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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註冊

為滿足您未來的產品需求，並立即收到額外的產品資訊，請造訪所在地區
的 ViewSonic 網站並註冊您的產品。
ViewSonic 光碟內也有提供產品註冊表供您列印。填寫完畢後， 
請郵寄或傳真至各 ViewSonic 服務據點。若要尋找註冊表，請使用 
「:\CD\Registration」目錄。
註冊產品能為您未來的客服需求做好準備。
請列印本使用指南，並於「妥善保存此記錄」區域中填入資料。

使用者紀錄
產品名稱:

機型:
文件編號:
序號:
購買日期:

PJ-PEN-003
ViewSonic IR Interactive Module
VS15219
PJ-PEN-003_UG_TCH Rev. 1B 06-28-13
 
 

產品壽命結束時的棄置方式
ViewSonic尊重環境並致力於以保護環境的態度工作與生活。感謝您購買更
聰明、更環保的電腦運算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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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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觸控投影機包裝清單

配件檢查表

以下清單為光學觸控投影機的專屬配件。請查看是否缺少任何一項物
品，如有缺少，請與經銷商聯繫。

1. 光筆 2. 紅外線互動式模組

3. USB 連接線 4.  使用手冊 (CD) /  
軟體 (CD) /  
快速使用說明卡



配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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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筆」的按鍵說明

觸控式筆頭

前面後面

電源開關

如何使用
當觸控筆頭按在螢幕上時，訊號從筆尖發射並與
投影機裡的感應器確認位置。當訊號發射時，觸
控式筆頭會發光。
1)筆頭置於螢幕上任一處。
2) 將筆頭壓在螢幕上即可發揮作用。在畫筆模式
下可繪出線條。

 注意
筆頭前端內有感應器，碰觸筆頭會時會消耗電池
電力。為了節省電力，不使用光筆時請記得將電
源關掉（可碰觸筆尖確認是否不會發光）。

配件說明

使用光筆之前
請確認電源已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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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Pen軟體提供光學觸控功能

1. 系統配置要求 
為確保光學觸控功能可正常運作，請依以下所列項目檢查您的系
統條件。

   LightPen軟體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微軟 Windows XP(SP2)(32bit)/Vista(32bit)/
Windows 7 (32bit/64bit)

處理器 Intel® Core™2 Duo  2.0GHz或以上
(dedicated GPU is recommended)

記憶體 2G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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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體安裝
2.1驅動程式安裝
<透過USB裝置安裝>
當互動模組透過USB線連接上電腦產生一光碟裝置後(如圖1),打開光
碟目錄資料夾(如圖2)內windows \ Setup.exe執行安裝SPDriver,或選
擇執行launcher.exe 啟動SPDriver.

<透過CD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Setup.exe，出現如下畫面。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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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1)  點擊SPDriver，出現如下畫面。請點選"下一步(Next)" 

繼續安裝過程。

              (2)  選擇好要安裝的目錄(已預設)，請點選"下一步(Next)"，
繼續安裝過程。

                 (3)  安裝中，請等待安裝程序結束，安裝完成。

 - SP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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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ViewDrawII軟體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Windows"資料夾。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Setup.exe，出現如下畫面。

步驟 4：  
               (1)  點擊ViewDrawII，出現如下畫面。請點選"下一步(Next)"

繼續安裝過程。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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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擇好要安裝的目錄(已預設)，請點選"下一步(Next)"，
繼續安裝過程。

                  (3)  確認安裝資訊，請點選"安裝(Install)"，繼續安裝過程。

                  (4)  安裝中，請等待安裝程序結束，安裝完成。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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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學觸控功能的初始安裝
3.1 SPDriver安裝完成，從"開始/程式集/LightPen/SPDriver/

      SPDriver"執行後，用USB線連結投影機及PC。 

      此時系統列應為下列圖示。

                                         (Windows 7/VISTA)

                                                     (Win XP)

3.2  在  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則出現下列選單。

    

   (VISTA/Win XP)

*Win XP及Vista只能使用預設的<滑鼠模式>
*選擇"關於"會顯示版本資訊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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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選擇"校正(Calibration)",進入校正程序

      點選四點完畢後，系統會將校正資料儲存，請稍候。

 

(Windows 7)

* Microsoft Windows 7 OS支援多點觸控的<觸控模式>，使用者在
Microsoft Windows 7 OS上使用時，可選用預設的<滑鼠模式>，或支
援多點觸控的<觸控模式>。

*選擇"關於"會顯示版本資訊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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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校正

使用者也可以選擇<自動校正>，進入校正程序，依照畫面中顯示提

示(圖3)，進行自動校正程序，程序進行中請勿遮擋到校正畫面中的

影像(圖4)。

3.4 完成校正。

3.5 自動校正失敗

若出現自動校正失敗訊息(圖5)，請試執行下列動作，排除狀況後，再
重新執行自動校正。

1.關燈或減少雜光照射校正畫面

2.校正中禁止在鏡頭前走動或晃動

3.重新調整焦距使影像清晰

 - ViewDrawII

圖3

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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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如何再次重新執行驅動程式

       如果離開 Driver 欲再次重新執行，可以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SPDriver"開啟驅動程式。

 - ViewDrawII

4. 工具列說明

4.1 ViewDrawII軟體功能列說明

完成ViewDrawII安裝並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ViewDrawII"
執行後，在螢幕的右方會出現工具列如圖所示。

*點選LightPen圖示,選擇"關於",會顯示軟體版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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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滑鼠 滑鼠功能。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嘜克筆 半透明畫筆。

繪圖工具 繪製圓形、方形、等腰三角形及直線。

畫筆粗細及顏色 選擇畫筆粗細及畫筆顏色。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雙筆工具
可以選用<全畫面雙筆>模式或<分割畫
面雙筆>模式進行雙人書寫的功能。

白板模式 切換為白板背景模式。

上頁 回到上一頁。

下頁 進入下一頁。

編輯工具 編輯筆跡工具。

螢幕小鍵盤 啟動螢幕小鍵盤。

離開 離開應用程式。

 - ViewDrawII
4.2 主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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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子功能說明

(1) 繪圖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 
請點選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2) 雙筆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 
請點選欲繪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圖示 說明

雙人同時於全畫面中使用相同樣式
的工具進行繪圖。

雙人同時於左右各半的畫面中使用
相同或不同樣式的工具進行繪圖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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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畫面雙筆>

       雙人同時於全畫面中使用相同樣式的筆進行繪圖。

         <分割畫面雙筆>

        雙人同時於左右各半的畫面中使用相同或不同樣式的筆
         進行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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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名稱 說明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白色畫筆 白色畫筆。

細圓筆畫 細畫筆。

粗圓筆畫 粗畫筆。

方型筆畫 方形畫筆。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此功能在全畫面雙筆下同時間只有一個
橡皮擦。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匯入背景 載入自訂背景。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離開 離開雙筆模式。

(2.2)工具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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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板模式

點選 ，主功能選單將呈現白色背景，原 功能將更改為

匯入背景及 匯入白板兩個功能。

  i.  點選 ，即出現選取視窗，可將所選取的圖片匯入當成背景使
用，如下圖所示。

  ii.  點選 ，則背景恢復為白板模式。

      若要離開白板模式，僅需再次點擊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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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輯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談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點

選欲使用之編輯功能。

圖示 說明

列印當前所看到的畫面。

回復上一次動作。

取消回復上一次動作。

模擬聚光燈效果。

模擬窗簾效果。

切換直立工具列位置為橫置。

切換工具列位置為左側或是右側。

 - ViewDrawII

4.4 如何使用互動功能
    在滑鼠模式可以使用光筆代替滑鼠指標的功能。
    直接按壓光筆的筆頭亦如同按滑鼠左鍵。
    若於同一位置持續按押光筆的筆頭2-3秒，則滑鼠自動執行
    滑鼠右鍵功能，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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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改變工具列方向

將光筆筆尖放置投影影像外的下方，然後按壓按鍵，即可切換直立工

具列位置為橫置。當再將筆尖放置在投影影像的左邊或右邊輕點，則

可使橫置工具列切換為直立工具列。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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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改變工具列位置

當使用直立工具列時，於螢幕外左邊或右邊，按下光筆按鈕可更換工

具列位置，再次按壓可以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當使用橫置工具列時，於螢幕外下方按壓光筆筆尖，可顯示或隱藏工

具列。

4.7如何再次執行LightPen程式

如果離開 ViewDrawII 欲再次重新執行，可以從"開始 / 程式集 / 
LightPen / ViewDrawII"開啟程式。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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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werPoint 工具列

ViewDrawII提供PowerPoint 工具列功能，支援 office 2003 以上。

如果從工具列選取開啟 "PowerPoint 工具設定"，當使用 PowerPoint，
並且展示PowerPoint資料在"放映"模式 ，PowerPoint 工具列將會顯示

在螢幕的右側。 

當離開 "放映"模式 PowerPoint 工具列將會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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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PowerPoint 工具列功能

圖示          說明

改變工具列大小

改變PowerPoint工具列位置

改變為滑鼠模式

改變為滑鼠右鍵

改變為紅色畫筆

拭除

全部拭除

回到上一頁

進入下一頁

選取頁面

結束投影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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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ViewDrawII軟體提供光學觸控功能

1. 系統配置要求 
為確保光學觸控功能可正常運作，請依以下所列項目檢查您的系
統條件。

   ViewDrawII軟體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Mac OS X v10.5或以上
處理器 Intel processeor 
記憶體 2G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2. 軟體安裝
2.1驅動程式安裝

※當投影機連接上電腦產生一磁碟機，安裝過程請直接參閱步驟3
。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Mac"資料夾，將

mac.zip複製到硬碟裡。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mac.zip，出現SPDriver ICON，移至桌

面後並執行。

2.2ViewDrawII軟體安裝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CD內的"LightPen Software for Mac"資料夾，將

ViewDrawII.zip複製到硬碟裡。
步驟 3： 請使用滑鼠雙擊ViewDrawII.zip，出現ViewDrawII ICON

，移至桌面後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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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3. 光學觸控功能的初始安裝

3.1 用USB線連結投影機及PC。此時系統列應為下列圖示。

3.2  在  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則出現下列選單。

    *選擇"關於"會顯示軟體版本資訊

3.3  選擇"校正(Calibration)",進入校正程序。

3.4  點選四點完畢後，系統會將校正資料儲存，完成校正。

 - ViewDra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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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選擇"關於",會顯示軟體版本資訊

4. 工具列說明

4.1 ViewDrawII軟體功能列說明

完成ViewDrawII安裝並執行後，在螢幕的右方會出現工具列如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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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4.2 主功能說明

圖示 名稱 說明

滑鼠 滑鼠功能。

紅色畫筆 紅色畫筆。

綠色畫筆 綠色畫筆。

藍色畫筆 藍色畫筆。

嘜克筆 半透明畫筆。

繪圖工具 繪製圓形、方形、等腰三角形及直線。

畫筆粗細及顏色 選擇畫筆粗細及畫筆顏色。

橡皮擦 拭除部份畫筆筆跡。

全部清除 拭除全部畫筆筆跡。

儲存 儲存目前頁面內容與畫筆筆跡。

白板模式 切換為白板背景模式。

上頁 回到上一頁。

下頁 進入下一頁。

編輯工具 編輯筆跡工具。

螢幕小鍵盤 啟動螢幕小鍵盤。

離開 離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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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4.3 子功能說明

(1) 繪圖工具

點選，主功能選單會彈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請點選欲繪

製的圖形工具，進行繪製。

(2) 白板模式

點選 ，主功能選單將呈現白色背景，原 功能將更改為

匯入背景及 匯入白板兩個功能。

  i.  點選 ，即出現選取視窗，可將所選取的圖片匯入當成背景使
用，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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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ii.  點選 ，則背景恢復為白板模式。

      若要離開白板模式，僅需再次點擊 即可。

(3).  編輯工具

點選 ，主功能選單會談跳出子功能選項，如下圖所示， 
請點選欲使用之編輯功能。

圖示 說明

選取所繪的筆跡當成物件。物件可
隨意放大、縮小、旋轉、刪除或移
動位置。

列印當前所看到的畫面。

回復上一次動作。

取消回復上一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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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4.4 改變滑鼠或畫筆模式

將光筆筆尖放置投影影像外的上方或下方，然後按壓按鍵， 
即可切換滑鼠與畫筆。

如果切換為滑鼠，則工作列上的圖示顯示為 ，切換為畫筆時則

顯示為 。

黃色框的項目也會在工作列上的小圖示顯示，方便辨認目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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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 作業系統安裝 - ViewDrawII
4.5 改變工具列位置

改變工具列位置或隱藏工具列有一個快速的方法。於螢幕外左邊或右

邊，按下光筆按鈕可更換工具列位置，顯示或隱藏工具列。



故障排除

30

在 Linux 作業系統安裝 - SPDriver
SPDriver提供光學觸控功能

1. 系統配置要求 
為確保光學觸控功能可正常運作，請依以下所列項目檢查您的系
統條件。

   SPDriver安裝
系統配置要求

作業系統 Linux OS Ubuntu 10.04,Debian 5.05,       
Suse 11.3

處理器 Intel® Core™2 Duo  2.0GHz或以上
(dedicated GPU is recommended)

記憶體 2GB 以上
最小硬體空間 100 MB

2. SPDriver安裝步驟
   

※當投影機連接上電腦即產生一磁碟機，開啟磁碟， 
將Linux.tar copy到桌面，解壓縮後執行1-setup。

   ※安裝前，請以root用戶登錄。

步驟 1： 將"Owner's Manual"CD放入CD-ROM 光碟機中。
步驟 2：  打開"SPDriver for Linux"資料夾。
步驟 3： 將Linux.tar copy到桌面，解壓縮後執行1-setup， 

開始安裝。
步驟 4： 安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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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作業系統安裝 - SPDriver
3. 光學觸控功能的初始安裝

3.1 用USB線連結投影機及PC。此時系統列應為下列圖示。

3.2  在     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則出現下列選單。

*選擇"關於",會顯示軟體版本資訊

3.3  選擇"校正(Calibration)",進入校正程序。

3.4  點選四點完畢後，系統會將校正資料儲存，完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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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為什麼出現「無法找到 LightPen」程式？
    答：可能有以下原因：

(1) USB線沒有正確連接至電腦或投影機。請檢查投影機和電腦的
USB線是否有正確連接。

     (1-1) 如果顯示以下畫面，請插入USB線。

     (1-2) 如USB線沒有正確連接至電腦或投影機。請檢查投影
機和電腦的USB線是否有正確連接。在Window的作業
系統中，當發生如(A)圖，即USB線未接或USB埠發生
故障。若如圖(B)，即可以使用光筆功能。

        (2) 請使用購買投影機所附USB線。若您需要更長的USB線，請
與您的經銷商聯絡。 

        (3) 電腦的USB埠出現故障，請咨詢IT工程師。

2. 問：為什麼無法讓圓形校正標靶塊正確執行校正？
    答：(1)  請確認「指揮棒」或「光筆」是否作用:

            (1-1)  請確認「指揮棒」或「光筆」電池電量是否足夠或電源
開關已開啟。

(A) (B)

             (1-2)  使用「指揮棒」或「光
筆」時，應避免於陰影
處書寫(參閱下頁圖解)，
而且盡量與投影螢幕保
持25度以上的角度。如
果感應器接收不到「指
揮棒」或「光筆」傳送
來的信號，將造成「指揮棒」 
或「光筆」無法使用。

CMOS 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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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於陰影處書寫 光筆與投影布幕保持25°以上的角度

       (2) 可能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請避免環境光直射投影面或感應
器。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面通常有以下原因造成:

           (2-1)  陽光直射投影面。

           (2-2) 感應器旁有光源。

       請結束SPDriver並重新執行，如果仍看到Q5問題，請 
       排除光點直到沒有任何光點出現在Windows.。

3. 問：為什麼游標不在「指揮棒」或「光筆」所指的位置上？
    答：可能有以下原因：

(1)  系統校正不準。試著進行校正時指在圓形標靶的「中心」位

置上。

(2)  投影機位置、投影面積尺寸或投影距離改變。

(3) 投影像解析度改變。重新校正將解決此問題。

4. 問：為什麼游標會跳動？
    答： 可能周圍環境光線過強干擾造成，應避免周圍環境光線干擾，

特別是陽光直射。（請參閱問題2）
5. 問： 為什麼視窗畫面跳出「因環境光過強，導致光筆系統無法正常

運作」?
    答： 因為周圍環境光過強，干擾投影機內感應器。請避免光線直射

投影機的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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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問： 於Windows Vista\Windows 7作業系統下，當SP Driver的<裝置設
定>選項設定為<滑鼠模式>時，使用虛擬鍵盤無反應?

    答： 當SP Driver 在操作的期間，可能受到由於Windows作業系統預設的

<使用者帳戶控制 User Account Control,UAC >限制而造成無反應動

作的情況。使用者可修改設定來解決,操作步驟如下:
1. 開始功能表 / 控制台 / [使用者帳戶]

2. 選擇 [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3. 變更通知設定為「不要通知」(如圖示)，並選擇[確定]。

4. 重新啟動電腦，完成設定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