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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謝您選擇 ViewSonic 產品！



i

電磁相容資訊
使用前務必詳閱
• 僅限使用製造商提供的電池與電源變壓器。使用未經授權的配件可能導致保固失
效。

• 請勿將裝置存放在溫度超過 50°C (122°F) 的地方。
• 本裝置的操作溫度介於 0°C (32°F) 至 35°C (95°F)。

FCC 符合性聲明
以下聲明適用於已收到 FCC 核准的所有產品。適用之產品帶有 FCC 標誌及/或 FCC 
ID 格式的 FCC ID: 在產品標籤上的GSS-VS15989。本裝置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
的規定。操作時有以下兩種情況：(1) 本裝置可能不會造成有害的干擾，以及(2) 本裝
置必須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擾，包括造成操作不良的干擾。本行動裝置已通過測試並
符合 FCC 規則第 15 篇有關B級數位裝置的規定。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護，以
防在一般住宅環境中造成有害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和發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因
此若沒有依照指示安裝及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產生有害的干擾。然而，並不保
證在特定安裝方式下不會產生干擾。在住宅區中運作本設備亦可能造成有害干擾，在
這種情況下，使用者會被要求採用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改善干擾的情形
• 重新調整或放置接收天線。
• 增加設備與無線接收設備的距離。
• 將本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的電源插座上。
• 請向經銷商或具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請求幫助。
進行任何本手冊未明確核准的變更或修改，可能讓使用者沒有權利操作本產品。用於
本發射器的天線不得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器置於同一地點或共同操作。

本裝置經測試符合FCC OET Bulletin 65, Supplement C內規定之量測標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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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SAR 資訊
本設備符合針對未設限環境所提出之 FCC 輻射暴露限制。為符合 RF 暴露法務遵循需
求，一般使用者必須遵循特定操作說明。 
本發射器不得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器置於同一地點或共同操作。本設備的安裝與操
作必須距離暖氣設備與人體至少 20 公分的距離。
有意或非有意輻射系統的使用手冊或使用說明書應提醒使用者，未經責任方明確同意
而擅自變更或修改本設備，可能會導致使用者喪失本設備之使用權。

CE 歐洲國家聲明
本裝置符合 ( 電磁相容指令) EMC Directive 2004/108/EC 及 ( 低電壓指令)
Low.Voltage.Directive.2006/95/EC.

以下資訊僅適用於歐盟（EU）成員國： 
右側所示的符號符合《廢電子電機產品指令 2012/19/EU (WEEE)》之規定。
凡標有此符號的產品不得作城市廢品加以處理，而必須按照當地有關法律利 
用貴國或貴地區的廢品回收及收集系統而加以處理。

若本設備隨附的電池、蓄電池及鈕扣型電池標有化學符號 Hg、Cd 或 Pb，則
表示電池具有超過 0.0005% 的汞、超過 0.002% 的鎘和超過 0.004% 的鉛。

歐盟規範相容性
本設備符合歐盟議會於 1999 年 7 月 12 日就一般大眾對電磁場 (0-300 GHz) 之暴
露限制所建議的無線電波輻射需求 1999/519/EC。本設備符合下列符合性標準： 
EN301489-1、EN301489-17、EN60950-1、EN300328。

我們在此宣布，本 Wi-Fi 無線電符合 1999/5/EC 指令中的基本需求和其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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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警告聲明
本裝置符合加拿大工業部 (Industry Canada) 的豁免執照 RSS 標準。操作時有以下兩
種情況：(1)本裝置可能不會造成干擾；且(2)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括造成裝置
操作不良的干擾。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 1 )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é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國碼聲明
在美國／加拿大銷售的產品僅可操作通道 1~11。不可選擇其他通道。
Pour les produits disponibles aux États-Unis/Canada du marché, seul le canal 1 à 11 
peuvent être exploités. Sélection d’autres canaux n’est pas possible.

MPE 聲明 – 行動裝置
重要公告：
IC 輻射暴露聲明：
本設備符合針對未設限環境所提出之 IC RSS-102 輻射暴露限制。本設備必須安裝於
距離暖氣設備與人體至少 20 公分的距離，操作時也必須距離 20 公分以上。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ayonnements IC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ê.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ze avec 
un minimum de 20cm de distance entre la source de rayonnement et votre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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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2 符合性聲明
本產品係根據歐盟議會與理事會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 之 Directive 
2011/65/EU 的規定設計與製造而成，限制在電氣與電子設備上使用某些危害物質
（RoHS2 危害物質禁用指令），並通過歐盟技術協調委員會 (Technical Adaptation 
Committee，TAC) 對於一些物質最大濃度的規範，如下所示：

物質 最大允許濃度 實際濃度

鉛 (Pb) 0.1% < 0.1%
汞 (Hg) 0.1% < 0.1%
鎘 (Cd) 0.01% < 0.01%
六價鉻 (Cr6+) 0.1% < 0.1%
多溴聯苯 (PBB) 0.1% < 0.1%
多溴聯苯醚 (PBDE) 0.1% < 0.1%

上述某些產品元件在 RoHS2 排除條款 III 下得以免除，範圍如下：

排除元件範例：

1. 特殊用途的冷陰極燈管及外部電極螢光燈管（CCFL 及 EEFL）中的水銀不超過 
（每燈管）：

(1) 短型（≦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3.5 毫克。

(2) 中型（＞500 公釐及 ≦1,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5 毫克。

(3) 長型（＞1,500 公釐）：每燈管最多 13 毫克。

2. 陰極射線管中的玻璃可含鉛。

3. 螢光燈管玻璃含鉛量不得超過重量的 0.2%。

4. 鉛作為鋁合金中的元素時，其含量最高可達重量的 0.4%。

5. 銅合金中所含的鉛，最高可達重量的 4%。

6. 高熔點類之焊錫可含鉛（即以鉛為基底的合金，鉛含量可達重量的 85% 以上）。

7. 電器及電子元件中玻璃或陶瓷所使用的鉛（不包括介電陶瓷電容），例如壓電裝
置，或者玻璃或陶瓷複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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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ViewSonic Corporation事前的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翻印或傳輸本文
件任何一部分，作為其他目的之用。

產品註冊
為滿足您將來之需並讓您在第一時間內收到任何額外的產品資訊，請在以下網際網路
位址註冊您的產品：www.viewsonic.com。

使用者紀錄
產品名稱:

機型:
文件編號:
序號:
購買日期:

WPG-300
Wireless Presentation Gateway
VS16124
WPG-300_UG_TCH Rev. 1A 05-22-15
 
 

需在產品壽命結束時正確棄置產品
ViewSonic尊重環境並致力於以保護環境的態度工作與生活。感謝您為更聰明、 
更綠色的電腦運算盡一份心力。請上ViewSonic網站了解更多資訊。
美國和加拿大： http://www.viewsonic.com/company/green/recycle-program/
歐洲： http://www.viewsoniceurope.com/uk/support/recycling-information/
台灣： http://recycle.epa.gov.tw/recycle/index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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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明

「vPresenter Pro」是繼先前成功推出之無線應用程式 vPresenter 所開發的全新產
品，針對商業／教育應用加入一些新的功能。本產品能在本公司最新主機控制系統之
下提供多使用者顯示功能，並且支援內容廣播功能。未來還會加入更多全新功能，歡
迎下載並享受 vPresenter Pro 硬體提供的 vPresenter Pro 功能！

硬體安裝

LED 指示燈

HDMI 連接埠 + DC 電源MHL 連接埠

vPresenter Pro 適配器相容於 MHL 2.0 介面，有兩種方式可連接 vPresenter Pro 適配
器與電視、顯示器或投影機等接收器裝置。使用開關選擇 HDMI 輸出或 MHL 輸出。
請注意，您的 MHL 裝置必須提供 900mA 電源，且如果您使用 HDMI 輸出，您必須使
用外部 5V/1A DC 電源啟動適配器。

MHL MHL

直接插入 MHL 連接埠即可使用。
*需要來自 MHL 連接埠的 900mA 電源

使用外部 DC 電源，並確定您的 USB DC 
電源可供應 1A 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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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iOS/Android)
• iOS 系統需求
iOS iOS 7 及更新版本
裝置 iPhone 4 之後的所有 iPhone 機型

iPad 2 之後的所有 iPad 機型
iPod touch 第 4 代之後的所有 iPod touch

解析度支援 • iPhone： 480x320~1136x640
• iPad： 1024x768~2048x1536

儲存裝置 至少需要 40MB 可用空間

• Android OS 系統需求
手機／平板 具有 1GB RAM 的 Android 4.0 ICS 機型
解析度 WVGA ~ 1080p
儲存裝置 至少需要 40MB 可用空間

• 啟動
1. 成功開機後，您將會看見主功能表，其中顯示下載和連線方式、SSID 和密碼

以及網路連線狀態。

• 下載
2. 您可使用 QR 碼掃描器應用程式掃描顯示器上的 QR 碼，接著您將會被重新

導向至我們的應用程式：

3. 您也可以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中搜尋應用程式名稱「vPresente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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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連線
1. 在啟動應用程式之前，請先連接您的 iOS 裝置的 WiFi 與 vPresenter Pro 

SSID (例如：vPresenterPro_xxxxxxxx)

2. 連上 vPresenterPro 後，螢幕連結狀態將會更新並顯示目前直接相連的裝置
數量。

• 應用程式啟動 (以下圖片係以 iOS 版本為範例)
1. 執行應用程式時，如果您未連線至 vPresenter Pro，則您只能在離線模式中

使用幾種功能。

2. 按一下「vPresenterPro」圖示，裝置將會列出，若有多台裝置，則可選取您
想播放的裝置。

* 注意：  vPresenter Pro 應用程式目前僅適用於 vPresenter Pro 硬體，不支援一般 vPresenter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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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次啟動應用程式時，將會出現快顯 WiFi 路由器清單，讓您可透過 
vPresenter Pro 裝置連線至您的 WiFi 路由器，保持網路連線。

* 注意：  設定好網際網路後，vPresenter Pro 與行動電話之間的連線有時可能因為不同的 WiFi 
路由器頻道而導致連線中斷。請記得重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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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產品有提供另一種連結模式，可讓您透過路由器連結 vPresenter Pro。然
而，效能可能沒有直接連結來得好，且必須視情況輸入設定才能啟用。

* 請注意，vPresenter Pro 應用程式僅適用於 vPresenter Pro 硬體裝置。

• 應用程式功能

連結模式指示

主要功能

直接連結 (點對點)

透過路由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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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檢視器

• 使用相片功能之前，您必須允許 vPresenter Pro 共用您的相機膠卷並啟用定位服務。

• 在相片檢視器中，您可選取相片，該相片就會顯示在電視上。您也可以使用手勢控制
功能，放大／縮小或變更相片。

• 我們已開發出一款稱為「Sketch」(繪圖)的實用工具 ，您可盡情在挑選的相片上
繪圖並儲存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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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檢視器

• 文件檢視器支援 MS-office、PDF 及 Apple 的 iWork。在開始播放前，請記得透過 
iTunes 將文件檔案同步至您的 iOS 裝置。

• 裝置檢視器同樣支援繪圖功能，這表示您可在文件上做筆記，並將頁面儲存至相機膠
卷。
* 請注意，某些文件可能與電腦上顯示的內容不相同。

 即時相機
• 即時相機是實物相機，可讓您從行動裝置的相機串流影像，並拍攝快照進行編輯。

• 您可切換前置／後置相機，調整影像品質。您可啟用 Sketch(繪圖)並將目前影像儲存
至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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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播放器
• 有 2 種來源可用於視訊串流。一種方式是透過 iTunes (iTunes 檔案同步)同步您要的視

訊，另一種是從您錄製的視訊(相機膠卷)選取視訊。

• 請注意，在進行串流之前，iOS 會先壓縮錄製的視訊節省頻寬，您可決定是否將其儲
存至 vPresenter Pro 應用程式以供日後使用。

• 您也可將字幕檔同步至 vPresenter Pro，只要確定檔案名稱與您的視訊相同並透過 
iTunes 同步即可，字幕將會在播放視訊時自動顯示。
* 僅支援 MPEG1/2/4/H.264 及 RMVB 視訊格式。 對於字幕，我們支援 UTF-8 編碼的 

srt、smi、ssa 及 cdg 格式。

 音樂播放器
• 音樂播放器可讓您透過 WiFi 串流音樂，並支援播放清單。

• 支援多種音樂格式：ape、flac、ogg、mp3、wma、wav、rm、m4a、aac、ra、aif、
aiff、mka
*  請注意，由於 iOS 的限制，vPresenter Pro 無法存取您的 iTunes 音樂庫，您必須使用 

iTunes 同步您要的音訊至我們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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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瀏覽器

• vPresenter Pro 隨附內建瀏覽器，我們還有為您分類多個熱門網站。

• 隨著您的裝置的國家／地區設定，網頁將會隨之改變。

• 此外，也支援 Sketch(繪圖)功能。

 雲端儲存
• 我們將會連結您的個人 Dropbox 與 *Google Drive 帳戶，方便您隨時隨地存取雲端儲

存。所有內容將會顯示，供您下載及顯示。

• 如果您下載並解碼文件檔案，您可啟用繪圖功能。 
 * iOS 版本目前不支援 Google Drive。

 雲端媒體
• 雲端媒體是所有主要視訊網站的捷徑，您可使用現有的捷徑連結至 Youtube、Vimeo 

及其他線上視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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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 在設定功能中，您可設定 vPresenter Receiver 的設定(包括輸出解析度)、變更 SSID 
密碼、設定網路的路由器連線、開機模式優先順序，以及透過無線網路更新最新韌
體。

• 我們還有加入一種新的連結模式，可讓您連結適配器與路由器，但請注意，如果您選
擇透過路由器進行連結，可能會因為距離或路由器效能而導致連線效能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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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功能

• 喜好使用的裝置
• 我們加入了「喜好使用的裝置」特殊模式，這會記憶您的裝置 ID。您可將目前硬體儲

存至喜好使用的裝置，應用程式將會找到喜好使用的裝置，並於下次直接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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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控制
• 當您是第一個連結至 vPresenter Pro 並開啟應用程式的使用者時，您將會成為「主

機」。

• 主機具有控制顯示器的權限，這表示主機角色可不受限制地使用所有功能。

• 之後的使用者都會被視為「訪客」，某些功能將會在訪客模式下停用，您必須取得主
機權限才能顯示。

 * 目前主機一旦退出應用程式，第二名使用者將會自動成為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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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View

主機

訪客

訪客

訪客
訪客

• 您可啟用 AirView 功能觀看 vPresenter Pro 硬體上目前顯示的內容，這是分享顯示內
容的絕佳工具。

• 此功能不需要主機權限便可啟用。
*  此功能不支援視訊或音訊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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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好設定
• 除了 Preferred device(喜好使用的裝置)設定以外，您也可以啟用／停用訪客的查詢，

或自動允許訪客的所有顯示要求，而不顯示快顯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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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畫面
• vPresenter Pro 裝置允許在螢幕上同時顯示最多 4 名使用者，但只有主機可以決定自

己想要的位置，其他訪客的螢幕將會在允許要求後自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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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鏡像(僅適用於 Windows 及 Android)
• 螢幕鏡像完全相容於 Miracast，只要按一下 vPresenter 應用程式中的 Screen 

Mirroring(螢幕鏡像)按鈕，接收器將會切換至 Miracast 模式。

• 開啟後，將會倒數 60 秒建立行動電話與接收器的連線。 請在行動電話的設定頁面中
選擇 Miracast 功能。

• 另外建議您同時將智慧型手機連接到家用網路，保持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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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Windows)

HDMI

USB

電源變壓器

或

1. 請將 vPresenter Pro 插入電視的 HDMI 接頭，並連接 USB 轉接器。如果您
的電視支援 MHL，請切換至 MHL 且不需要插入 USB 轉接器。

2. 將電視的輸入來源切換至 HDMI/MHL 輸入，您將會在開機後看見主功能表。

您將會在主畫面上看見一些資訊。

1. WiFi SSID：vPresenterPro_xxxxxxxx，密碼：xxxxxxxx

2. Windows 及 Mac OS 的下載位址：bit.ly/vswpg300 

3. iOS 及 Android 平台的 QR 碼。您也可以在 AppStore 中搜尋 vPresenter 
Pro。

4. iOS 及 Android 平台的 QR 碼。您也可以在 Google Play 中搜尋 vPresente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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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及安裝
請從官網下載，按兩下要安裝的應用程式，並依照指示進行安裝。

•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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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進度

將會出現要求您重新開機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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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以執行應用程式，接著將會檢查您電腦的 WiFi 是否連接到 vPresenter Pro 的 
SSID。有 2 種方式可以找到 vPresenter Pro 裝置。

1. 將電腦的 WiFi 連接到 vPresenter Pro SSID。

2. 在 vPresenter Pro 設定中啟用「through router」(透過路由器)，接著便可透
過路由器探索 vPresenter Pro 裝置，而不透過直接連結。

當您連結至 vPresenter Pro 裝置且沒有設定喜好使用的裝置時，將會出現快顯視窗，
詢問您是否要將其儲存為喜好使用的裝置。

如果選擇「yes」(是)，您下次將會自動進入此裝置，而不用從裝置清單手動選擇。

如果選擇「no」(否)，將會略過此程序，並在偏好設定中將喜好使用的裝置保持空
白。

此圖片顯示主畫面的主要功能。這顯示具備主機控制功能的直接連結模式。

LQ 模式：此模式將會提高畫面更新率，但會降低影像品質。此模式建議用於觀看視
訊。

HQ 模式：此模式將會盡可能維持更高的影像品質，但將會降低畫面更新率。此模式
適合用於簡報或相片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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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開啟/關閉：開啟音訊串流與鏡像/延伸模式。

此圖片顯示主畫面的主要功能。這顯示您目前透過具備主機控制功能的家用路由器模
式連結至 vPresenter Pro 硬體。

訪客模式 GUI、某些功能將會呈現灰色，大部分功能將會需要主機的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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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訪客的要求
某訪客想要顯示其內容時，他會向您發送要求，如果您允許，將會變為分割畫面顯示
模式。請注意，分割顯示模式不支援視頻/音樂。

• 遭主機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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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射整個螢幕

• 使 vPresenter Pro 成為延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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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選擇要在 vPresenter Pro 裝置上播放的音樂檔案。

您可在此控制畫面中控制音量及播放／暫停。

視訊檔案清單，您可將視訊推播至螢幕上。

您可在此控制畫面中控制音量及播放／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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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瀏覽器
有一些常用網站，列在第一頁中。

在 Google 新聞清單中瀏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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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視訊
選取您喜歡的視訊頻道，該頻道將會在 vPresenter Pro 裝置上播放。請注意，並不支
援所有視訊網站，例如 Flash 視訊網站。

選取您要播放的視訊。

選取視訊後，快顯畫面將會顯示。您可在此控制畫面中控制音量及播放／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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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會讓您的應用程式接收 vPresenter pro 上目前顯示的內容，但由於頻寬限制，目
前僅支援相片、網頁、office 檔案與即時相機等靜態圖片，不包含視訊。

主機可控制分割畫面及切換位置，功能將會在訪客模式下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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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螢幕鏡像」功能，又稱為 Miracast。可讓您的 Android4.2 或 Win8.1 裝置在 
vPresenter Pro 裝置上執行 Miracast。當您按一下 Screen Mirroring(螢幕鏡像)並將
其開啟時，螢幕將會倒數 60 秒，如果您沒有與 Miracast 模式建立連線，將會返回 
vPresenter Pro 模式。

如果想在螢幕鏡像期間保持網路連線，您必須連接裝置的 WiFi 與家用路由器。

Miracast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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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設定頁面是讓您輸入或控制裝置的 WiFi 遠端控制器。鍵盤將會在需要輸入時自動顯
示。

解析度可調整至最高 1080p@60p。預設時序為 720P 並隨電視的解析度匹配而改變。 
變更輸出解析度後，將會重新啟動使變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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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新的解析度時，硬體將會重新啟動。 

您可變更 vPresenter Pro WiFi 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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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際網路連線設定可讓您連接家用路由器，保持網路連線。 

我們的裝置將會掃描附近的 WiFi 路由器。 



32

輸入路由器的密碼並建立連線。有時行動裝置與 vPresenter Pro 之間的 WiFi 將會在
此步驟中斷連線，這是因為外部路由器的 WiFi 頻道與 vPresenter Pro 不同的緣故。 
請重新連線，繼續操作。 

您想使用的語言設定。通常會自動根據您的手機語言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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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以套用新的語言設定。 

您可變更重新啟動後的優先順序模式，例如 vPresenter 優先或 Miracast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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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
透過路由器允許模式，vPresenter 已啟用路由器控制，您可將 vPresenter 適配器與 
vPresenter 應用程式連接至相同路由器。在此模式中，wifi 效能根據家用路由器而有
不同。

• 連接
僅直接連結模式。在此模式中，vPresenter 應用程式必須連接至 vPresenter-xxxxxx 
網路，取得更高的 wifi 效能。

韌體更新將會檢查伺服器上的最新版本，必須具備網際網路連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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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Mac)

HDMI

USB

電源變壓器

或

1. 請將 vPresenter Pro 插入電視的 HDMI 接頭，並連接 USB 轉接器。如果您
的電視支援 MHL，請切換至 MHL 且不需要插入 USB 轉接器。

2. 將電視的輸入來源切換至 HDMI/MHL 輸入，您將會在開機後看見主功能表。

您將會在主畫面上看見一些資訊。

1. WiFi SSID：vPresenterPro_xxxxxxxx，密碼：xxxxxxxx

2. Windows 及 Mac OS 的下載位址：bit.ly/vswpg300 

3. iOS 及 Android 平台的 QR 碼。您也可以在 AppStore 中搜尋 vPresenter 
Pro。

4. iOS 及 Android 平台的 QR 碼。您也可以在 Google Play 中搜尋 vPresente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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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及安裝
請從官網下載，按兩下要安裝的應用程式，並依照指示進行安裝。

•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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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安裝後，請重新啟動。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將會出現要求您重新開機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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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啟動後，您可看見 vPresenter Pro 應用程式。

在開啟 vPresenter Pro 應用程式前，請連接您的 Mac 與 vPresenter Pro 的 WiFi 
SSID；如果您已在設定中啟用「Via Router」(透過路由器)，您也可以在相同 WiFi 網
路中尋找 vPresente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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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resenter Pro 裝置將會列出，您可選取該裝置使用應用程式功能。

當您連結至 vPresenter Pro 裝置且沒有設定喜好使用的裝置時，將會出現快顯視窗，
詢問您是否要將其儲存為喜好使用的裝置。

如果選擇「yes」(是)，您下次將會自動進入此裝置，而不用從裝置清單手動選擇。

如果選擇「no」(否)，將會略過此程序，並在偏好設定中將喜好使用的裝置保持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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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片顯示主畫面的主要功能。 這顯示具備主機控制功能的直接連結模式。

LQ 模式：此模式將會提高畫面更新率，但會降低影像品質。此模式建議用於觀看視
訊。

HQ 模式：此模式將會盡可能維持更高的影像品質，但將會降低畫面更新率。此模式
適合用於簡報或相片瀏覽。

音訊開啟/關閉：開啟音訊串流與鏡像／延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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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模式 GUI、某些功能將會呈現灰色，大部分功能將會需要主機的允許。

某訪客想要顯示其內容時，他會向您發送要求，如果您允許，將會變為分割畫面顯示
模式。請注意，分割顯示模式不支援視頻／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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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訪客的要求。如果接受要求，訪客將會顯示在螢幕上。如果不接受，將會遭到拒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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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連結至 vPresenter Pro 裝置且沒有設定喜好使用的裝置時，將會出現快顯視窗，
詢問您是否要將其儲存為喜好使用的裝置。

1. 如果選擇「yes」(是)，您下次將會自動進入此裝置，而不用從裝置清單手動
選擇。

2. 如果選擇「no」(否)，將會略過此程序，並在偏好設定中將喜好使用的裝置保
持空白。

3. 您可開啟「Do not disturb」(勿擾)模式，如此所有連接至 vPresenter Pro 的
裝置將無法傳送顯示要求至主機端。

4. 在偏好設定中，如果您選取「Auto allow request」(自動允許要求)，則所有其
他連結的裝置將不會傳送顯示要求至主機，將會自動允許顯示。

5. 在預設設定中，「Do not disturb」(勿擾)與「Auto allow request」(自動允許
要求)皆停用。在此情況下，所有連結裝置必須傳送顯示要求，並等待主機的
螢幕顯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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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 (鏡像)
鏡射整個螢幕。

• Extension (延伸)
使 vPresenter Pro 成為延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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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畫面
主機可控制分割畫面及切換位置，功能將會在訪客模式下停用。

• Update (更新)
將會顯示新的版本資訊並允許更新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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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選擇要在 vPresenter Pro 裝置上播放的音樂檔案。

您可在此控制畫面中控制音量及播放／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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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檔案清單，您可將視訊推播至螢幕上。

您可在此控制畫面中控制音量及播放／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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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設定頁面是讓您輸入或控制裝置的 WiFi 遠端控制器。鍵盤將會在需要輸入時自動顯
示。

解析度可調整至最高 1080p@60p。預設時序為 720P 並隨電視的解析度匹配而改變。 
變更輸出解析度後，將會重新啟動使變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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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新的解析度時，硬體將會重新啟動。

您可變更 vPresenter Pro WiFi 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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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際網路連線設定可讓您連接家用路由器，保持網路連線。

我們的裝置將會掃描附近的 WiFi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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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路由器的密碼並建立連線。有時行動裝置與 vPresenter Pro 之間的 WiFi 將會在
此步驟中斷連線，這是因為外部路由器的 WiFi 頻道與 vPresenter Pro 不同的緣故。 
請重新連線，繼續操作。

您想使用的語言設定。通常會自動根據您的手機語言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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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以套用新的語言設定。

您可變更重新啟動後的優先順序模式，例如 vPresenter 優先或 Miracast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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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
透過路由器允許模式，vPresenter 已啟用路由器控制，您可將 vPresenter 適配器與 
vPresenter 應用程式連接至相同路由器。在此模式中，wifi 效能根據家用路由器而有
不同。

• 連接
僅直接連結模式。在此模式中，vPresenter 應用程式必須連接至 vPresenter-xxxxxx 
網路，取得更高的 wifi 效能。

韌體更新將會檢查伺服器上的最新版本，必須具備網際網路連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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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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您需要提供產品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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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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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固
ViewSonic® Wireless Presentation Gateway

保固範圍： 
ViewSonic 保證此產品在保固期內無材料和工藝方面的缺陷。如果產品在保固期內被確認唯有材料或工
藝方面的缺陷。ViewSonic 將修復此產品或以同型產品替換。替換產品或零件可能包含重新製造或整修
的零件或組件。 

保固有限期：
根據購買國家，ViewSonic Wireless Presentation Gateway自首位消費者購買日起提供 1 年免零件（包
括光源）及工本費保固。

保固對象：
此保固僅對第一購買者有效。

不在保固範圍內的事項：
1. 任何序號被損毀、塗改或擦除的產品。

2. 由於以下原因造成的產品損壞、損傷或故障：

a.  意外事故、操作失當、疏忽、火災、水災、閃電或其他自然災害、未經授權的產品修改或未遵循
產品提供的說明而造成的損壞。

b. 在超出產品規格的條件下操作。

c.  搬運或安裝產品造成的損壞。

d. 有關其他資訊或離您最近的 ViewSonic 服務中心的名稱，請與 ViewSonic 聯繫。

e. 由於運輸造成的損壞。

f. 搬運或安裝產品造成的損壞。

g. 產品外部之原因，例如電源不安定或電源故障。

h. 使用不符合 ViewSonic 技術規格的代用品或零件時所致。

i. 正常磨損。

j. 與產品缺陷無關的其他原因所致。

3. 拆卸、安裝及設定服務費用。

如何獲得服務： 
1.  有關如何在保固期內獲得服務的資訊，請與 ViewSonic® 客戶支援聯繫（請參閱「客戶支援」頁）。

您需要提供您的產品的序號。

2.  要想獲取保固服務，您需要提供(a)標有日期的原始購買單據，(b)您的姓名、(c)您的地址、(d)對故
障的說明、(e)產品序號。

3.  以預付運費的方式將產品裝在原包裝箱內送到或運至經 ViewSonic 授權的服務中心或 ViewSonic。 

4.  有關其他資訊或離您最近的ViewSonic 服務中心的名稱，請與 ViewSonic 聯繫。 

隱含保固的限制: 
除了此文中說明的保固，不提供任何其他明文規定或隱含的保固，包括適銷性或特殊目的的適用性隱含
保固。 



56

損失免責條款： 
ViewSonic 的責任僅限於承擔修復或替換產品的費用。ViewSonic 將不負責承擔： 
1.  由於本產品缺陷導致的任何財產損失、由於本產品使用不便導致的損失、使用本產品導致的損失、

時間損失、利潤損失、商業機會損失、商譽損失、業務關係損失、其他商業損失，即便已被提醒會
造成這樣的損失也不負責。 

2. 任何其他損失，不論是意外的、繼發性的或其他損失。

3. 任何他方對客戶提出的索賠。 

4. 被未經ViewSonic 授權的任何個人修復或嘗試修復過。

美國州法的效力:
此保固為您提供特定的法律權利，但您可能因為所在州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權利。一些州不允許隱含保
固限制和/或不允許意外或繼發性損失免責，所以以上限制和免責條款可能不適用於您。 

美國、加拿大以外地區之銷售: 
有關在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銷售的 ViewSonic 產品的保固和服務資訊，請與ViewSonic 或您本地的
ViewSonic 代理商聯繫。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地區除外）產品保修期限按照產品保修卡相關保修條款執行。
在歐洲或俄國的使用者，可至「支援/保固資訊」下的 www.viewsoniceurope.com 查看完整的保固詳細
資訊。

Wireless Presentation Gateway Warranty Term Template In UG 
VSC_TEMP_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