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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選擇 ViewSonic
身為全球視覺解決方案的領先供應商，ViewSonic 致力於超越全球對於科
技演進、創新及簡潔的期待。在 ViewSonic，我們認為自身的產品具有對
世界帶來正面影響的潛力，而且我們也有信心您所選擇的 ViewSonic 產品
將會為您提供良好的服務。 

再次強調，感謝您選擇 View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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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類別：
活動：活動是播放器的完整播放清單。多個活動可以包含多個播放清單。一個播放清
單包含多個簡報並可於不同時段播放。

播放清單：累積簡報。數個播放清單可以進入一個活動。

簡報：將播放內容區段。多個簡報可以進入播放清單。

播放器：播放內容的裝置

群組：相同群組中的多台播放器可播放相同活動（內容）。播放器每 2 分鐘檢查更新
並同步一次。

儀表板

群組管理員

活動管理員

簡報編輯器

1. 儀表板：資訊總覽

2. 活動管理員：編輯排程及管理播放清單

3. 群組管理員：群組播放器及播放器設定

4. 簡報編輯器：編輯簡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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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儀表板

A1: 資訊：日期、時間、IP、播放器名稱、版本編號、更新按鈕。
A2: 顯示每個群組的縮圖。

A3: 顯示目前所選群組的排程資訊。

B1/B6: 前往「群組管理員」捷徑。
B2/B8: 前往「活動管理員」捷徑。
B3/B7: 前往「編輯簡報」捷徑
B4: 重新整理所有群組的縮圖

B5: 返回您群組的首頁畫面

B9: 結束儀表板並開始播放內容



3

若在直立模式，將不會顯示區域 A3。請參閱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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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活動管理員
活動：活動是播放器的完整播放清單。多個活動可以包含多個播放清單。一個播放清
單包含多個簡報並可於不同時段播放。

A1: 檢視與管理播放清單和排程清單

A2: 排程預覽

A3: 正在播放此活動的播放器

B1: 前往「群組管理員」捷徑

B2/B5: 前往「儀表板」捷徑
B3: 前往「編輯簡報」捷徑

B4: 選擇其他活動播放清單

B6: 匯出活動

B7: 匯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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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直立模式，將不會顯示區域 A3。請參閱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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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選擇播放清單後：

B1: 在儲存內容設定前返回

B2/B6: 排序播放清單或排程清單
B3: 建立新的播放清單

B4: 編輯所選的項目

B5: 移除所選的項目

B7: 儲存所有播放清單與排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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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活動：變更活動名稱

2.2  播放清單：編輯 – 編輯此播放清單，前往編輯簡報頁面

 2.3 播放清單：複製 – 複製此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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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播放清單：重新命名 – 重新命名此播放清單

2.5  播放清單：移除 – 移除此播放清單

2.6  播放清單：編輯時段 – 編輯此時段

2.7  播放清單：移除時段 – 移除此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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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播放清單：新增時段 – 新增新的時段

2.9  活動：新增新的播放清單– 新增此活動另一個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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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編輯簡報

A1: 顯示所有簡報

A2: 編輯所選簡報的區域

B1: 前往群組管理員

B2: 前往儀表板

B3/B5: 前往活動管理員
B4: 新增新的簡報。[3-1]
B6: 預覽 [3-10]
B7: 儲存 [3-11]
B8: 播放。[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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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增簡報 – 將一個簡報新增至此播放清單

3.2  重新命名簡報 – 重新命名此簡報

3.3 複製簡報 – 複製此簡報

3.4  移除簡報 – 從此播放清單移除此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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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視訊範本 – 新增「僅單視訊範本」
3.5.1  匯入視訊 / 變更視訊 – 按一下「匯入」匯入視訊，然後變更為其他視訊

3.5.2  變更視訊設定 – 啟用／停用循環播放／靜音設定

3.6  簡報：變更持續時間 – 如果播放清單包含超過兩個簡報，
您可變更各簡報的播放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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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工具範本 – 新增「3 個小工具範本」

3.8  小工具：支援 7 種類型 – 日曆、輪播（影像及視訊）、 
時鐘、PowerPoint、RSS、天氣、網頁；按一下儲存以 
使修改生效

3.8.1 小工具：日曆 – 設定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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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小工具：輪播 – 匯入影像或視訊

3-8-2-1.  小工具：輪播／變更持續時間 – 持續時間僅會在將播放的影像／視訊中 
生效。

3.8.3 小工具：時鐘 – 設定時鐘

3.8.4 小工具：PowerPoint – 匯入一個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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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小工具：RSS – 設定 RSS URL

3-8-5-1. 小工具 – RSS：變更顏色。

3.8.6 小工具：天氣 – 設定天氣

3.8.7 小工具：網頁 – 設定網頁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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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影像／文字範本 – 新增「ViewSonic QSR 34 個欄位 
範本」

3.9.1 影像區域：按一下影像區域（使用者可變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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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文字區域 – 按一下文字區域 (使用者可變更文字及文字設定)

3.10  預覽：按一下「5 預覽」，前往預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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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儲存：按一下「7 儲存」，儲存播放清單並同步至其他 
播放器

3.12  播放：按一下「9 播放」，前往播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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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群組管理員

A1: 群組清單

A2: 裝置清單

A3: 現在播放清單

B1/B8: 前往儀表板

B2/B5: 前往活動管理員

B3: 前往編輯簡報

B4: 重新整理

B6: 變更／建立群組 [4-1]
B7: 裝置設定 [4-2]
B9/B10: 依名稱排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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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直立模式，將不會顯示區域 A3。請參閱以下資訊。

群組：  相同群組中的多台播放器可播放相同活動（內容）。播放器每 2 分鐘檢查 
更新一次。

 a. 選擇多個播放器

 b. 按一下「4 變更／建立群組」。

 c. 下拉式方塊，選擇 PC 群組

 d. 按一下「加入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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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編輯播放器名稱

 a. 選擇播放器

 b. 按一下「5 裝置設定」

 c. 編輯名稱 

 d. 按一下「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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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遠端

A1 從輸入源選擇 vSignage  
A2 返回 Android 桌面
A3 將聲音靜音

A4 音量增加/減少

A5 拍攝快照並儲存至 USB 磁碟機或內部儲存空間 
（如果沒有連接 USB 磁碟機）

A6 返回編輯模式下的儀表板

A7 播放內容時返回儀表板

A8 返回主功能表

A9 列出所有最近使用的應用程式

數字鍵也支援每個編輯頁面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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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常見問題集
1. 我如何在播放內容時返回儀表板？ 

返回儀表板的方式共有兩種：

a. 按下遙控器上的  向上鍵，前往儀表板。

  或

 b.   - 若是單擊角落區域一下。該區域則變為「可點擊區」，使用者可以點擊
該區域內的網頁連結。該情況下即使再長按也不會退出。 
- 若是直接長按角落區域，成功觸發退出倒數後，角落區域會有反白閃爍
（如附圖）。十秒後即會退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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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如何建立範例活動，並將此活動與播放器同步？ 

a. 在儀表板 

 - 按一下「4 群組管理員」

b. 在群組管理員

 -  選擇一台播放器，將此播放器設為使用者群組 [請參閱第 4-1 節上的詳
細資訊]

 - 按一下標籤：「編輯簡報」

c. 在編輯簡報 

 - 刪除原始簡報 [請參閱第 3-4 節上的詳細資訊]

 - 新增小工具範本；3 個小工具範本 [請參閱第 3-7 節上的詳細資訊]

 - 使用左側的輪播 

 - 新增影像和視訊 [請參閱第 3-8-2 節上的詳細資訊]

 - 使用螢幕右上方區域的 RSS 

 - 設定 RSS URL [請參閱第 3-8-5 節上的詳細資訊]

 - 使用右下區域的網頁  

 - 設定網頁 URL。[請參閱第 3-8-7 節上的詳細資訊]

 - 按一下「7 儲存」[請參閱第 3-11 節上的詳細資訊]

等待播放器同步處理內容。內容已同步後，播放器將會播放三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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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如何匯出活動？

 a. 選擇活動 

 b. 按一下匯出活動按鈕，「準備活動封存」訊息將會出現

 c. 按一下「匯出的活動就緒」訊息方塊上的「確定」

 d. 選擇儲存匯出的 Campaign.cpn 檔案的檔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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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如何匯入活動？ 

 a. 選擇活動 

 b. 按一下「匯入活動」按鈕 

 c. 選擇要匯入的已匯出 Campaign.cpn 檔案，然後將會出現確認訊息  

 d. 按一下「是」確認檔案匯入 

 e. 「進行中」訊息方塊關閉時，表示已成功匯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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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如何設計多種內容？

a. 在儀表板 

 - 按一下「6 活動管理員」

b. 在活動管理員

 - 選擇「+ 新的播放清單」 [2-9]

 - 設定時間 [2-6]

 - 選擇「編輯排程的內容」[2-2]

 - 已完成編輯後，請選擇「7 儲存」[3-11]

 - 返回「活動管理員」

 - 選擇另一個排程

 - 已完成編輯後，請選擇「7 儲存」[3-11]

 - 按一下「9 播放」

將根據您的播放排程，播放內容。

6. 在進行原廠重設或從應用程式清除所有資料後，我如何重新安裝授權檔案？  

vSigange 授權安裝 SOP

a. 啟動 vSignage APK 並等候「選擇檔案」視窗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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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將包含授權的 USB 隨身碟插入，以上傳授權檔案，例如  
USBE:\ license-20XXXXXXXXXXX.PKG  

c. 選擇「選擇檔案」按鈕，以自動安裝授權 

d.  已安裝授權後，「授權安裝成功」訊息將會出現。請關閉此應用程式，
然後重新啟動。

e. 使用遙控器關閉顯示器，然後再開啟顯示器 

f. 使用遙控器選擇 vSigange，vSigange 應正確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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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資訊
客戶支援
關於技術支援或產品服務，請參照下表或洽詢經銷商。

備註：您需要備妥產品序號。

公司名稱 地址
T = 電話
F = 傳真 電子郵件

優派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92號
9樓

T= 886 2 2246 3456
F= 886 2 2249 1751
Toll Free= 0800 061 198

service@tw.viewsonic.com

優派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1號
康宏廣場南座15樓03室 T= 852 3102 2900 service@hk.viewsonic.com

vSignage_UG_SCH Rev. 1A 0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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