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讀功能鍵使用說明
開始鍵

歌謠跟唱

才可以開始囉！

點點我再點內文，
一起跟著唸吧！

GO! 進入新的頁面，一定要點點我
Echo

語言切換扭

Read

Sentence

Word

Spell

Let’s go
bananas

唱唱歌

點點我再點內文，
Language 就可以聽到中文解釋喔。

Music

好笑對話鍵

Sing

點點我再點圖，就會聽到無厘
頭的搞笑聲音喔！

問答遊戲

點點我再點歌曲，
開心唱歌囉！

Let’s play

點一點，來玩遊戲吧，聽聽我說
什麼，找出對應圖或字。

卡拉 OK

唸歌謠

進入錄音功能

點點我再點歌曲，
換你唱唱看！

點點我再點內文，
聽聽我唱歌吧！

點點我，再點下面幾個按鈕，
就可以使用錄音功能喔！

Chant

讀讀看

唸歌謠 1、2

點點我再點內文，
就會整段朗讀喔！

點點我再點圖或字，
讓我唱單字謠給你聽喔！

Chant 1
Chant 2

+
+

開始錄音
當指示燈停止，
就可以開始錄音。

唸句子

唸 ABC

停止錄音

點點我再點內文，你會聽到你
點的小短句喔！

點點我再點內文字母，
你會聽到不同人聲發音！

錄音完畢，請點點我。

ABC

唸單字

繞口令

點點我再點內文，
就會聽到你點的字喔！

點點我再點圖，
可以聽到詞句繞口令喔！

Tongue
Twister

+
+

錄音撥放
點點我，
就可以聽到自己錄的聲音喔。

拼唸單字

說話鍵

播放好玩的聲音 ( 第六冊 )

點點我再點內文，可以聽到你
點的英文字母拼讀喔！

點點我再點圖，
就可以聽到我講的話喔！

Playing Your Voice 點點下面的
圖案，可以聽到自己錄的聲音

Talk

A-10C 充電式點讀筆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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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源開關控制鈕
持續壓住 ，即可啟動 / 關閉電源；如
果點讀筆正與 PC 連線，可按住此鍵，
中斷 PC 離線，指示燈將會由紅燈轉為
藍燈閃爍。
2 點讀模式切換控制鈕
輕按一下可以暫停目前的音檔播放，
持續壓住模式切換鈕，可將點讀模式
(AP4) 切換為音樂播放 (MP3) 模式。
3 輸出音量控制鈕
輕按一下可以反覆設定輸出音量，音量

控制有五段設定。持續壓住音量控制
鈕，可控制點讀筆直接跳至下一本書
(AP4) 或下一個音樂曲目 (MP3) 。

9 光學感應筆頭
作用在於讀取印刷在紙張表面的 OID
點讀辨識碼。

4 A10C 狀態指示燈
藍燈緩慢閃爍，表示點讀筆電源已經
啟動。指示燈閃爍紅燈，表示點讀筆
正在充電中；紅燈靜止閃爍，表示充
電完成；同時也是顯示點讀筆正與 PC
處於連線狀態；粉紅色指示燈，表示
點讀筆正在錄音。

10 電池安裝與充電
點讀筆可使用一般四號鹼性電池、或
鎳氫充電電池；點讀筆會自動辨識安
裝的電池，如果是不可充電的鹼性電
池，充電功能自動關閉，不會有安全
問題！更換電池之前，請務必確認關
閉電源 ，鬆開電池蓋螺絲，裝上兩
顆鎳氫充電式電池，再將電池保護蓋
鎖緊。裝上充電電池的點讀筆，只要
插上本產品所附的標準 USB 訊號線，
另一端接上您的電腦設備，即可進行
點讀筆充電。

5 錄音孔
6 內建喇叭
7 3.5mm 耳機插孔
亦可使用點讀筆之耳機插孔，透過音
訊傳輸線，由外接之音響設備播放點
讀筆之聲音。
8 Mini-USB 訊號連接埠
將點讀筆插上 USB 訊號線，並接上電
腦，點讀筆會以移動式硬碟出現在電
腦上，在隨身碟的第一層目錄，有一
個 AP4 的檔案夾，內含有所有的點讀
音檔，將之覆寫替代，即可完成點讀
筆的音檔更新。
在記憶卡內有下列三個檔案夾：
AP4 ：存放點讀音檔
MP3 ：存放音樂播放檔案
REC ：存放錄音檔案與錄音控制檔
（請勿更動）

11 安裝記憶卡
A-10C 使用 Micro-SD 記憶卡儲存點讀
音檔資料；安裝記憶卡前，務必確認
電源，鬆開電池蓋螺絲，取下
關閉
電池，掀開記憶卡塑膠保護套，小心
將記憶卡置入插槽內，並撥上記憶卡
固定座，再將電池保護蓋鎖緊即可。
點讀音檔更新
將 點 讀 筆 插 上 USB 訊 號 線， 並 接 上
電腦，點讀筆會以移動式硬碟出現在
電腦上，在隨身碟的第一層目錄，有
一 個 AP4 的 檔 案 夾， 內 含 有 所 有 的
點讀音檔，將之覆寫替代，即可完成
點讀筆的音檔更新。亦可將點讀筆的
Micro-SD 記憶卡取出，以讀卡機更新。

Q01：為何點讀筆點選的位置與發出的聲音不合？
A：有下列幾種情形，點讀筆發出的聲音會出現對應錯誤，
1）點讀筆沒有切換選書碼，造成點讀錯亂，只要點該書封面或重新開機

GO! ，

2）翻頁後，點讀筆沒有點選左上角的

3）遊戲模式

即可，

尚未結束，點讀筆仍在等候回答。
Let’s play

Q02：為何點讀筆無法發出聲音？
A：有下列幾種情形，點讀筆無法發出聲音，
1）點讀筆切換至錄音模式

執行錄音功能，只要點選頁面右上角的

+

2）點讀筆音量控制被設定成最小音量，只要點頁面右下角的

字樣，即可返回點讀模式。

提高音量符號即可，

3）一般鹼性電池、或充電電池，電力不足所造成的現象。

Q03：我的點讀筆變得很不穩定？
A：當點讀筆之電池、或充電電池電力不足時，會出現不穩定之現象，只要換上新的鹼性電池，或使用 USB 連線充電，
即可解決此一問提。
Q04：點讀筆出現音爆聲，隨即失去控制、或自動關閉電源？
A：當點讀筆之鹼性電池、或充電電池，電力不足時，會出現爆音、破音之現象，並隨即自動關機，只要換上新的
鹼性電池，或使用 USB 充電即可。
Q05：我要如何才能讓點讀筆錄音？
A：點讀筆執行錄音 ( Record ) 程序，
麥克風鍵 (Recorder)，即可進入錄音模式，執行錄音功能，

1）先點右邊頁面的

+

+

2）進入錄音模式後，無法直接錄音，必須再點
3）當點了

+

錄音鍵後，點讀筆之指示燈隨即變成粉紅色閃爍時，即可開始錄製聲音。
的停止鍵 (Stop) 才能結束錄音。

4）錄製告一段落時，須點

＊注意：一旦開始

的錄音鍵 (Record) 才能執行錄音。

+ +錄音，點讀筆會持續收錄麥克風所接收之音訊，不會自動停止，必須手動「Stop」停止，否

則無止境的收錄，會將筆內的記憶空間耗盡。
Q06：我要如何使用點讀筆播放已經錄製的聲音？
A：點讀筆執行播放 ( Play ) 程序 :
1）先點右邊頁面的

麥克風鍵，即可進入錄音模式，執行播放功能，

+
+

2）進入錄音模式後，再點

的播放鍵即可執行播放先前已錄製的聲音功能。

＊注意：已經錄製完成的頁面，若再點

+

錄音鍵，則點讀筆會將先前錄音資料清除、替代。

Q07：我使用點讀筆錄製的聲音，為何消失？
A：已經錄製完成的頁面，再點

+

錄音鍵，點讀筆會將先前錄音資料清除，並寫入新的聲音訊號。

Q08：如何判斷點讀筆充電是否完成？
A：點讀筆執行充電程序，
1）取出 Just for Fun 所附贈之 USB 訊號傳輸線，
2）將 USB 訊號線連接埠較小的一端，插至點讀筆之 USB 訊號插孔，
3）USB 訊號線連接埠較大的一端，插至電腦、筆電之 USB 訊號插孔，
4）約經過五秒，點讀筆之指示燈變成紅色閃爍狀態，表示開始充電。
5）當點讀筆之指示燈停止閃爍，表示充電完成。

＊注意：您必須使用二顆鎳氫四號充電電池，才可執行充電：若您安裝的是一般的鹼性電池，充電功能自動停止，
安全無虞。
Q09：我如何利用電腦或筆電的電力來點讀 Just for Fun ？
A：利用電腦或筆電的電力來點讀之程序，
1）取出 Just for Fun 所附贈之 USB 訊號傳輸線，
2）將 USB 訊號線連接埠較小的一端，插至點讀筆之 USB 訊號插孔，
3）USB 訊號線連接埠較大的一端，插至電腦、筆電之 USB 訊號插孔，
4）輕按電源開關鍵 ，持續按住三秒鐘，直到燈號由紅色轉為藍色。
5）當指示燈轉為藍色閃爍，表示點讀筆已經進入點讀待機狀態。

＊注意：再點讀狀態下，再持續按住

電源開關鍵三秒鐘，則點讀筆會轉為充電模式。

Q10：Just for Fun 的遊戲模式 ( Let's Paly ) 有哪些組合變化？
A：為了製造每個 Just for Fun 的遊戲單元，具有活潑、有趣之娛樂效果，遊戲有三種模式
1）單選模式：題目之答案只有一個，，選對連結物件，即可得歡呼、獎勵。
2）複選模式：題目之答案有多個，選對其中一個，即可得贊許、鼓勵。
3）次序組合：此類題目難度較高，題目答案多個必須全中，缺一不可，而且選答次序不可顛倒，否則得不到 Just
Let’s play
for Fun 的歡呼鼓舞。

歡迎接受第三類題型的挑戰吧！題目會越來越難喔！
Q11：在遊戲模式 ( Let's Paly ) 進行過程中，為何會出現「答非所問」之情行？
A：在遊戲模式 ( Let's Paly ) 進行中，您在正確點選答案後，須仔細聆聽 Just for Fun 的獎勵短語，短語結束，Just for Fun
才會提問下一道題目，若在此時點選其他位置，將打斷 Just for Fun 的題目發問， Just for Fun 直接進入下一道題目
的答案等候：發生遊戲錯亂時，只要重新點選 Let's Paly 遊戲即可重來。
Q12：第六冊 Go, Magic School 最後一頁的 Playing Your Voice，如何使用？
A：Just for Fun 每個頁面都具有單獨錄音的功能，設計的目的在於，讓您的小孩在每個頁面，錄製模擬自己對這個頁
面所聽到的聲音，錄製的過程，充滿著您所意想不到的效果，第六冊 Go, Magic School 最後一頁的 Playing Your Voice
會將所有頁面紀錄下來的聲音，以隨機 ( random ) 的方式，讓學習的歡樂時光倒流。
＊注意：Playing Your Voice 是進入錄音模式播放過去錄製的聲音，因此回到前頁時，須點選右頁上方的 Just for Fun 字樣，
才能正常點讀內容。
Q13：我按了點讀筆中間的「M」控制鈕後，無法點讀書本內容？
A：「M」控制鈕是手動切換點讀筆三項功能的控制鍵， 開機後自動進入點讀模式，若持續按住「M」鈕，點讀
筆會進入「MP3」音樂播放模式，再按則會進入「Recorder」錄音模式，Just for Fun >> MP3 >> Recorder。因此點讀模
式錯亂時，只要重新開機 即可！
Q14：我在 very-book.com 網站無法閱讀 Just for Fun 電子書？
A：Just for Fun 的電子書是 Flash 格式，您的瀏覽器必須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才能閱讀。
Q16：點讀的聲音為何會有粗糙、破音的現象？
A：點讀筆如果使用 USB 充電器的電源，而非電腦或筆電，此時點讀筆會因為輸入的電壓太高，點讀筆的聲音處理
晶片無法負荷，造成輸出的聲音會出現「破音」的現象。只要使用來自電腦的 USB 電源，或電池供電，都不會
有上述問題發生。

＊注意：為了保護點讀筆的處理晶片，請勿使用 USB 充電器 ( 參見附圖 ) 充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