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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安裝說明系統安裝說明



1. 放入安裝光碟再執行主安裝檔StudyFun_OCAC_(版本日期).exe即
可。(建議先將主安裝檔複製到電腦中再執行，以加速完成安裝)

2. 如果系統較舊(XP以下)，則可能會跳出安裝.NET 3.5的提示(下圖)
，請依畫面提示完成.NET 3.5的安裝。

安裝方式



3. 如果電腦沒有連接網路，則可能會跳出安裝AIR的提示(下圖)，請依
畫面提示完成AIR的安裝。另外會自動安裝所需的字型檔。

安裝方式(續)



安裝完成



啟動系統

• 啟動前請先將RF訊號接收器插於電腦的USB接口(下圖)，
等待RF訊號接收器上的指示燈亮後，再點選桌面之
StudyFun捷徑

• 或點選[開始]->[程式集]-> StudyFun，即可啟動系統。



配對點讀筆

• 配對點讀筆能讓一間教室的電腦僅接受某些筆的訊息，來
避免受到其他教室的干擾，如果無此問題則可以不必配對

• 安裝後第一次開啟主程式，會跳出詢問(下圖)：

2.選不再配對選不再配對選不再配對選不再配對

1.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 進入系統後，會出現選擇教材畫面，初次使用點
選新增課程將跳出填寫課程名稱輸入視窗，填寫
完畢後點選 則可開始進行備課作業。

選擇教材或新增課程



• 進入下列系統主畫面，上排三項索引標籤為Menu，各個
Menu可透過左下角的 進行新增，新增完成將顯示於
內容區供使用。

進入系統主畫面

內容區內容區內容區內容區

Menu區區區區



課前準備與新增教材課前準備與新增教材



（一）新增網路影片以供課堂使用（需於連網狀態下方可使用）
• 在網路資源的menu下點選左下角的 ，將進入網路影片編輯工具，

在有網路情形下搜尋所需之影片，並點選網址右側的 按鍵，會
跳出視窗要求輸入資源名稱，輸入後點選確認即完成新增影片資源。

新增網路影片教材

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
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二）新增網路頁面資源（需於連網狀態下方可使用）
• 在網路影片編輯工具畫面點選右側的網頁資源編輯工具索引標籤，同

樣於選定網址後於網址右邊點選 按鍵，會跳出視窗要求輸入資
源名稱，輸入後點選確認即完成新增網頁資源。

新增網頁資源教材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點選此處可
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返回主畫面



• 點選評量測驗標籤，用滑鼠點選內容區左側之加號 進入新增測驗畫面。
依序輸入測驗標題、題目、答案選項，並勾選正確答案。

• 插入圖片：可點選題目欄位中 鈕並選擇電腦中圖檔以新增圖片（限
.jpg .gif .png），欲修改圖片可再次點選 ，要刪除圖片則取消勾選。

• 繼續編寫試卷，請點選 ，試卷編寫完畢請點選 鈕。

新增評量測驗

多人測驗多人測驗多人測驗多人測驗

測驗標題測驗標題測驗標題測驗標題

填寫題目填寫題目填寫題目填寫題目: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60字內字內字內字內，，，，英數字英數字英數字英數字100字內字內字內字內

填寫選項填寫選項填寫選項填寫選項: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20字內字內字內字內 英數字英數字英數字英數字35字內字內字內字內

單人測驗單人測驗單人測驗單人測驗

雙人測驗雙人測驗雙人測驗雙人測驗
新增圖片新增圖片新增圖片新增圖片

勾選要新增
的測驗類型選選選選

擇擇擇擇
正正正正
確確確確
答答答答
案案案案



• 開啟單人測驗將先進入登記畫面，學生以點讀筆點選學生墊板之任意
位置進行登記，登入成功的學生編號將顯示於畫面，有登記的學生可
以參與此單人測驗。

• 學生完成登記後，老師以點讀筆點選老師墊板的 向後鍵 進入題目
畫面，再點選捲軸的向下鍵 將隨機抽選一名學生編號進行測驗。
（此時只有被選中的學生點讀筆編號可作答），下一題請點選 ，
抽選另名學生則再度點選捲軸向下鍵 。

• 學生作答時會立即顯示回答對錯狀況，可持續選擇至正確答案，老師
亦可換人做答。

單人測驗

單人測驗登記畫面單人測驗登記畫面單人測驗登記畫面單人測驗登記畫面

↓↓↓↓只有選中的只有選中的只有選中的只有選中的85號可作答號可作答號可作答號可作答

可持續選擇
至正確答案



雙人測驗

• 在選擇模板處勾選雙人測驗即可新增雙人測驗，開啟測驗時
會先進入雙人測驗登記畫面。老師可口頭指定兩個學生參加
測驗，指定兩位學生以點讀筆點選學生墊板任意鍵登記。完
成登記後即進入測驗。兩位學生完成做答後會立即顯示測驗
結果，可用點讀筆點選老師墊板上的上下捲軸查看。

• 雙人測驗進行完畢後，老師點選老師墊板的評量測驗鍵
將回到評量測驗主頁。

雙人測驗登記畫面雙人測驗登記畫面雙人測驗登記畫面雙人測驗登記畫面



• 老師選擇墊板上對應之測驗卷編號後即會直接進入多人測
驗畫面。學生們即可直接以點讀筆進行作答，已做答之學
生點讀筆編號會顯示在畫面下方，剩餘作答時間將顯示於
上方時鐘，如需快轉進入下一題請點選老師墊板 ，作
答中亦可點選 中途查詢該題答題狀況。

多人測驗

測驗卷編號測驗卷編號測驗卷編號測驗卷編號



• 在教學活動menu下點選左下角的 ，選擇電腦中所需圖片/影片/音
訊檔案並新增至教學活動區。

• 檔案類型限wmv,ppt,pptx,mp3,png,gif,jpg,swf,flv
• 在教學活動或評量測驗題中插入圖片或檔案後，請避免移動該檔案在

電腦中位置（或會拔除的隨身碟檔案）。

新增教學活動



• Menu選項下的內容，每頁可放十個教材，超過十項在內容區左側會
顯示一個下三角形 圖示，請點選以顯示下一頁。

• 使用點讀筆點選時請直接點選墊板上對應之編號，第二頁開始點選編
號時直接由1開始。

• 欲刪除某項資源，請點選右上角 符號進行刪除。

顯示及刪除資源

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
頁頁頁頁

上上上上
一一一一
頁頁頁頁

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 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第二頁後用點讀筆與墊板選擇第二頁後用點讀筆與墊板選擇第二頁後用點讀筆與墊板選擇第二頁後用點讀筆與墊板選擇
所需資源時由編號所需資源時由編號所需資源時由編號所需資源時由編號１１１１重新開始重新開始重新開始重新開始

對應數字鍵為對應數字鍵為對應數字鍵為對應數字鍵為1



課堂上前置作業課堂上前置作業



• 先於電腦USB插槽插入RF訊號接收器(Dongle)

• 由桌面捷徑 開啟StudyFun互動教學系統
• 或點選[開始]->[程式集]-> StudyFun，即可啟動系統。

插入接收器並開啟主程式



• 選擇該堂課程使用之教材進入。

選擇教材



設備分發

• 老師或同學分發墊板及點讀筆，每人一套。



講解使用方式

• 先請學生開啟點讀筆，按一下黃色鈕至紅燈亮
• 確認點讀筆開啟後，答題時輕點墊板上之符號並確

認已顯示於答題區。（如選擇錯誤需重新作答，可
輕點垃圾桶圖示 再重新點選欲選擇之答案）

• 選擇題－依照題目選擇數字１２３４
• 是非題－選擇打勾或打叉符號



課堂正式操作課堂正式操作
建議流程建議流程



• 老師墊板主要用於上課流程進行，並搭配點讀筆播放教學
內容

老師墊板介紹

任何時間以點讀筆
點選將回到該menu
頁面

此為保留功能
尚未開通

此為保留功能
尚未開通



• 上課時可先進行一次評量測驗以複習上一堂課所教內容。

課前評量測驗



• 進入評量測驗的menu選擇試卷（點讀筆點選墊板上對應的標
號數字如選擇試卷3.英文_多人→ 則點選墊板 ）開始進行測驗

進入評量測驗頁面



• 已作答的學生編號將顯示於下列空格處。作答前可提醒學生注意自己
的編號是否答題成功出現於畫面上。

• 作答中如需暫停時間，可點選老師墊板上暫停符號 ，如需跳至下一
題，可點選快轉符號 。

查詢學生答題狀況

看答題狀況看答題狀況看答題狀況看答題狀況

到統計頁到統計頁到統計頁到統計頁

回平台回平台回平台回平台

已作答之學生編號已作答之學生編號已作答之學生編號已作答之學生編號

點選可快速點選可快速點選可快速點選可快速
進行下一題進行下一題進行下一題進行下一題剩餘的答題時間剩餘的答題時間剩餘的答題時間剩餘的答題時間



• 每一題學生全部作答完後，點選一次老師墊板上答題狀況
鍵 （或用滑鼠點 符號）查閱學生答題狀況，再點選一
次答題狀況鍵 將會公布正確答案，可供老師即時檢討
與講解。

逐題講解

點選第一次答題狀況鍵可查詢各題點選第一次答題狀況鍵可查詢各題點選第一次答題狀況鍵可查詢各題點選第一次答題狀況鍵可查詢各題
作答學生作答學生作答學生作答學生

點選第二次答題狀況鍵將公布正確答案點選第二次答題狀況鍵將公布正確答案點選第二次答題狀況鍵將公布正確答案點選第二次答題狀況鍵將公布正確答案



• 用點讀筆點選老師墊板上成績報表鍵 （或滑鼠點 ）
，將可列出學生答題的排行榜，供老師做為獎勵或記分的
依據。

成績統計



• 課堂中可利用本教學系統播放各種常用教學資源，老師須在課
前備課時新增該堂課程需要用到的簡報、影片、圖片或音訊檔
進行輔助教學(可參閱簡報第14頁新增教學活動)播放完畢點選教學
活動 即可返回。

• 使用系統開啟教學資源之簡報檔時請先關閉所有簡報以免無法
開啟。

輔助教學資源



• 須連結網路才能使用。進入網路資源Menu後，可利用點
讀筆點選老師墊板之對應數字鍵即可開啟該資源畫面。若
是YouTube影片，可點選老師墊板之 控制此影片之暫
停或播放。

播放網路資源

1.進入網路資源頁面進入網路資源頁面進入網路資源頁面進入網路資源頁面



• 下課前十分鐘再做一次該堂課程的測驗練習，以得知學生
學習吸收狀況。

課後評量測驗



• 請學生先將手中點讀筆長按至紅燈熄滅。
• 老師回收墊板與點讀筆並清點數量。

設備回收



問題排除問題排除



• Q: 出現「SignalExchanger.exe – 應用程式錯誤」
• A: .NET 3.5沒有正確安裝，請重新安裝。

• Q: 啟動程式時，只顯示一個小視窗(如下圖)並不再繼續。

• A: 請先關閉其他使用flash或AIR的程式(如瀏覽器,Zinio
Reader,Zinio Alert Messenger)再重開主程式試試。
註:Zinio Alert Messenger需要從工作列上關閉

問題排除



客服信箱

•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StudyFun
的客服信箱進行詢問，我們會在最快的時
間回覆您，謝謝!

• 客服信箱：service@studyfu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