損壞機器

• 不要在短時間內反復開啟/切斷電源，這樣可能導致顯⽰器故障。


指⽰燈狀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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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燈 電源狀態

不亮 關閉

紅 待機狀態

⽩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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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基本介紹 

3.2 Android主畫⾯ 

開機後預設畫⾯為Android介⾯，亦可設定開機後直接進入常⽤顯⽰訊號源，⽅法於「設定－

輸出／輸入設定」內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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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V Call 呼叫⼩花 - 浮動⼯具欄功能


       ⽤兩根⼿指點選螢幕的任何部分超過 2 秒，浮動⼯具欄將出現在您的⼿指上。 您可以點住中⼼
部分並移動它，輕點中⼼鈕可收攏⼯具欄。 在沒有操作⼯具欄的情況下 5 秒後，⼯具欄逐漸變得透
明。 單擊⼯具欄或⽤兩根⼿指按屏幕的任何部分再次超過 2 秒，然後您可以將其帶回。




浮動⼯具欄的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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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狀態欄和開始螢幕快捷⽅式


       主⾴左下⾓顯⽰三個⼯作狀態圖⽰（包括USB存取，網路和Wi-Fi ）和開始螢幕快捷⽅式。


3.2.3 主要⼯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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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插入隨⾝碟⾄顯⽰器將顯⽰此圖⽰。單點圖⽰進入檔案管理應⽤程式 

注意：建議使⽤⼩於16GB的USB隨⾝碟並將系統格式更改為FAT32

單擊圖⽰返回開始畫⾯

如果顯⽰器連接有線網路則會顯⽰此圖⽰，點擊圖⽰可進入相應選單

如果顯⽰器連接無線網路則會顯⽰此圖⽰，點擊圖⽰可進入相應選單

檔案管理，您可以瀏覽顯⽰器內部和外接裝置檔案

http://www.jector.com.tw


4  內建功能與應⽤程式 

4.1 訊號源預覽 

       主選單點選訊號源後會出現訊號源選單，已連接的訊號源會呈現⽩底⿊字，點選後會出現預覽
畫⾯，再次點擊後即可進入該訊號。


4.2 檔案管理 

       點選主選單檔案圖⽰可進入檔案管理應⽤程式，可存取顯⽰器內置儲存空間與插入之隨⾝碟進
⾏操作，也可以使⽤雲端硬碟功能（⽀援google、dropbox、onedrive）與FTP與網路芳鄰功能。


提醒：使⽤雲端硬碟登入請注意隱私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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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板功能 

       ⽩板功能應⽤在需⼤量書寫以取
代傳統⽩板功能之⽤，⽀援多點同時
書寫，使⽤五指觸控時會⾃動切換橡
⽪擦模式進⾏免切換直接清除擦拭，
使⽤不同粗細的觸控體會有不同的筆
跡效果。


選單詳細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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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多媒體、⽂字⼯具、幾何形狀與畫布移動功能




插入檔案：可選擇透過隨⾝碟、顯⽰器內存、雲端空間進⾏插入圖片檔案

線上搜尋：透過線上圖片搜尋⼯具直接將搜尋到的圖片⽤拖放或是雙擊的⽅式插入圖片

瀏覽器：在⽩板畫⾯旁邊開啟多⼯瀏覽器，可瀏覽網⾴、播放影片，也可以擷取網⾴畫⾯





註：部分功能適⽤於2020年3⽉後更新之版本，如果未發現上述功能可投過線上更新進⾏軟體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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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常⽤設定說明 

5.1 Android系統設定 

	 顯⽰器Android設定端類似⼀般Android系統，略有不同，本⼿冊將舉常⽤功能進⾏說明。


5.1.1	定時開關機

可設定時間分別進⾏⾃動開
機與⾃動開機功能。


注意：設定此功能前先確認
顯⽰器系統時間正確。


5.1.2  護眼模式




護眼書寫模式： 
只有在書寫或觸控時會將螢
幕亮度降低。


護眼光控： 
根據現場環境光改變亮度。


藍光過濾器： 
降低顯⽰器藍光，可調整藍
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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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輸出/輸入設定


	 可設定主選單上第⼀項與浮動⼯具列的常⽤訊號源，以及開機⾃動啟動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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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indows系統操作說明 

6.1 Windows連接觸控顯⽰器 

       捷達觸控顯⽰器⽀援Windows 7以上作業系統隨插即⽤，⼀般情況下無需安裝任何驅動程式，
連接電腦後系統會⾃動將觸控顯⽰器觸控辨識為觸控裝置，


通常⼤部分的Windows程式皆可⽀援顯⽰器操作，部份程式設計可能因無法⽀援Windows觸
控⽽造成操作不正常甚⾄無法互動。 

      

捷達也提供免費的電⼦⽩板⼯具，從最基本的JBoard_Lite到專業備課軟體
TeachInfinity II都是適合在課堂上搭配觸控顯⽰器使⽤的好幫⼿下載位置：  

JBoard_Lite : http://www.myjector.com.tw/exe/JBoard%20Lite.rar 
TeachInfinity : http://www.myjector.com.tw/exe/

Teach%20Infinity%20II%205.3.23.Stage.20180911.zip

6.2 Windows系統進⾏定位校正 

       ⼀般情況下Windows系統隨插即⽤，觸控無需校正。若出現觸控點不準確可能與電腦系統安裝
顯⽰卡第三⽅驅動程式應⽤有關，若需要進⾏定位。您可從windows內控制台 - 平板電腦設定（在
windows 7 系統下為Tablet PC設定）選擇校正選項並按指⽰操作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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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螢幕共享

7.1 TRUCast無線投影操作流程 

  1. 點擊主選單上的螢幕共享功能
  2. 確認欲投影的裝置(PC、平板、筆電)是否連線

注意事項

1. Windows系統推薦使⽤mirror op sender程式進⾏無線投影
2. 掃描主畫⾯上的QR Code可連結⾄無線投影app的下載位置
3. iOS裝置可直接使⽤ Airplay ,  Chrome系統可使⽤google cast服務
4. Andoird由於各品牌機型不⼀，使⽤前請確認裝置是否⽀援無線投影
5. 連線品質與流暢度視現場網路環境決定，若品質不佳請留意是否有其他⼲擾

捷達數位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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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維護與保養 

8.1 ⽇常維護與保養須知 

• 請勿將機器安裝或放置在熱源附近，也不要將機器放在陽光直射，多塵或者潮濕的地⽅，以及有
機械振動和易受撞擊的地⽅。為獲得良好的效果，還應儘量遠離⾼壓輸電網，⼤件⾦屬物體，雷

達站等設備。


• 請勿⽤化學試劑擦拭機體，溶劑可能會使機殼變質或損壞其漆⾯。如有灰塵污垢，應在切斷電源
後⽤溫布擰乾後擦拭。顯⽰觸控式螢幕可⽤乾淨軟布輕輕擦拭。


• 請勿頻繁開關機，以免影響顯⽰器使⽤壽命。正常關機後，請等待三分鐘後再開機。若長期不使
⽤， 請關閉設備電源並拔掉電源插頭。


• 請勿長期將顯⽰亮度及對比度設⾄最⼤值，以延長液晶屏的使⽤壽命。


• 請勿⽤硬物在觸控式螢幕上書寫，以免劃傷玻璃影響顯⽰效果。


8.2 紅外線感應清潔 

    ⼤尺⼨觸控顯⽰器是利⽤⽔準和垂直⽅向上的紅外線矩陣來檢測
並定位⽤⼾的觸摸。屏體的四周分佈著紅外條(即紅外接收管和紅外
發射管)，它們在屏體表⾯形成⼀張由紅外線布成的光網，當⽤⼾觸
控式螢幕幕時，⼿指或其它不透明物體就會擋住經過該點的橫豎紅

外線，控制器便會判斷出觸點的座標位置。 由於長期裸露在空氣
中，屏體表⾯極易積塵⽽引起觸摸不靈敏或定位不準確現象，所以

應定期清掃屏體四周的紅外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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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售後服務 

9.1 軟體下載 

軟體下載連結：相關檔案與資料請⾄捷達網站。
http://www.myjector.com.tw/monitor.htm

線上影⾳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jector4u

9.2 客服與報修 

	 可透過免費服務專線，或者掃描以下QR Code進⾏線上諮詢與報修。

捷達數位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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