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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簡介
感謝您惠購Panasonic電子白板。

特殊功能介紹
透過 elite Panaboard 連結到電腦，並使用投影機將電腦螢幕上的內容投影到 elite Panaboard 上，您可以進行以下
操作。
電子筆功能
• 利用電子筆當作滑鼠，控制螢幕上的物件。
• 用電子筆在螢幕上畫或擦掉線條。
• 儲存電子筆畫在螢幕上的影像。
elite Panaboard book
使用支援elite Panaboard的elite Panaboard book軟體，您可以執行書寫、繪圖、夾帶圖像以及操作電腦等功
能。此軟體讓您儲存顯示在電腦螢幕上的影像內容，並可以在日後使用時重新取得該影像內容。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可使用2種操作模式。
可從以下2種操作模式中選擇一種用於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 桌面繪圖模式
•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桌面繪圖模式
可以在elite Panaboard繪製的影像上書寫文字、繪製圖片或運用程式。繪製的項目可儲存在檔案中。不會改變桌
面背景和應用程式資料。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elite Panaboard book 軟體可以製做教學資料和簡報 。elite Panaboard book軟體建立的檔案可儲存為專屬格式
（.peb）。利用elite Panaboard book製做的資料可作為簡報和說明的輔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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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關於使用說明書
此elite Panaboard包含兩本操作手冊。
用於基本操作
（列印文件）
用於軟體
（本文件）

操作手冊包含elite Panaboard與電腦連接的操作方式以及機器安裝手
冊。
操作手冊包含elite Panaboard software以及 elite Panaboard book。

縮寫
Windows® 請參考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請參考 Microsoft® Windows® 2000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請參考Microsoft® Windows® XP 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請參考Microsoft® Windows Vista® 作業系統。
Excel® 請參考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軟體。
PowerPoint® 請參考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繪圖程式。
DirectX® 請參考 Microsoft® DirectX® 應用程式設計介面。

商標
•
•
•
•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Vista、DirectX、Excel、PowerPoint及Windows Media為微軟公司在美國及
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IBM以及AT為國際商務機器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Intel以及Pentium為英特爾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Adobe、Reader 及 Flash 為 Adobe 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所有在此定義的註冊商標皆屬於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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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需求
電腦

IBM® PC/AT® 或相容CD-ROM光碟機

CPU

Intel® Pentium® 4 或更高處理器

作業系統
介面
記憶體（RAM）
硬碟

Windows 2000 SP4 /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USB 2.0
256 MB或更高（Windows 2000 SP4）
512 MB或更高（Windows XP）
512 MB或更高（Windows Vista）
至少需有 200 MB 的硬碟空間（不包含儲存檔案的空間）

備註

•
•
•
•
•
•
•
•

4

欲執行elite Panaboard software，必須安裝Microsoft .NET Framework 1.1或更新版本，以及DirectX 7.0或
更新版本。當您從光碟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時，假設您的電腦未安裝.NET Framework 1.1，則光
碟會安裝此程式套件。
以上的系統需求並不表示可適用所有作業系統的建議硬體規格需求。
您必須有Windows Media® Player 10或更新版本，或裝有Adobe® Flash® Player，才能插入和播放視訊。
Windows 2000 SP4不支援插入和播放視訊。
Windows Vista Ultimate、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Windows Vista Business 和 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 支援手寫辨識功能。
如果您是使用 Windows 2000 SP4 或更新版本，或是使用 Windows XP Professional，則必須裝有 Tablet
PC SDK 和 Microsoft 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 Recognizer Pack，才能使用手寫辨識功能。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和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不支援手寫辨識功能。
您必須有足夠的硬碟空間，才可以錄製和播放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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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繪圖模式

開啟elite Panaboard software進行定位校正

•
•

指定點準確定位後，定位校正將自動移到下一
點。
校正正常結束後，將顯示完成對話框。

1. 開啟elite Panaboard。
2. 用USB線將elite Panaboard與電腦相連。
•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自動開啟。
• 第一次開啟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時，將顯示定
位校正介面。
如果有要求，請重新啟動電腦。啟動電腦後，用
USB線將elite Panaboard與電腦相連。
3. 進行定位校正。
4. 請以正確角度將電子筆按壓（約兩秒）在白板上的
圓圈處，直到圓圈消失為止。請依照圖示依序重複
相同步驟。

•

2

1

5. 點選 [確定]。
• 如果 elite Panaboard 和投影機已經固定防止移動
（例如固定在牆上），勾選 [總是使用此定位校正
資訊]，並點選 [確定] 以便在下次啟動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時略過定位校正步驟。要顯
示校正介面，請參考"選項… (第 16 頁) "。

•

校正完成後，通知區域將顯示

圖示，並自動

顯示桌面繪圖工具。

3

4

•

•
•

[桌面繪圖工具]
可使用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以正確角度握住並按下電子筆。
推壓筆尖時，電子筆將發出嗡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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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繪圖模式

使用桌面繪圖工具

板擦

開啟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時將顯示桌面繪圖工具。利
用桌面繪圖工具您可以在桌面或應用資料上繪製或擦除
文字及圖像。此外，也可利用電子筆在工具列提供的所
有功能之間轉換。

可以用電子筆擦除自由線條。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板擦）。
2. 將電子筆拖曳在要擦除的區域上。（將筆尖按在elite
Panaboard上，移動電子筆。）

工具名稱

色筆（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Ὰㆊ

ኈჍ

㓺⏨ώ

⏨ώ

可以用電子筆書寫文字、繪製圖片或任意畫出線條。可
以設定線條顏色。

☾⏨ώ

ℂ⏨ώ

1. 從桌面繪圖工具中點其中一種

ു׆

⸅⣰

ሩᅘ

Қⵒᛤぜ

⥑હ

ᱺ⏨⋍ᇓ

კח

PowerPoint ༼ഛᦸ

➔ౡଅ⼫Ჷ

➔ౡぢഛ

⊌҆ᥨ

⻞ഛᑨ
Ⅷଅ

箭頭
您可以把電子筆當作滑鼠使用。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箭頭）。
• 電子筆使用方法與滑鼠相同。
左擊
在elite Panaboard上推壓和放開筆尖。
右擊
按住電子筆的按鈕，在elite Panaboard上推壓或
放開筆尖。
雙擊
在elite Panaboard上推壓和放開筆尖2次。
拖&放
在elite Panaboard上推壓筆尖並選取一個物件。
按住筆尖移動電子筆，將物件拖曳，然後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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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筆）/

（紅

（綠色筆）。

2. 用電子筆在elite Panaboard上畫圖。

復原
可以復原操作。

elite Panaboard book

ᄍञ⽷

⩐ሩߧḻଙ

色筆）/

（黑色筆）/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 前一步操作復原。

（復原）。

重覆
可以重覆前一次為完成的操作。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重覆）。
• 可以再次完成前一次 [復原]指令復原的動作。

更新
移動視窗或使用應用程式時，有時畫出的線條會被擦
除，或改變位置。出現這種情況時，可以將這些線條在
原位置重新顯示。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更新）。
• 白板上繪製的線條將重新顯示。

全部清除
您可以清除所有用色筆工具所繪製的線條。

桌面繪圖模式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上的
（全部清除）。
• 將顯示確認對話框。
2. 選擇 [是] 將擦除所有線條。
• 螢幕上所有線條已擦除。
• 欲取消全部清除操作，請點選 [否]。

設定
您可以變更色筆的寬度、顏色和透明度，也可以改變板
擦的尺寸。您可以分別改變四種色筆的寬度。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設定）。
• 顯示"色筆/板擦設定"視窗。
2. 設定需要的色筆顏色、寬度和板擦尺寸。

3. 點選 [確定]。
• 將顯示確認對話框，詢問是否將新的設定套用於
之前畫出的所有線條。
4. 點選 [所有線條] 或 [新線條]。
• 如果選擇 [所有線條]，之前畫出的所有線條將更
新為新設定。
• 如果選擇 [新線條]，新設定僅套用於之後畫出的
線條。
備註

•
•

•

變更色筆顏色時，桌面繪圖工具上的色筆按鈕將
顯示顏色。
如果選擇 [透明] 選項，畫出的線條上將顯示背
景影像。如果背景影像顏色過深，線條將不易辨
認，在這種情況下請勿點選 [透明] 選項。此
外，如果線條交叉，交叉部份將為黑色。
在Windows Vista中，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不
勾選）最多為10次。

白色背景
您可以把全部桌面顯示為白色。此功能可用於提供補充
說明。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白色背景）。
• 桌面顯示為全白色。要恢復原始顯示，再點一次
（白色背景）。
相同寬度
選擇此選項將把所有色筆設定為相同寬度。
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分別設定每種色筆的寬度。輸入 1 至 30 之間的
值。此外，您可以直接左移或右移捲軸列以變更
數值。
點選已變更色彩
點選色筆，將顯示顏色設定視窗，您可以變更色
筆顏色。
透明
點選該設定將色筆顏色設定為半透明。
板擦半徑
設定板擦直徑。輸入 1 至 60 之間的值。此外，
您可以直接左移或右移捲軸列以變更數值。

擷取
將顯示頁面和電子筆畫出的線條儲存為一個檔案。
儲存顯示有2種方式：
• 輸入名稱儲存檔案。
• 利用目前資料和時間作為檔案名稱儲存檔案。
關於檔案儲存和檔案格式，請參考"選項…
(第 16 頁) "。

輸入檔案名稱儲存檔案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擷取）。
• 顯示"另存為"視窗。
2. 指定檔案的資料夾和名稱，並選取檔案格式。
• 可以從以下檔案類型格式中選取。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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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繪圖模式

– 點陣圖檔案（.bmp）
– JPEG 檔案（.jpg）
– TIFF 檔案（.tif）
3. 點選 [儲存]。
• 如果在"另存為"對話框選取已有的TIFF檔，將顯
示對話框詢問是否要將影像增加到已存在的檔案
中，或覆蓋已存在的檔案。
– 增加檔案
選擇 [是]。新影像將增加到已存在的檔案頁
尾，檔案將以多頁面TIFF檔儲存。
– 欲覆蓋檔案
選擇 [否]。刪除現有檔案，新檔案以單一頁
面TIFF檔儲存。

播放投影片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PowerPoint 投影片）。
• 顯示"開啟"視窗。
2. 指定要播放的PowerPoint檔案的資料夾和檔案名稱。
3. 點選 [開啟]。
• PowerPoint開啟，自動播放投影片。
備註

•

如果已經開啟 PowerPoint 檔案，點選
（PowerPoint 投影片）將不會顯示"開啟"視窗，
但將開啟檔案以播放投影片。

•

如果要從 PowerPoint 開啟投影片播放，點選
（PowerPoint 投影片）以開始用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播放投影片。

利用目前日期和時間作為檔案名稱儲存檔案
1. 右擊通知區的
圖示，點選 [選項…]。
2. 勾選 [自動儲存檔案，以日期命名] 選項，並指定"儲

變更投影片

存資料夾"和"檔案格式"。
3. 點選 [確定] 以關閉"選項"視窗。

按鈕將顯示在桌面繪圖工具中。

4.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擷取）。
• 將顯示儲存確認對話框。
5. 點選 [確定]。
• 如果勾選 [不再顯示此訊息]，下次以相同方式儲
存檔案時將不會出現該對話框。要再次顯示對話
框，請參考"選項… (第 16 頁) "。

投影片播放過程中，

（下一個）和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前一個）

（下一個）或

（前一

個）。
• 這些按鍵的功能與PowerPoint中 [下一個] 和 [前
一個] 相同。
• 如果已經選取了色筆或板擦，就無須暫時選取箭
頭工具。
備註

PowerPoint 投影片
可以從桌面繪圖工具開啟PowerPoint，播放投影片。用
電子筆畫出的內容以投影片為單位儲存，因此畫在一張
投影片上的內容不會顯示在下一張投影片上。此外，可
以把畫在投影片上的物件儲存在檔案中，在下次播放投
影片時重覆使用。
備註

•
•

要在PowerPoint中使用這些功能，必須在電腦中
安裝PowerPoint97或更新版本。
畫在螢幕上的物件是桌面繪圖工具資料，並非
PowerPoint資料。

•

如果沒有用桌面繪圖工具變更投影片，繪製的資
料將無法顯示。點選

（更新）以顯示繪圖資

料。

結束投影片播放
1. 在投影片播放過程中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PowerPoint 投影片）。
• 結束PowerPoint投影片播放。
備註

•

在點選

（下一個）或以其他方式選擇時，如果

離開投影片，桌面繪圖工具會識別已經離開投影
片播放，無須點選

（PowerPoint 投影片）按鈕

即可恢復到未播放投影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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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繪圖模式

儲存繪製在投影片中的物件
離開桌面繪圖工具時，將顯示視窗詢問是否要將色筆畫
出或板擦擦掉的資料儲存為繪圖資料檔。
如果指示要儲存資料，繪圖資料將以相同名稱儲存為
PowerPoint檔的繪圖資料檔（副檔名為.ips）。檔案預設
位置與原PowerPoint檔相同。如果無法將檔案儲存在該
位置，將使用指定資料夾"選項… (第 16 頁) "。
備註

•

繪圖資料以專屬影像格式（.ips）儲存。

要使用儲存的繪圖檔案並在投影片中顯示
當點選

標準鍵盤
顯示鍵盤不含數字鍵。

在最上層顯示螢幕小鍵盤
可以選擇將螢幕小鍵盤顯示在所有視窗最上層。從
螢幕小鍵盤中的鍵盤選單中選取 [設定] ® [最上層
顯示]，在選項旁邊將出現勾選標記。再次點選該選
項，勾選標記就會取消。

（PowerPoint 投影片）按鈕來播放投影片

時，如果在PowerPoint 檔所在相同資料夾內有相同名稱
的繪圖資料檔案或指定檔案"選項… (第 16 頁) "，將顯
示確認視窗詢問是否要使用該資料。如果指示要使用該
資料，繪圖物件將從繪圖資料檔案載入並顯示在投影片
中。
備註

•

進階鍵盤
顯示鍵盤包括數字鍵。

如果不再需要儲存的繪圖資料檔案，用Explorer
或其他程式刪除。

螢幕小鍵盤
螢幕小鍵盤是顯示在桌面影像上的虛擬鍵盤，可以投影
在elite Panaboard上。點選螢幕小鍵盤上的按鍵可以輸入
文字。
您可以使用原始的鍵盤或 Windows 鍵盤作為螢幕小鍵
盤。欲變更螢幕小鍵盤類型，請參考"選項…
(第 16 頁) "。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螢幕小鍵盤）。
2. 用程式輸入文字啟動程式，將文字游標移動到要輸
入文字的位置。
（例如，在Excel中，雙擊工作格以進入文字輸入模
式。）
3. 用螢幕小鍵盤點選文字。
使用原始鍵盤
選擇螢幕小鍵盤
可以選取顯示螢幕小鍵盤的方式。從螢幕小鍵盤上
選單列的 [鍵盤] 選單中選擇以下項目的其中一項。

變更螢幕小鍵盤尺寸
可以變更螢幕小鍵盤的尺寸。從螢幕小鍵盤中的鍵
盤選單列中選取 [設定]® [重設尺寸]，點選 [大]、
[中] 或 [小]。
• 您可以拖曳左右邊框以改變螢幕小鍵盤尺寸。
拖曳上下邊框無法改變尺寸。
• 螢幕小鍵盤的長寬比為固定的。
• 視窗的寬度可以從 [中] 尺寸的二分之一到兩倍
的大小之間變更。
備註

•

輸入文字的程式名稱將顯示在螢幕小鍵盤的標題
上。

•

顯示 [螢幕小鍵盤] 時，點選

（螢幕小鍵盤）

按鈕可關閉螢幕小鍵盤。

elite Panaboard book
您可以從桌面繪圖工具中開啟elite Panaboard book。

1. 點選工具中的 （elite Panaboard book）。
• elite Panaboard book開啟。
備註

•
•
•

桌面繪圖工具顯示尺寸縮小。
在桌面繪圖工具中選取箭頭工具。
開啟elite Panaboard book後，可開啟一個新的elite
Panaboard book視窗，點選

（elite Panaboard

book），可以開啟多個檔案。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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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鏡

錄影機

可以放大投影在elite Panaboard上的部份影像。

您可以將投影的影像及操作過程，錄製成影片。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放大鏡）。
• 開啟放大鏡視窗。
• 如果用色筆選取開啟放大鏡視窗，滑鼠指標將變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錄影機）。
• 將顯示錄影機視窗。

為箭頭。

2. 將放大鏡視窗拖曳到要放大的區域上方。
• 在放大鏡視窗中顯示的區域被放大。
3. 在放大鏡視窗中點右鍵，變更放大倍數。
• 可以設定放大2倍、3倍、4倍和5倍。

螢幕陰影
可以利用灰框隱藏投影在elite Panaboard上的部份影像。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螢幕陰影）。
• 將啟動螢幕陰影功能，灰框將覆蓋整個螢幕。
• 如果用色筆選取螢幕陰影功能，滑鼠指標將變為
箭頭。
2. 拖曳灰框邊緣變更尺寸，覆蓋需要遮蓋的區域。
• 桌面影像中選取的區域將被螢幕陰影遮蓋。
備註

•

記錄整個桌面。

記錄特定視窗，記錄的視窗會顯示紅
色邊框。
記錄以紅色邊框拖曳所指定的畫面特
定區域。

拖曳陰影可以遞增方式顯示遮蓋的部份。
暫停記錄。

聚光燈
您可以顯示由elite Panaboard顯示的影像其中一部分，彷
彿以聚光燈照射一般。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聚光燈）。
• 將顯示聚光燈視窗。
• 如果用選取的色筆選擇聚光燈工具，滑鼠指標將
變為箭頭。
2. 移動聚光燈，將聚光燈拖曳至聚光燈未照亮的位置。
3. 拖拉聚光燈的藍色邊框，可變更聚光燈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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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記錄並儲存。
將顯示"另存為"視窗。指定資料夾和檔
案名稱，然後儲存檔案。
設定記錄的視訊畫質及操作設定。

桌面繪圖模式

指定視訊畫質及操作設定
點選

（設定）時，會顯示記錄設定畫面。

暫存檔目錄
設定用來儲存記錄之暫存檔目錄。選擇可用空間足
夠的資料夾。
預估可紀錄時間
這個數值是根據目前設定所估計的記錄時間。設定
[視訊畫質和音訊音質]、[畫面格速率] 和 [暫存檔目
錄] 時，請參考顯示的估計時間。
操作的詳細說明，請參見"記錄桌面操作
（第 24 頁）"。
備註

•

要記錄音訊，電腦必須接上麥克風。

變更圖示尺寸
開始紀錄時縮到最小
選取此項目，可在開始記錄時將錄影機視窗縮到最
小。
縮小到通知區域

您可以變更桌面繪圖工具中的圖示尺寸。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 圖示縮小。

圖示出

備註

現在通知區域。
如未選取此選項，則縮到最小時，應用程式會出現
在工具列。

•

選取此項目，可在視窗縮到最小時，使

（變更圖示尺寸）。

要將圖示恢復原尺寸，點選

（變更圖示尺

寸）。

以顯示錄影

要操作軟體，請點選
機視窗。
通知區域操作
暫停記錄
點選通知區域中的

。

要繼續記錄，請點選通知區域中的

。

停止記錄
雙擊或右擊通知區域中的圖示，選擇 [停止]，
然後儲存記錄。
視訊畫質和音訊音質
選擇視訊畫質和音訊音質。
畫面格速率
設定每秒記錄的畫面格數。
要設定清單未列出的數值，請在 [自訂] 中輸入數值。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13

桌面繪圖模式

變更桌面繪圖工具的顯示

•

要變更桌面繪圖工具按鈕的尺寸，您可以在標準
顯示中點選

或

（變更圖示尺寸）以

在"大"和"小"的尺寸間切換。
以3種尺寸顯示桌面繪圖工具。
標準顯示
顯示所有按鈕
色筆顯示
此顯示僅用於繪製或擦除線條。擷取和投影片播放
按鈕將隱藏。

利用電子筆轉換指標和色筆
工具

最小顯示
當桌面繪圖工具遮蓋到桌面的區域，您可以利用最
小化的方式將陰影的區域縮小。

利用電子筆您可以在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縮小）或

（展

開）。
• 桌面繪圖工具顯示改變。
標準顯示

（箭頭）和

（黑色/紅色/藍色/

綠色色筆）之間轉換。

1. 要選取

（箭頭）或

（黑色/紅色/藍色/綠色色

筆），按住筆的按鈕並雙擊筆尖。

•
色筆顯示

選取

（箭頭）後，工具將轉換為 （上次選取

的色筆）。開啟elite Panaboard software後，如果
未選取任何色筆， 該操作變為 （黑色色筆）。

•

選取

（黑色/紅色/藍色/綠色色筆），工具將轉

換為

（箭頭）。

備註

•

如果選取了 （板擦），工具將在

（板擦）之

間轉換，而不在色筆之間轉換。

利用電子筆變更桌面繪圖工
具的位置

最小顯示

在簡報過程中，報告人會在elite Panaboard前面前後移
動。如果桌面繪圖工具在螢幕另外一側，則不易操作。
在這種情況下，報告人可以利用電子筆將桌面繪圖工具
移動到指定位置。
備註

•

1. 要選取
投影片播放過程中，

（下一個）和

（前一

個）按鈕將增加到標準顯示和色筆顯示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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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紅色/藍色/綠色色筆）或

擦），按住筆的按鈕，點筆尖。
• 桌面繪圖工具從螢幕上消失。

（板

桌面繪圖模式

2. 按住筆的按鈕，推壓並按住筆尖，移動到要移動工
具的位置。
• 桌面繪圖工具重新顯示。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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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選單
右擊通知區域顯示的

圖示，將顯示 elite Panaboard 的

選單。可以利用elite Panaboard software進行以下操作。

錄影機
顯示錄影機視窗。

選項…
設定elite Panaboard software選項。

定位校正
校正投影在螢幕上影像的位置，使電子筆繪製的文字和
線條顯示在正確位置。
如果移動了elite Panaboard或投影機，投影的影像將會錯
位。如果發生錯位，請再次校正，調整elite Panaboard和
投影機的位置。

工具
利用放大鏡和螢幕陰影等功能，顯示桌面繪圖工具和螢
幕小鍵盤。

繪圖
顯示桌面繪圖工具。

螢幕小鍵盤
顯示螢幕小鍵盤。

放大鏡
顯示放大鏡視窗。

螢幕陰影
顯示螢幕陰影。

啟動時校正
選取該選項後，每次啟動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時
都會進行校正。
在啟動時顯示桌面繪圖工具
選取該選項後，每次啟動elite Panaboard software時
都會自動顯示桌面繪圖工具。
原始鍵盤
elite Panaboard內建鍵盤可用作虛擬鍵盤（®
第 11 頁）。
Windows鍵盤
將Windows內建的螢幕小鍵盤用作虛擬鍵盤（®
第 11 頁）。
備註

聚光燈
顯示聚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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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indows Vista 中，如果您開啟 Windows
鍵盤（平板電腦）中的 [選項] 對話框，您將
無法使用電子筆。請使用滑鼠以關閉 [選項]
對話框。

桌面繪圖模式

JPEG
設定以JPEG格式儲存檔案。
TIFF
以TIFF格式儲存檔案時，在壓縮檔選項中勾選 [壓縮
（PACKBITS）]。
自動儲存檔案，以日期命名
選取該選項後，利用擷取功能儲存的檔案以當前日
期和時間為名稱儲存。
儲存資料夾
指定儲存影像檔案的資料夾。
檔案格式
指定儲存影像資料的檔案格式。
顯示儲存驗證對話框
選取該選項後，儲存時將顯示確認對話框確認檔案
名稱。
桌面繪圖工具：繪圖資料檔案
在其他位置為PowerPoint檔案儲存繪圖資料時，指定
載入繪圖資料時顯示的資料夾。

說明…
顯示elite Panaboard software說明檔案。
備註

•

要顯示說明，必須在電腦中安裝Adobe® Reader®。

關於…
顯示關於elite Panaboard software版本的資訊。

結束
結束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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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elite Panaboard book
1. 在 [開始] 選單中，選擇 [所有程式] ®[Panasonic]
® [elite Panaboard]，然後點選 [elite Panaboard
book]。
• elite Panaboard book開啟。
備註

•
•

您可以點選桌面的捷徑開啟elite Panaboard book。
也可以點選

（elite Panaboard book）按鈕以開

啟 elite Panaboard book。開啟elite Panaboard book
後，桌面繪圖工具將最小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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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 Panaboard book視窗
elite Panaboard book主視窗

A 標題列
顯示編輯檔案的名稱和程式名稱。
B 選單列
elite Panaboard book主選單。
C 工具列
顯示在elite Panaboard book中可以使用的指令。
D 主視窗
顯示目前頁面。
E 側邊窗格
包括頁面、圖庫、我的最愛操作的4個按鈕。
• 頁面
顯示文件頁面的縮圖。
• 圖庫
匯集各種影像，以主題分類。
• 我的最愛
可以在簡報過程中，增加可利用elite Panaboard book存取的外部檔案（Excel試算表、照片等）。
• 移動視窗按鈕
該功能可以將elite Panaboard book視窗縮小並移動到螢幕下方。再次點選可以將視窗恢復到原來位置。
如果電子筆無法達到螢幕上方，即可使用該功能。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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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工具列按鈕
A B C

D E F G

S T

U

V

W

J

K L

X

Y

M N O P Q

Z

!

新建

板擦（® 第 24 頁）

開啟

線條（® 第 24 頁）

儲存

形狀（® 第 25 頁）

剪下

文字（® 第 25 頁）

複製

縮放

刪除

放大

貼上

縮小

復原
重覆
增加新頁面
到上一頁
到下一頁
螢幕擷取
放大鏡
螢幕陰影
聚光燈
螢幕小鍵盤
全螢幕
選擇（® 第 25 頁）
連續複製選擇（® 第 26 頁）
色筆（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 第 24 頁)
螢光筆（® 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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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lite Panaboard book
本部份以範例解釋如何用elite Panaboard book新建簡報資
料，以及在簡報過程中如何使用elite Panaboard book。
elite Panaboard book各種工具和功能的詳細說明，請參考
以下部份。
• "使用繪圖工具 (第 24 頁) "
• "使用繪製的物件 (第 25 頁) "
• "關於elite Panaboard book選單 (第 28 頁) "

新建簡報檔案
新建簡報之前
•
•
•

確定簡報主題。
考慮如何組織簡報內容。
準備需要用到的照片和圖片。您可以從美工圖片庫
光碟中取得圖片，或從網路下載圖片。

新建檔案

2. 點擊要增加文字的位置。
• 將顯示"文字屬性"視窗以及文字方塊，進入文字
編輯模式。
3. 用鍵盤輸入文字，調整文字尺寸以及文字框的位置。
• 在"文字屬性"視窗中，您可以變更文字的尺寸及
顏色。
4. 點選頁面上的白色區域以離開文字編輯模式。
• 之後要編輯文字，可以雙擊文字，進入文字編輯
模式。

在標題下畫出線條。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線條）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紅色線條。
• 滑鼠指標變為+。
2. 按住滑鼠右鍵拖曳，畫出水平線。
• 要改變線條類型和顏色，可以在線條上點右鍵，
顯示"選擇內容"視窗，進行變更。

插入影像

1. 在elite Panaboard book工具列點選 （新建）建立
新檔案。

1. 在側邊窗格中選擇 [圖庫]。
• 在側邊窗格中，資料夾顯示在上方，影像顯示在
下方。

第 1頁
⦼ۊῈሷघ㋧ŝ

2. 將需要的影像拖曳複製到主視窗。
• 範例中的影像位於 [特殊場合] 和 [建築物] 中。
• 影像將複製在頁面中。
3. 點擊影像選擇，並變更尺寸。

⩕ໟΩɺ⬚⤺ᾰῈ᱿㋧ಙĿ

增加對話氣泡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建立標題
1. 在工具列點選 （文字）。

（形狀）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對話氣泡的形狀。
• 滑鼠指標變為+。
2. 點擊頁面。
• 將顯示對話氣泡物件。
3. 雙擊對話氣泡，增加文字。
• 您也可以點 [編輯] 選單中的 [文字]，進入形狀物
件的文字編輯模式。
• 點擊頁面上方白色區域，離開文字編輯模式。
4. 調整對話氣泡的尺寸和位置。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21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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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頁畫出矩形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複製第1頁，建立第2頁
1. 在側邊窗格中點選 [頁面]。
• 將顯示縮圖。
2. 右擊縮圖，選擇 [增加複製頁面]。
• 將自動建立第2頁。

2.
3.
4.
5.
6.

（形狀）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矩形。
• 滑鼠指標變為+。
點擊頁面。
• 將顯示矩形物件。
選擇物件，調整尺寸和位置。
右擊物件，點選 [內容…]。
在"選擇內容"視窗中，變更 [填滿] 和 [線條] 的顏色。
點 [確定]，並關閉"選擇內容"視窗。

⦼ۊῈሷघ㋧ŝ

複製矩形、旋轉及變更顏色
1.
2.
3.
4.
5.
6.
刪除無用的物件
1. 選擇物件，並點選右鍵。
2. 選擇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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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擊矩形物件，點選 [複製]。
右擊頁面，點選 [貼上]。
拖曳並旋轉圖示，以旋轉複製物件。
右擊旋轉後的物件，點選 [內容]。
在"選擇內容"視窗中，變更 [填滿] 和 [線條] 的顏色。
點 [確定]，並關閉"選擇內容"視窗。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7. 在工具列中，點選 （連續複製），並拖曳建築物旋
轉物件以建立副本。

⦼ۊῈሷघ㋧ŝ

利用新建的檔案進行簡報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開啟]。
• 顯示"選擇要開啟的檔案"視窗。
2. 選擇之前新建的檔案，點選 [開啟]。
• 顯示檔案。
3.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全螢幕]，以全螢幕形式顯示
檔案。
• 螢幕轉換為全螢幕顯示，同時顯示 [全螢幕] 工
具列。
上一頁
顯示上一頁。
下一頁
顯示下一頁。
工具列
顯示/隱藏檔案 & 編輯工具列以及工具工具
列。

增加曲線和長度
1. 點選

（黑色色筆）旁邊的向下箭頭，並選擇您

想使用的線條類型。
• 滑鼠指標變為色筆。
2. 拖曳滑鼠畫出曲線。

3. 在工具列點選 （文字），輸入長度。

結束全螢幕
恢復正常模式。
4. 在簡報過程中使用每個功能。
• 簡報過程中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色筆
用色筆書寫說明，畫底線等。

增加答案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螢光筆
利用螢光筆畫出重點。

（形狀）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矩形形狀。

2. 將滑鼠拖曳到要顯示答案的位置。
• 將顯示矩形物件。
3. 雙擊物件，進入答案。
4. 右擊物件，點選 [內容…]。
5. 在"選擇內容"視窗中，取消勾選 [無填滿] 選項。
6. 右擊物件，點選 [陰影]，選擇 [開（陰影）]。
• 答案被陰影遮蓋。

陰影
操作物件的陰影功能。
5. 點選工具列上的 [到下一頁] 按鈕，根據簡報流程顯
示下一頁內容。
• 顯示下一頁。
備註

•

點選工具列上的 [到上一頁] 按鈕，顯示前一頁
內容。

儲存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另存為...]。
• 顯示"另存為"視窗。
2. 指定資料夾和檔案名稱，點選 [儲存]。
• 檔案以專屬elite Panaboard book格式（.peb）儲
存。

匯出簡報檔案
要用其他程式開啟簡報檔案，您可以將檔案以以下格式
匯出︰
• BMP，GIF，JPEG，TIFF，PNG，HTML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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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請參考"設定匯出的影像 (第 30 頁) "。

記錄桌面操作
1. 點選桌面繪圖工具中的 （錄影機）。
• 將顯示錄影機視窗。
2. 點選
。
• 將開始記錄整個桌面。
• 錄影機圖示將出現在通知區域中。
3. 進行記錄時，在桌面進行一般作業。
4. 右擊通知區域的
，選擇 [停止]。
• 此時會停止記錄整個桌面。
• 顯示"另存為"視窗。指定資料夾和檔案名稱，然
後儲存檔案。

使用繪圖工具
色筆（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在圖片和文字上畫出任意線條。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色筆 [黑色/紅色/藍色/綠

色]），並選擇線條樣式。
• 滑鼠指標變為色筆。
• 點選 [自訂色筆]，可以修改清單中顯示的色筆類
型、顏色、透明度等。
2. 拖曳滑鼠，畫出任意線條。
備註

•

任意線條經過辨識後，可成為書寫文字。詳細說
明請參考"將任意線條辨識為字元
（第 27 頁）"。

以elite Panaboard book播放影片
1. 在 [插入] 選單中點選 [媒體檔...]。
• 顯示"開啟"視窗。
2. 選取儲存的影片檔，然後點選 [開啟]。
• 影片將貼入頁面中，然後開始播放。

螢光筆
在頁面中要突出的線條、形狀、文字和其他物件上繪
圖。畫圖覆蓋的物件將以螢光筆方式顯示。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螢光筆），並選擇線條樣

式。
• 滑鼠指標將變為螢光筆。
• 選擇 [自訂螢光筆]，可以改變清單中螢光筆的線
條類型、顏色等。
2. 拖曳滑鼠，畫出任意線條。

板擦
將色筆和螢光筆工具畫出的線條擦除。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板擦）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板擦類型。
• 滑鼠指標變為板擦。
2. 拖曳滑鼠擦除物件。

線條
畫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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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具列中，點選

（線條）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線條樣式。
• 滑鼠指標變為+。
• 選擇 [自訂線條…]，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線條的
類型、顏色等。
2. 拖曳滑鼠，畫出直線。

拖曳滑鼠右鍵，可以畫出有15度角間距的線條。
繪圖後，滑鼠指標恢復為

（選擇）。

形狀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
2. 點選物件。
• 選擇物件後，周圍會出現圖示。
備註

•

繪製各種預設形狀。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形狀）旁邊的向下箭頭，

並選擇要繪製的形狀類型。
• 滑鼠指標變為+。
• 選擇 [自訂形狀…]，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形狀的
類型、顏色、透明度等。
2. 拖曳滑鼠，畫出選擇的形狀。
備註

•
•
•

可以在繪製的物件上進行操作，例如變更尺寸、移動或
旋轉。
本部份說明了繪製和放大物件的方式，以色筆為例。

選擇一個物件

備註

•
•

使用繪製的物件

拖曳滑鼠右鍵，可以畫出有固定長寬比的形狀。
繪圖後，滑鼠指標恢復為

移動物件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將滑鼠指標移動經過物

件。
• 滑鼠指標變為十字。
2. 要移動物件，當滑鼠指標變為十字時拖曳物件。

（選擇）。

雙擊形狀，即可在形狀中輸入文字。

文字
在文字編輯模式中增加或編輯文字。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要選擇多個物件，將滑鼠拖曳到選擇物件的指定
區域。

（文字）旁邊的向下箭頭，並

選擇文字樣式。
• 滑鼠指標變成文字插入條。
• 選擇 [自訂文字…]，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文字的
字型、尺寸等。
2. 在要插入文字的位置點擊或拖曳。
• 將顯示"文字屬性"視窗以及文字框。
3. 在文字對話框輸入文字。
• 在"文字屬性"視窗中，您可以變更設定，例如文
字的尺寸及字型。
4. 點選頁面上的白色區域以離開文字編輯模式。

變更物件尺寸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選擇物件。
• 選擇物件後，周圍會出現圖示。
2. 拖曳 （變更寬度）， （變更尺寸）和 （變更高
度）圖示，變更物件尺寸。
變更寬度圖示
拖曳以變更物件寬度。
變更尺寸圖示
拖曳以隨意變更物件尺寸。
點右鍵拖曳滑鼠，可以改變更件尺寸，包括所有
文字，且長寬比為固定值。
變更高度圖示
拖曳以變更物件高度。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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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物件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選擇物件。
• 選擇物件後，周圍會出現圖示。
2. 將滑鼠指標越過

（旋轉圖示），拖曳並旋轉物件。

變更物件內容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選擇物件。
• 選擇物件後，周圍會出現圖示。
2. 點選 （選單圖示），選擇 [內容…]。
• 顯示"選擇內容"視窗。

2. 點選 （選單圖示），選擇 [順序]。
• 子選單中顯示以下選項︰
– 移到最前方
– 移到最後方
– 前移
– 後移
3. 選擇物件順序。

遮蓋物件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選擇要變為灰色的物件。

2. 點選 （選單圖示），選擇 [陰影]。
• 子選單中顯示以下選項︰
– 關閉
– 開（陰影）
– 開（不陰影）
3. 選擇（開 [陰影]）。
• 物件被陰影遮蓋，變為灰色，物件上方中央顯示
陰影圖示。
備註

•
•
•
•

在"選擇內容"視窗，可以變更顏色、類型和線條
寬度等設定。
選擇物件類型不同，這些設定內容也不同。
如果選擇了多個物件，可以變更選擇物件的一般
內容。詳細說明請參考"設定物件內容
(第 36 頁) "。

在形狀中增加文字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雙擊形狀物件。
• 顯示文字輸入區域。
2. 輸入文字。

•

複製物件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連續複製）。
• 滑鼠指標變為複製箭頭。
2. 拖曳要複製的物件。
• 在放開滑鼠按鍵的位置將建立複製的物件。
備註

•
•

改變物件順序
1. 在工具列點選

（選擇）
，選擇一個與其他物件重疊

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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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點擊被陰影遮蓋的物件，陰影將取消（開
[不陰影]）。
點擊陰影圖示，可以在遮蓋和不遮蓋物件之間轉
換。

由於可以任意重覆該操作，因此可以複製很多物
件。
不可複製鎖定位置的物件。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將任意線條辨識為字元

使用影片檔案

1. 點選 （選擇），然後選擇任意線條，以進行手寫辨

您可以將影片放入頁面中，然後從頁面播放影片。

識。

2. 點選 （選單圖示），選擇 [辨識]。
• 從顯示的候選清單中選擇字元，然後點選 [確
定]。任意線條會轉換為文字。
備註

•

點選

（選單圖示）並選擇 [用以識別的語言]

時，您可以變更用於手寫辨識的語言。

播放影片檔案
1. 點選

（選擇），然後選擇影片檔案物件。

2. 點選 （選單圖示），選擇 [媒體]。
• 將顯示以下子選單。
– 播放
– 暫停
– 停止
– 到下一章
– 回前一章
– 循環
3. 選擇 [播放]。
• 影片將開始播放。
備註

•

您可以從子選單控制影片播放。選取所需的操
作。

操作手冊（用於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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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elite Panaboard book
選單
檔案選單
您可以在檔案選單中進行以下操作。
• 建立新檔
• 開啟檔案
• 儲存開啟的檔案
• 以其他名稱儲存已開啟的檔案
• 匯出檔案
• 檢視列印預覽
• 列印頁面
• 設定檔案資訊
• 設定匯出的影像
• 設定恢復檔案
• 結束elite Panaboard book

以其他名稱儲存已開啟的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另存為...]。
• 顯示"另存為"視窗。
2. 指定資料夾和檔案名稱，點選 [儲存]。
• 檔案以專屬elite Panaboard book格式（.peb）儲
存。

匯出檔案
檔案可以匯出，用於其他程式。可以將檔案匯出為以下
格式。
• BMP、GIF、JPEG、TIFF、PNG、HTML、PDF

匯出為 GIF、JPEG、TIFF或PNG格式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匯出]，點選 [影像...]。
• 顯示"匯出影像"視窗。

建立新檔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新建]。
• 新檔案建立。

開啟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開啟]。
• 顯示"選擇要開啟的檔案"視窗。
2. 找到檔案儲存的資料夾，雙擊要開啟的檔案。
• 選擇的檔案開啟。

儲存開啟的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儲存]。
• 檔案儲存，並覆蓋舊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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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更匯出影像的尺寸，點選 [設定…]。詳細說
明請參考"設定匯出的影像 (第 30 頁) "。
2. 指定匯出頁面或選擇 [所有頁面]，點選 [確定]。
• 顯示"另存為"視窗。
3. 指定檔案的資料夾和名稱，選擇檔案類型，點選 [儲
存]。
• 檔案匯出為指定檔案格式。

elite Panaboard book模式

匯出為HTML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匯出]，點選 [HTML...]。
• 顯示"匯出HTML"視窗。

2. 指定匯出頁面，或選擇 [所有頁面]，點選 [確定]。
• 顯示"另存為"視窗。
3. 指定資料夾和檔案名稱，點選 [儲存]。
• 指定的頁面將匯出為PDF檔。
備註

•

各頁面將儲存為個別的影像。

檢視列印預覽
•

在"匯出HTML"視窗中，可以設定以下選項。
索引檔案
指定儲存資料的位置。
頁面比例（頁面影像/縮圖）
設定影像和縮圖的尺度係數。
頁面尺寸（頁面影像/縮圖）
設定影像和縮圖的尺寸。
固定長寬比
保持與原檔案相同的長寬比。
匯出範圍
指定匯出頁面範圍。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預覽列印]。
• 顯示預覽視窗。
備註

•

要還原到主視窗，點選 [關閉]。

列印頁面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列印…]。
• 顯示"列印"視窗。
2. 點選 [確定]。
• 列印開始。

匯出內容
匯出檔案後，顯示"標題"、"說明"和"作者"。
顏色
設定索引頁面的顏色。
2. 設定匯出檔案，點選 [確定]。

匯出為PDF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匯出]，點選 [PDF...]。
• 顯示"匯出PDF"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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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案資訊

設定恢復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設定]，點選 [資訊...]。
• 顯示"資訊"視窗。

當您使用 elite Panaboard book 建立簡報時，elite
Panaboard book 可以自動建立修復檔案。如果原始檔案
損毀或意外刪除，則您可以使用修復檔案。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設定]，點選 [檔案...]。
• 顯示"檔案設定"視窗。

•

在"資訊"視窗中您可以改變以下設定︰
– 標題
– 註解
– 作者
2. 輸入檔案資訊，點選 [確定]。

設定匯出的影像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設定]，點選 [匯出影像...]。
• 顯示"影像設定"視窗。

•

在"檔案設定"視窗中，您可以設定以下內容︰
– 建立恢復檔案
– 與原檔案相同的資料夾
– 每xx分鐘自動儲存恢復資訊。
2. 設定恢復檔案，點選 [確定]。

結束elite Panaboard book
1. 在 [檔案] 選單中點選 [結束]。

•

在"影像設定"對話框中，您可以設定以下內容︰
– TIFF壓縮
– JPEG品質
– 頁面比例
– 頁面尺寸
– 固定長寬比
2. 設定檔案匯出，點選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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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選單
您可以在編輯選單中進行以下操作。
• 復原
• 重覆
• 剪下
• 複製
• 可以貼上剪下或複製的物件
• 刪除物件
• 選擇所有物件
• 結束文字
• 遮蓋所有啟動陰影的物件

刪除物件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選擇] 按鈕。
2. 選擇要刪除的物件。
3.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刪除]。
• 物件被刪除。

選擇所有物件
1.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選擇全部]。
• 頁面中的所有物件將被刪除。
備註

•

鎖定物件未被選擇。

復原
1.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復原]。
• 前一步操作復原。

重覆
1.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重覆]。
• 再次操作因 [復原] 指令而沒有執行的前一次操

結束文字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選擇] 按鈕。
2. 選擇文字或形狀物件。
3.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文字]。
• 將顯示"文字屬性"視窗以及文字框。

作。

剪下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選擇] 按鈕。
2. 選擇要剪下的物件。
3.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剪下]。
• 物件從檔案中移出，並存放在剪貼簿中。

複製
1. 在工具列中點選 [選擇] 按鈕。
2. 選擇要複製的物件。
3.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複製]。
• 物件複製內容存放在剪貼簿中。

可以貼上剪下或複製的物件

•

在"文字屬性"視窗中，您可以變更設定，譬如文
字的尺寸及顏色等。
4. 編輯文字。

遮蓋所有啟動陰影的物件
1. 在 [編輯] 選單中，點選 [顯示所有陰影]。
• 頁面中的所有啟動陰影功能的物件將變成灰色。

1. 移動到要貼上剪下或複製物件的頁面。
2. 在要貼上物件的頁面，從 [編輯] 選單中點選 [貼上]。
• 剪下或複製的物件將貼在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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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選單

頁面選單

可以利用插入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插入影像檔案
• 插入影片檔案

可以利用頁面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增加新頁面
• 複製和增加新頁面
• 清除頁面
• 刪除目前頁面
• 移到下一頁
• 回到上一頁

插入影像檔案
1. 在 [插入] 選單中點選 [圖片檔案…]。
• 顯示"開啟"視窗。
2. 選擇要插入的影像，點選 [開啟]。
• 選擇的影像將放入頁面。

插入影片檔案
1. 在 [插入] 選單中點選 [媒體檔...]。
• 顯示"開啟"視窗。
2. 選擇要插入的影片，點選 [開啟]。
• 選擇的影片將放入頁面。

增加新頁面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增加新頁面]。
• 新頁面增加，作為最後一頁。

複製和增加新頁面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增加複製頁面]。
• 目前頁面的複製頁面將增加為下一頁。

清除頁面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清除頁面]。
• 目前頁面的所有物件將被刪除。
備註

•

該指令無法刪除鎖定物件。解除物件鎖定，刪除
物件第 37 頁。

刪除目前頁面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刪除目前頁面]。
• 顯示確認視窗確定刪除頁面。
2. 點選 [是]。
• 目前頁面被刪除，顯示下一頁。
備註

•
•

如果只有一個頁面，則無法使用該指令。
刪除一個頁面後，無法用 [復原] 指令恢復頁面。

移到下一頁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到下一頁]。
• 顯示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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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一頁
1. 在 [頁面] 選單中點選 [到上一頁]。
• 顯示前一個頁面。

檢視選單
可以利用 [檢視] 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顯示頁面側邊視窗
• 顯示圖庫側邊視窗
• 顯示附加檔案側邊視窗
• 顯示檔案 & 編輯工具列
• 顯示頁面 & 檢視工具列
• 顯示工具工具列
• 顯示縮放工具列
• 顯示螢幕擷取工具列
• 切換到全螢幕模式
• 變更放大倍數
• 限制頁面
• 變更圖示設定
• 顯示放大鏡
• 顯示螢幕陰影
• 顯示聚光燈
• 顯示螢幕小鍵盤

顯示頁面側邊視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頁面]。
• 側邊窗格中將顯示"頁面"檢視。
• "頁面"中將顯示頁面的縮圖。

顯示圖庫側邊視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圖庫]。
• 側邊窗格中將顯示"圖庫"檢視。
• "圖庫"中將顯示各種影像，以主題分類。
• 您可以從"圖庫"和"我的內容"拖曳出圖片和物
件，插入至頁面中。
• 您可以從主視窗拖放物件，以便在"我的內容"中
登錄這些項目。
（無法在"圖庫"資料夾中登錄物件。）

顯示附加檔案側邊視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我的最愛]。
• 側邊窗格中將顯示"我的最愛"檢視。
• 可以使用在做"我的最愛"簡報過程中可以存取的
外部檔案（Excel試算表、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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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將檔案加入"我的最愛"清單中，請點選
（插入按鈕）。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單
項目，然後加入檔案或網頁連結。

顯示檔案 & 編輯工具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檔案 & 編輯工具列]。
• 將顯示檔案 & 編輯工具列。

[插入檔案複製]
在文件中儲存一份指定的檔案。
[插入超連結]
將連結加入指定的網頁網址。

•

[插入捷徑到檔案]
將連結（捷徑）加入指定的檔案。要在其他
電腦開啟捷徑檔案，請確定捷徑指向的檔案
可開啟。
您可以在"附加檔案"清單中，雙擊附加檔案或網
站，加以開啟。也可以拖曳項目以插入至頁面
中，然後從頁面開啟項目。

顯示頁面 & 檢視工具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頁面檢視工具列]。
• 將顯示頁面 & 檢視工具列。

顯示工具工具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工具工具列]。
• 將顯示工具列。

顯示縮放工具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縮放工具列]。
• 將顯示縮放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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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螢幕擷取工具列

切換到全螢幕模式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螢幕擷取工具列]。
• 將顯示螢幕擷取工具列。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全螢幕]。
• 螢幕轉換到全螢幕模式，將顯示全螢幕工具列。

備註

•

（結束全螢幕），或按 Esc 鍵。

擷取整個桌面的影像。

擷取有紅色邊框的視窗影像。
擷取用紅色邊框拖曳的指定區域的影
像。

變更放大倍數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縮放]。
• 將顯示子選單。
300 %, 200 %, 150 %, 125 %, 100 %, 75 %,
50 %
在選定的放大區域中顯示頁面。

顯示放大鏡

整頁
顯示頁面，在主視窗中能夠看到所有內容。

1. 在 [檢視] 選單中選擇 [放大鏡]。
• 使用放大鏡的詳細說明，請參見"放大鏡

頁面寬度
顯示頁面的寬度與主視窗寬度相同。

（第 12 頁）"。

單頁顯示
在主視窗中顯示一個頁面。

顯示螢幕陰影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螢幕陰影]。
• 使用螢幕陰影的詳細說明，請參見"螢幕陰影
（第 12 頁）"。

顯示聚光燈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聚光燈]。
• 使用聚光燈的詳細說明，請參見"聚光燈
（第 12 頁）"。

顯示螢幕小鍵盤
1. 在 [檢視] 選單中選擇 [螢幕小鍵盤]。
• 使用螢幕小鍵盤的詳細說明，請參見"螢幕小鍵
盤（第 11 頁）"。

要恢復到一般模式，請點選全螢幕工具列上的

雙頁顯示
在主視窗中並排顯示2個頁面。顯示的活動
視窗為橘色邊框，點選一個頁面即可將該頁
面變為活動頁面。
2. 選擇需要的縮放倍數。
• 頁面將以選定的縮放倍數顯示。

限制頁面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夾頁]。
• 活動頁面將限制在原位置。
備註

•

只有選擇 [雙頁顯示] 時才可以使用 [夾頁] 指
令。在 [單頁顯示] 中，無法選擇該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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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圖示設定
1. 在 [檢視] 選單中點選 [圖示設定…]。
• 將顯示"圖示設定"對話框。

格式選單
可以利用格式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設定物件內容
• 組合物件
• 取消組合物件
• 翻轉物件
• 改變物件順序
• 鎖定物件
• 使物件變灰色（陰影）
• 為物件增加連結

設定物件內容
•

在"圖示設定"對話框中可以變更以下設定︰
尺寸
可選擇圖示尺寸。
• 大圖示
• 小圖示

文字
可以選擇是否在圖示按鈕旁邊顯示名稱。
• 隱藏文字
• 顯示文字
2. 改變設定，點選 [確定]。

可以設定選定物件的內容。
1. 選擇要設定內容的物件，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內
容…]。
• 顯示"選擇內容"視窗。
2. 改變設定，點選 [確定]。
• 變更設定將套用到選定物件。

組合物件
將多個物件組合為單一物件。
1. 選擇要組合的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群組]。
• 選擇的物件將組合在一起。

取消組合物件
1. 選擇組合後的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非群組]。
• 組合的物件將取消組合。

翻轉物件
1. 選擇要翻轉的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翻轉]。
3. 在子選單中選擇 [左/右] 或 [上/下]。
• 物件將以選擇的方向進行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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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物件順序
如果有重疊的多頁面，可以改變安排順序。
1. 選擇一個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順序]。
• 子選單中顯示以下選項︰
– 移到最前方
– 移到最後方
– 前移
– 後移
3. 選擇物件的順序操作。
備註

•

備註

•
•

如果點選有陰影覆蓋的物件，陰影將移除。
點擊陰影圖示，可以在遮蓋和不遮蓋物件之間轉
換。

為物件增加連結
為物件增加了連結後，物件左下角將顯示連結圖示。點
選連結圖示後，將顯示連結目標。
1. 點選要增加連結的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連結...]。
• 將顯示"連結設定"視窗。

選定多個物件後，無法使用 [前移] 和 [後移] 的
選項。

鎖定物件
1. 選擇物件進行鎖定。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鎖定]：
• 將顯示以下子選單。
解鎖
取消物件的鎖定。
鎖定在特定處
鎖定物件位置及尺寸。
允許移動
鎖定物件尺寸，但允許移動物件。
允許移動及旋轉
鎖定物件尺寸，但允許移動及旋轉物件。
3. 選擇需要的選項鎖定物件。

•

可以進行以下連結設定︰
網頁
在網頁存取網站。
位址
在文字框中輸入網際網路位址。
頁面
在目前檔案跳轉到指定頁面。

使物件變灰色（陰影）
1. 選擇要變成灰色的物件。
2. 在 [格式] 選單中點選 [陰影]。
• 子選單中顯示以下選項︰
– 關閉
– 開（陰影）
– 開（不陰影）
3. 選擇（開 [陰影]）。
• 物件被陰影遮蓋，變為灰色，物件上方中央顯示
陰影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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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
在樹狀顯示頁面中選擇目標頁面。
檔案
開啟指定檔案。

檔案
點[瀏覽…] 按鈕選擇連結目標的檔案。
檔案複製
已附加指定檔案的副本，且連結已設定
到副本的點上。
檔案捷徑
已附加指定檔案的捷徑，且連結已設定
到捷徑的點上。
目前附件
開啟附加檔案。

名稱
從檔案清單中選擇連結目標的檔案。
尺寸
顯示檔案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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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選單
可以利用具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選擇
• 連續複製選擇
• 色筆（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 螢光筆
• 板擦
• 線條
• 形狀
• 文字
• 放大
• 縮小

選擇
當作滑鼠指標操作。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選擇]。

連續複製選擇
如果拖曳要複製的物件，複製物件將放在拖入的位置。
可以隨意多次重覆該操作。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連續複製選擇]。

色筆（黑色/紅色/藍色/綠色）
在圖片和文字上畫出任意線條。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黑色色筆/紅色色筆/藍色色
筆/綠色色筆]，然後選擇線條樣式。
• 滑鼠指標變為色筆。
• 點選 [自訂色筆]，可以修改清單中顯示的色筆類
型、顏色、透明度等。
2. 拖曳滑鼠，畫出任意線條。

螢光筆

2. 拖曳滑鼠，畫出任意線條。

板擦
將色筆和螢光筆工具畫出的線條擦除。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板擦]，然後選擇板擦類型。
• 滑鼠指標變為板擦。
2. 拖曳滑鼠擦除物件。

線條
畫直線。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線條]，然後選擇線條樣式。
• 滑鼠指標變為+。
• 選擇 [自訂線條…]，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線條的
類型、顏色等。
2. 拖曳滑鼠，畫出直線。
備註

•
•

拖曳滑鼠右鍵，可以畫出有15度角間距的線條。
繪圖後，滑鼠指標恢復為

（選擇）。

形狀
繪製各種預設形狀。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形狀]，然後選擇繪製形狀的
類型。
• 滑鼠指標變為+。
• 選擇 [自訂形狀…]，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形狀的
類型、顏色、透明度等。
2. 拖曳滑鼠，畫出選擇的形狀。
備註

•
•
•

拖曳滑鼠右鍵，可以畫出有固定長寬比的形狀。
繪圖後，滑鼠指標恢復為

（選擇）。

雙擊形狀，即可在形狀中輸入文字。

在頁面中要突出的線條、形狀、文字和其他物件上繪
文字
圖。畫圖覆蓋的物件將以螢光筆方式顯示。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螢光筆]，然後選擇線條樣式。 在文字編輯模式中增加或編輯文字。
• 滑鼠指標將變為螢光筆。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文字]，然後選擇文字樣式。
• 選擇 [自訂螢光筆]，可以改變清單中螢光筆的線
• 滑鼠指標變成文字插入條。
條類型、顏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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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自訂文字…]，可以變更清單中顯示文字的
字型、尺寸等。
2. 在要插入文字的位置點擊或拖曳。
• 將顯示"文字屬性"視窗以及文字框。
3. 在文字對話框輸入文字。
• 在"文字屬性"視窗中，您可以變更設定，例如文
字的尺寸及字型。
• 輸入文字後，點選頁面中文字對話框以外的區
域，文字對話框將消失。

放大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放大]。
• 滑鼠指標變為
。

說明選單
可以利用說明選單進行以下操作。
• 檢視說明
• 下載最新的軟體
• 檢視版本資訊

檢視說明
1. 在 [說明] 選單中點選 [說明...]。
• 將顯示說明內容。
備註

•

要顯示說明，必須在電腦中安裝Adobe Reader。

2. 在需要放大的區域拖曳滑鼠，指定縮放區域。
• 選定區域將放大顯示。

下載最新的軟體

備註

1. 在 [說明] 選單中，點選 [下載最新版本]。
• 如果您的電腦有連上網際網路，將開啟下載的網

•
•

如果不選擇指定放大區域，可以點選設定的放大
倍數。
如果頁面超出可檢視區域的尺寸，將顯示捲動
條。

檢視版本資訊
1. 在 [說明] 選單中點選 [關於...]。
• 將顯關於視窗。

縮小
1. 在 [工具] 選單中點選 [縮小]。
• 滑鼠指標變為
。
2. 在需要縮小的區域拖曳滑鼠，指定縮小區域。
• 選定區域將縮小。
• 如果不選擇指定縮放區域，可以點選設定的縮小
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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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且您可以下載最新版本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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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需在電腦上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與elite
Panaboard共同使用。
請依照以下步驟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注意

•
•

軟體安裝完成後才可以連接USB線。
請勿將1台以上elite Panaboard與同一台電腦相
連。
（這會導致電腦錯誤操作。）

1. 開啟您的電腦並啟動 Windows 作業系統。
• 登入具有管理員權限的帳號。
2. 在光碟機中插入光碟。
• 顯示安裝畫面。
• 如果未出現安裝畫面，請選擇Explorer中的
CD-ROM光碟機，並雙擊"Menu.exe"。
在Windows Vista中，如果沒有自動播放對話
框，請點擊 [執行 Menu.exe]。
3. 顯示"歡迎"畫面後，點選 [下一步]。
4. 點 [安裝elite Panaboard]。

•

7. 顯示安裝精靈後，請根據螢幕上的指示操作以繼續
完成安裝。

8. 當安裝完成後，請點選 [完成]。
• 如果有要求，請重新啟動電腦。
• 在程式集選單的 [Panasonic] 群組中將建立 [elite
•

Panaboard] 群組。
[elite Panaboard] 群組中將顯示以下項目︰
– 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 elite Panaboard book
– 基本操作手冊
– 軟體操作手冊
– 下載最新版本

5. 如果同意"終端使用者授權合約"中的條款，請點
[是]。
在Windows Vista中，如果顯示"使用者帳戶控
制"對話框，請點 [繼續] 來繼續進行安裝。
6. 出現以下介面後，確定USB線沒有與電腦或elite
Panaboard 相連，然後點 [確定]。
• 如果USB與elite Panaboard相連，線拔下USB線，
然後點 [確定]。
• 如果未安裝NET Framework 1.1或更新版本，將
顯示安裝畫面。依照螢幕上的指示安裝所有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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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
如果要解除安裝elite Panaboard software，請依照以下步
驟。
1. 打開電腦，開啟Windows。
• 登入具有管理員權限的帳號。
2. 從控制台中點選 [新增或移除程式]。
• 在 Windows 2000 中，選擇 [新增/移除程式]；
在 Windows Vista 中，選擇 [移除安裝程式]。
3. 選擇 Panasonic elite Panaboard，然後移除此軟體。
4. 依照螢幕顯示的指示操作。
5. 解除安裝完成後，重新啟動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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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如果發生問題，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如果問題未解決，請聯絡經銷商。
症狀

電腦無法識別電子白板。

可能的原因和解決方法

•
→
•
→

參考頁

電子白板電源未開啟。
開啟電子白板的電源。
USB線未連接。
正確連接USB線。

–

• 電子白板或投影機位置已改變。
未正確偵測到電子筆的位置。 • 投影機縮放或解析度已改變。
→ 再次執行校正。
•
•
•
•
繪製資料遺失或在錯誤位置 •
顯示。
•
電子筆故障。
•
•
•
→

16

電子筆正以某種角度握住。
直射陽光或強光投射在螢幕上。
遠端控制正朝向電子白板的接收器。
電子白板側面接近牆壁，或電子白板頂部接近天花板。
電子白板放置在冷氣出風口附近。
電漿電視或 LCD 電視置放位置靠近電子白板。
電子白板的接收器被擋住。
電子筆發射器被手擋住。
同時使用兩支以上電子筆。
檢查發現問題並非由上述原因引起。
如果錯誤調整並非因為以上原因導致，請重新執行校正。

–

"電子筆電量過低，請盡速更
如果顯示"電子筆電量過低，請盡速更換電池"訊息，請更換電子筆
換電池"訊息顯示在電腦螢幕
電池。
上。

–

當色筆/板擦的設定變更為 [所有繪圖] 時，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
顯示"設定無法套用到所有的 不勾選）超出限制。
繪圖。有些筆劃未被繪
→ 在Windows Vista中，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不勾選）最多為10
製。"，並無法選取桌面繪圖
次。
工具中的板擦/色筆工具。
在色筆/板擦設定對話框中，將螢光筆設定變更為該限制範圍內
的數值。

9

使用重覆功能時，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不勾選）超出限制。
顯示"超過限制，無法繪製筆 → 在Windows Vista中，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不勾選）最多為10
劃。"，並無法選取桌面繪圖
次。
工具中的板擦/色筆工具。
在色筆/板擦設定對話框中，將螢光筆設定變更為該限制範圍內
的數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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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可能的原因和解決方法

選取色筆或選取白色背景/PowerPoint投影片/下一頁/上一頁時，螢光
顯示"超過螢光筆切換（勾選 筆色筆變更（勾選/不勾選）次數超過限制。
／不勾選）的最大次數，無 → 在Windows Vista中，螢光筆色筆變更（勾選/不勾選）最多為10
法選擇色筆。"，並無法選取
次。
需要的色筆。
在色筆/板擦設定對話框中，將螢光筆設定變更為該限制範圍內
的數值。

參考頁

9

• 未安裝所需的視訊播放軟體。
→ 如安裝舊版的Windows Media Player或Adobe Flash Player，或者

無法插入或播放影片。

未安裝Windows Media Player或Adobe Flash Player，請安裝最新
版的Windows Media Player或Adobe Flash Player。
• 您正插入或播放視訊格式不受支援的影片。
→ 支援格式為：AVI、WMV、MPG、MPEG和SWF。
如果問題持續發生，影片格式或編解碼器可能是問題癥結。
• 在Windows 2000 SP4上，無法以elite Panaboard book播放影片檔
案。

您可能無法在作業系統上使用手寫辨識功能。
可能尚未安裝作業系統所需的手寫辨識軟體。
手寫辨識選單未顯示或無法
→ 關於作業系統的資訊，請參見"系統需求（第 4 頁）"。
操作。
需要安裝手寫辨識軟體，請按照"下載最新的軟體
（第 40 頁）"的程序開啟下載網站，然後按照網站的指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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