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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歡迎使用 Signage Manager，以輕鬆簡單的方式管理 ViewSonic 數位看板媒體播放
機的數位看板內容。Signage Manager 軟體藉由個人電腦的功能，達成易於使用的目
的。任何具備基本電腦技巧的人都可使用 Signage Manager 迅速建立或修改內容播放
時程，以在合適的時間為目標觀眾提供合適的訊息。

1.1 內容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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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
2.1 最低系統需求
Windows Vista、7 或 8 作業系統 2.6 GHz CPU
.DirectX 9 2 GB 系統記憶體
.NET Framework 3.51 20 GB 硬碟空間

2.2 安裝程序
請執行安裝程式並依照逐步指示進行。關閉安裝程式，以完成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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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I 概述
3.1 主功能表
主功能表由現有播放清單的清單，以及可用於播放清單指派的可用播放機清單組成。

您可將播放機拖曳至播放清單或從中拖曳出，使播放機關聯／解除關聯播放清單。連
按兩下播放清單，即可編輯此播放清單。

1 工具列
-語言選項
-工具
-說明資訊

2 播放清單名稱欄位與播
放清單建立按鈕

3 現有播放清單的清單
4 播放清單預覽與資訊
5 播放清單關聯的播放機
6 播放機清單
7 播放機名稱、IP、狀態
8 播放機 IP 欄位與播放機
搜尋／新增按鈕

3.2 範本清單
範本清單包含所有可用於啟動新播放清單的簡報範本。

1 範本預覽

2 可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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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簡報編輯器
簡報編輯器可讓您編輯所有媒體內容：簡報內的文字、圖片及視訊。

1 音量控制

2 螢幕關閉控制

3 切換簡報

4 展開／隱藏工具清單

5 編輯區

6 縮放或配合大小選項

7 變更內容

8 確認／取消變更

9 展開／隱藏媒體清單

10 此區的媒體清單

11 新增更多媒體檔案

12 媒體資訊
縮圖
檔名
選項

此可讓您儲存播放清單、匯出播放清單至播放機／USB，或需要排程播放，則可進入
排程編輯器。

1 返回主功能表
2 編輯播放清單排程
3 儲存並匯出
4 選擇匯出目標（播放機
或USB）

5 捨棄所有變更
6 編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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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排程編輯器
排程編輯器有助於建立彈性的播放清單，其中包含將自動根據預先定義的事件（時
段）播放的多筆簡報。

1 新增事件排程
2 現有事件
3 事件資訊
時段
事件日／日期
事件類型

4 將新的簡報加入目前的
事件

5 目前事件中現有的簡報
6 簡報資訊
縮圖
持續時間

3.5 事件編輯器
事件編輯器可讓您定義事件的發生方式與發生時間。

1 事件名稱
2 事件類型
3 週期性類型
4 每週事件的日期選擇器
5 時段
6 每月事件的日期選擇器
7 特定日事件的日期選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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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使用者操作流程

啟動 Signage Manager

已有播放清單了嗎？
否

是

新增更多簡報

建立新的播放清單

從現有播放清單選擇 選擇範本

編輯簡報

編輯排程

匯出至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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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操作
4.1 建立播放清單
4.1.1 建立播放清單
1. 輸入播放清單名稱，然後按一下「建立播放清單」 

2. 按兩下範本，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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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從現有播放清單編輯
按兩下現有播放清單即可編輯。

4.1.3 複製現有播放清單
按一下現有播放清單的複製按鈕，即可複製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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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編輯簡報
4.2.1 以拖放方式新增循環播放的媒體項目
選擇一個區域，然後從檔案總管將媒體拖放到此區域。

4.2.2 從面板新增循環播放的媒體項目
1. 選擇一個區域，然後展開選項面板。

2. 新增新的影像／視訊／powerpoint／小工具，並編輯其屬性。

按一下  將更多媒體新增至此區域

按一下  將特殊媒體新增至此區域： 

 小工具 

 A/V 輸入 

備註：可利用拖放變更播放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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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編輯影像
1. 在範本附近移動滑鼠時，可編輯的區域將反白顯示。
2. 按一下即可開始編輯。

3. 您可更換預設影像、放大／縮小及調整焦點。完成時請按一下確認。
 瀏覽其他媒體以進行取代

 放大／縮小 
(小祕訣：也可使用滑鼠滾輪)

拖曳以變更影像焦點

確認／取消

可設定的選項 選項
持續時間 播放持續時間 (秒)
顯示選項 裁切 (可讓使用者自由變更焦點的預設選項)

配合大小 (使影像配合區域大小，並維持其長寬比)
延展 (將影像填滿區域，不維持其長寬比)

備註：使用滑鼠滾輪即可快速放大／縮小。



11

4. 播放持續時間及其他選項皆可在選項對話方塊中設定。若要啟動選項對話方塊： 

• 連按兩下媒體項目。

• 按滑鼠右鍵，然後選擇選項。

備註： 若要選擇多個項目，請先按一下項目、按住 Ctrl 鍵，然後按一下下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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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編輯視訊
1. 將視訊檔加入一個區域後，此區域內將會顯示視訊縮圖。
2. 選擇配合區域大小，或將視訊伸展至此區域。

 : 配合大小

 : 伸展

備註：僅一個區域可包含視訊檔。

備註：按兩下視訊可在 Windows 應用程式中預覽播放。 

可設定的選項 選項
顯示 配合大小/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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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編輯 PowerPoint 檔案
1. 將 PowerPoint 檔案新增到一個區域，按一下該項目即可開始編輯。

2. 選擇配合區域大小或是將 PowerPoint 延展至該區域。

  : 配合大小

  : 延展

備註： 若您在同一台電腦上已安裝 PowerPoint 2003/2007/2010/2013，您可匯出 
PowerPoint 投影片 (僅限靜態)。 

備註：按兩下檔案，即可編輯 PowerPoint。

可設定的選項 選項
顯示 配合大小/延展
未指定的投影片持續時間 各投影片的播放持續時間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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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編輯標誌
1. 按一下標誌圖示可編輯標誌 (支援標誌的範本有限)。

2. 您可更換影像、放大／縮小及調整焦點。完成時請按一下確認。

4.2.7 編輯小工具
將小工具檔案新增到一個區域，按一下該項目即可開始編輯。

可設定的選項 選項
Common（一般設定） 播放持續時間：秒

選項 色彩：背景色彩
前景色彩：文字色彩 

時鐘 時間格式：12小時制／24小時制
日曆 時間格式：12小時制／24小時制

對齊：靠右/置中/靠左
天氣 城市：輸入列於 - 的城市名稱 

http://www.worldweatheronline.com/country.aspx
單位：C/F 
金鑰：全球天氣線上 API 金鑰

RSS Urls：RSS URL
書寫方向：由右至左／由左至右

網頁 URL：網站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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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新增跑馬燈

選擇空範本之一來使用跑馬燈 

在工具面板中勾選跑馬燈並啟用

從選項中選擇一個偏好的跑馬燈模式：
•  個人文字： 
顯示 .txt 檔的文字內容

•  小工具： 
在跑馬燈區域顯示小工具 (如 RSS 小
工具或自訂小工具)

可設定的選項 選項
檔案 .txt 檔案的路徑
持續時間 播放持續時間 (秒)
大小 跑馬燈的文字大小

可用選項：小/中/大
效果 跑馬燈的轉換效果

可用選項： 
靜態：線條間無轉換效果
慢速前進：跑馬燈從右到左慢速前進
捲動：跑馬燈捲動

背景色彩 從調色盤選擇跑馬燈區域背景色彩

背景不透明度 跑馬燈背景的透明度

文字色彩 從調色盤選擇文字色彩

書寫方向 由左至右／由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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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跑馬燈後，您可以：

1. 將跑馬燈的位置變更成底端或頂端
2. 將更多 .txt 檔案或小工具新增至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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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編輯文字
1. 暫留在可編輯文字時，會以黃色方塊顯目提示可編輯文字。按一下文字即可開始編
輯。

2. 展開選項，即可變更字型、大小及色彩。

3. 若文字屬於一個文字群組，變更其樣式會影響同一群組內的所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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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切換主題與切換標誌顯示
展開工具面板，以切換標誌顯示並選擇不同的色彩主題。

切換標誌顯示

按一下可變更 
色彩主題

4.2.11 新增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僅能搭配影像／PowerPoint 簡報使用。 若簡報包含視訊，將會顯示一訊
息，要求使用者在新增背景音樂之前將視訊從簡報移除。

切換 
背景音樂

按一下編輯，開啟 
音樂播放清單功能表， 
即可新增／移除背景音樂

4.2.12 切換簡報
若相同的事件排程中不只存在一份簡報，則可如下方式切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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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編輯排程
按一下編輯排程，進入排程編輯器。

4.3.1 編輯文字
1. 按一下新增事件排程
2. 編輯事件排程
3. 選擇範本
4. 編輯新增的簡報

1. 指定事件名稱
2. 選擇事件類型

• 簡報

• 螢幕關閉

3. 選擇週期性類型與日期
4. 選擇播放期間

• 全日

• 特定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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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編輯每週排程
勾選／取消勾選工作日：

4.3.3 編輯每月排程
以逗號「,」隔開日期，或以破折號「-」連接期間，例如：1, 5, 9, 15-18 將於每個月
的第 1 天、第 5 天、第 9 天、第 15 天、第 16 天、第 17 天、第 18 天播放。

4.3.4 編輯特定期間的排程
從日曆選擇開始與結束日期

4.3.5 將簡報加入事件 
1. 按一下新增簡報
2. 選擇範本
3. 編輯新增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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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排程優先順序
預設簡報

Weekly 1

Weekly 2

Monthly 1

Monthly 2

特定日子 1

特定日子 2

預設的簡報為全年播放的初始排程，優先順序最低，每次與其他排程重疊時將會
退讓。

如上圖所示，數個排程重疊時，特定日子的事件具有最高的播放優先順序。每月
排程則在第二高優先順序，接著才是每週排程。

在相同的週期性類別之間，新增的排程具有較高的優先順序 (例如 Weekly 2 即為
新增的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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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將簡報加入事件 
1. 按一下新增簡報。

2. 選擇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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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新增的簡報。

循環播放不只一份簡報時，將會出現持續時間方塊。 按一下簡報持續時間數字 (300) 
以變更持續時間。預設持續時間為 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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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將簡報複製到事件 

1. 在簡報上按右鍵，然後選擇「複製至」
2. 選擇目的地： 

- 目前排程 
- 現有排程 
- 新事件排程

4.3.9 複製事件 

1. 在排程上按右鍵，選擇「複製或按一下排程的複製按鈕」。
2. 編輯新事件的排程。
3. 按一下確定，儲存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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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新增觸發事件
啟用事件觸發程序，並將觸發程序新增至目前的簡報。

觸發事件可讓您將觸發程序新增至目前的簡報。觸發來源可以是觸控按鈕事件及來自
ePoster的動作感應器事件，或GPIO板的輸入事件。 

觸發事件編輯器

1  觸發事件名稱
2  觸發類型：簡易觸發程序或動作感應器
3  最多可排程 10 個簡易觸發程序
4  進階：簡易觸發程序的控制
5  進階：控制按鈕燈光效果
6  進階：停用觸發程序中斷的選項
7  進階：停用循環播放回到預設簡報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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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匯出播放清單
4.4.1 透過 USB 匯出播放清單
按一下匯出按鈕、按一下匯出至 USB，然後選擇要匯出的正確位置。

備註：SignApps 將記住您的動作，因此下次您僅需按一下「儲存」即可匯出。

4.4.2 透過網路匯出播放清單 
1. 按一下匯出按鈕，然後按一下匯出至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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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掃描網路上的裝置，或輸入其 IP 新增裝置。

備註：若播放機已關聯另一個播放清單，將不會在此清單中顯示，請依其 IP 位址搜
尋。

3. 搜尋要匯出的裝置。
4. 匯出後，所選的播放機將關聯此播放清單。
5. 在主功能表中匯出狀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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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播放機關聯
匯出後，播放機即關聯播放清單並列在主功能表中的播放清單下方。

您亦可將播放機拖放至主功能表內的播放清單中，將播放機指派給播放清單。

關聯的播放機 拖放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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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序列通訊協定 (RS232) 設定
1. 前往工具 → 編輯序列通訊協定 (RS232)

2. 建立新的通訊協定或選擇現有通訊協定。

3. 選擇傳輸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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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傳送 EOL 訊息。

5. 輸入命令。

6. 儲存並選擇新的通訊協定或直接選擇現有通訊協定。

 

 

7. 設定螢幕關閉排程。  
例如，螢幕關閉排程為20:00→08:00，裝置將會在20:00傳送視訊關閉命令與在
08:00傳送視訊開啟命令至RS232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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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韌體更新
1. 請至說明 → 韌體更新，選擇韌體套件，然後按一下確認。

2. 選取您要更新的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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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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