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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spire™ Navigator NC 教師版軟體入門

TI-Nspire™ Navigator™ NC系统是一個教室管理系統，能夠透過無線網路將教師
和學生電腦連接起來。該軟體提供一種用於教學和評價指導說明、評估及內
容的整合方法。

使用「歡迎使用」畫面

為了幫助您快速入門，「歡迎使用」畫面在開啟軟體時會顯示常見任務選項。
可以選擇關閉「歡迎使用畫面」。

如果要開始處理文件，請按一下圖示、連結或關閉此畫面。關閉「歡迎使用」
後，會自動執行正常動作(如升級提示)。

附註 :依照軟體不同安裝方式，可能在首次啟動軟體時會看到「產品改進」視
窗。

À 名稱。顯示軟體名稱。

Á 快速啟動圖示。按一下其中一個圖示，以在所選取應用程式中建立新文
件。應用程式包括計算工具、函數繪圖、幾何作圖、列表與电子表格、數
據與統計、問題、筆記和威尼爾 DataQuest™ 應用程式。「歡迎使用畫面」自
動關閉，並在「文件工作空間」中開啟所選取的應用程式。

Â 預覽區域。當滑鼠移到「教師工具」中應用程式圖示或連結上時，該區域
將顯示相應應用程式或工具的預覽。同時在區域最上方顯示該圖示或連
結的簡要說明。

Ã 啟動時永遠顯示。若取消選取此核取方塊，在開啟軟體時會跳過此畫
面。

Ä 關閉「歡迎使用畫面」。按一下此處以關閉此螢幕，並開始使用軟體。

Å 教師工具。按一下其中一個連結以關閉「歡迎使用畫面」，並在所選取工
具中開啟軟體。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1



2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 檢視內容。開啟「內容工作空間」，可以在其中尋找電腦、網路或已建
立連結上的內容。

• 檢視班級和學生。開啟「班級工作空間」，可在此檢視班級中的每個
學生，或者新增班級和學生。

• 開啟。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可以在其中瀏覽或開啟舊有文件。

最近的文件。列出最近開啟過的文件名稱。當滑鼠移到在各個文件名稱
上時，「預覽」面板將顯示該文件中的第一頁內容。按一下文件名稱即可
開啟該文件。

開啟「歡迎使用畫面」

如果勾選啟動時永遠顯示此內容核取方塊，則在開啟軟體時就會自動開啟
「歡迎使用畫面」。如果關閉該選項或者關閉「歡迎使用」，則可以由按一下說
明 > 歡迎使用以開啟「歡迎使用」。

瀏覽軟體

當關閉「歡迎使用」畫面時，TI-Nspire™ CX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會開啟
上一次所使用的工作空間。如果選擇應用程式圖示之一，該軟體就會在「文
件工作空間」中開啟新的文件。

預設為在第一次開啟該軟體時會開啟「內容工作空間」。打開包含非
TI-Nspire™文件資料夾時，軟體會說明資料夾中有其他文件，並提供選項以顯
示資料夾中的所有文件。

在所有工作空間內可以使用標題列、功能表列及工具列中所有選項。有關更
多資訊，請參見各工作空間相關的章節。



À 標題列。顯示目前文件 (如果有已開啟文件 )的名稱和軟體名稱。最小
化、最大化和關閉按鈕位於右上角。

Á 功能表列。包含用於處理目前工作空間中文件工具，和修改系統設定的
選項。按一下「說明」以查看開啟幫助檔案選項，執行線上故障排除，並查
看有關軟體更新的資訊。

Â 工作空間選取器。按一下這些標籤可在「內容」、「班級」、「文件」、「檢閱」
與「公事包」工作空間之間進行切換。

附註：正在執行的某些工作可能會導致無法立即切換工作空間。如果有
對話方塊開啟等待回應，請先輸入回答後再進行工作空間切換。

Ã 工具功能表。顯示在每個工作空間中工作時常用的工具。每個工作空間
都具有「簡易投票」、「螢幕截取」和「學生名稱格式」圖示。其他工具功能
表選項根據所開啟的不同工作空間而有所不同。這些工具說明於其相關
的章節中。

• 使用「學生姓名格式」 工具可選擇學生姓名的顯示方式，如顯示
姓氏、名字、使用者名稱、顯示名稱、學生 ID或隱藏姓名。

• 「螢幕擷取」 工具可擷取電腦上活動文件的圖片，或一台或所有
已連接學生電腦的螢幕。可以進行多次截圖，並將圖像複製/貼上其
他文件中，或儲存該圖像。有關更多資訊，請參見擷取螢幕。

• 使用「簡易投票」 工具可立即向學生發起投票，並接收學生的回
答。有關更多資訊，請參見學生投票。

Ä 班級清單。顯示目前可用的班級。

Å 班級動作按鈕。按一下此按鈕以開始或結束班級。

瀏覽「工作空間」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使用工作空間幫助您簡便快捷地存取最
常執行的工作。本軟體提供五個預定義的工作空間：

• 內容工作空間。在電腦上尋找並管理內容，並新增和管理連結到網站。

• 班級工作空間。可管理班級與學生、使用「課程記錄」面板，以及與學生交
換檔案。該工作空間是唯一可以傳送和接受除了 TI-Nspire™ (.tns) 和
PublishView™ (.tnsp) 檔案類型以外文件的區域。

• 文件工作空間。編寫文件並說明數學概念。

• 檢閱工作空間。檢閱各類文件集；標注、顯示或隱藏學生回應；切換資料
檢視；以及整理資料。

• 公事包工作空間。使用此工作空間可儲存、保存、檢閱及管理學生的課程
作業。

了解狀態列

狀態列中的一些資訊會根據所開啟的不同工作空間而有所不同。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3



4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所有工作空間中的狀態列都提供有關學生登入狀態的資訊。

學生登入狀態會顯示目前有多少學生登入班級，以及有多少學生指定為目前
的班級。

「文件工作空間」中的狀態列還提供其他資訊。

À 頁面大小。顯示文件使用「計算機」還是「電腦」頁面大小。按一下此處檢
視文件屬性。關於頁面大小和文件預覽的更多資訊，請見處理 TI-Nspire™
文件。

Á 問題和頁碼。參照目前文件。在該範例中，1.1 表示現用文件中第 1 頁第
1 個問題。

Â 設定。按一下這裡以檢視或變更「文件」設定。

Ã 縮放 /粗細。在計算機頁面大小中使用文件時，使用縮放尺度來放大或縮
小已開啟文件 (範圍：10% 至 500%)。如果要設定縮放比例，請輸入具體數
字，使用 + 和 -按鈕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減小比例，或者使用下拉式清單
選擇預設百分比。

在電腦頁面大小中使用文件時，請使用粗細尺度來調整應用程式中文字
的線條粗細程度。如果要設定粗細程度，請輸入具體數字，使用 + 和 -按
鈕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減小比例，或者使用下拉式列表選擇預設百分
比。

「檢閱工作空間」中的狀態列資訊根據「頁面排序」中的不同檢視而有所不同。

• 如果處於文件檢視中，則狀態列所提供的資訊與「文件工作空間」狀態列
的相同。

• 如果處於學生回應檢視，則狀態列中會顯示「資料檢視」圖示。使用這些
圖示可在柱狀圖、表格、圖形檢視之間進行切換。有關「資料檢視」的更多
資訊，請參見使用檢閱工作空間章節。

À

Á

Â

繪圖

柱狀圖

表格

「班級工作空間」的狀態列會顯示「學生檢視」圖示。使用這些圖示可在「座位
表」檢視或「學生列表」檢視之間進行切換。有關「學生檢視」的更多資訊，請
參見使用班級工作空間 。



À

Á

座位圖

學生列表

變更語言

使用此選項以選取偏好語言。必須重新啟動軟體，語言變更才會生效。

1. 按一下檔案 > 設定 >變更語言。

此時會開啟 [選擇語言] 對話方塊。

2. 按一下 ¤開啟 [選擇語言] 拉下清單。

3. 選擇所需語言。

4. 按一下現在結束以立即關閉軟體。系統會提示您儲存所有開啟中的文
件。當重新啟動軟體時，語言的變更便會生效。

—或—

按一下之後退出以繼續工作。在之後關閉並重新啟動軟體之前，不會套
用語言的變更。

附註：如果在 TI-Nspire™軟體中選擇「簡體中文」或「繁體中文」作為使用語
言，則功能表和對話方塊中會顯示中文字元。如果電腦使用 Windows® XP作
業系統並且沒有顯示中文字元，則可能需要安裝 Windows® XP East Asian
Language Support 套裝軟體。

繁體中文字

TI-Nspire™軟體包含用於輸入繁體中文字的輸入法編輯器 (IME)。此方法可在
TI-Nspire™計算機和 TI-SmartView™模擬器小鍵盤上操作。

• 您可以在「附註」頁、文件名，以及文字為允許輸入的任何其他地方使用中
文字。這包括可接受字元字串引數的功能或程式的文字提示和引數。

• 除了加上引號的字元字串，您不能在數學式中使用中文字。您不能在變
數、程式或功能名稱中使用中文字。

TI-Nspire™軟體使用者的附註：若您電腦的作業系統具備內建 IME，在將電腦
鍵盤和 TI-SmartView™小鍵盤搭配使用時，您將會遇到未預期的結果。為了獲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5



6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得最佳效果，在使用 TI-SmartView™小鍵盤 IME 之前，請先停用作業系統
IME。

鍵入中文字

此方法使用注音符號 ㄅㄆㄇㄈ 聲韻字母系統來輸入繁體中文字。它僅可

在「繁體中文」 為選取的語言時可操作。

1. 將游標放在您的文字上，然後按;啟動 IME。

指示器將會在右上角顯示。

2. 參考以下的「拉丁至注音」對照表，開始以聲韻方式鍵入文字。

在您輸入每個字母時，軟體會新增聲韻符號並顯示相符的繁體中文注音
鍵盤。

附註：您可能需要捲動注音鍵盤來尋找您要的符號。

3. 看到需要的符號時，請按其編號。

該符號將會出現在您的文字中，而注音鍵盤將會顯示下一個候選符號。



4. 若要繼續，可按候選符號的編號，或開始鍵入其他新文字。

5. 若要關閉 IME 以便鍵入拉丁文字，請按;。

指示器將會移除。

中文文字中的標點符號

當您選取簡體或繁體中文語言時，將可使用一組標點符號。

À 全形句號

Á 全形空格字元

輸入標點符號

1. 將游標放在您的文字上，然後按º。

標點符號鍵盤將會顯示。

2. 按 ¡, ¢,£, 或 ¤反白顯示您要使用的標點符號，然後按·將它複製到
您的文字中。

連接至網路

學生電腦和教師電腦通過學校網路進行連接。

教師電腦最好以無線網路連接，但是網路管理員知道在您的電腦環境下如何
使用最佳的連接方式。

學生連接則可使用有線或無線網路。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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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有線網路和學生有線網路 教師有線網路和學生無線網路

一旦學校網路管理員提供網路連接，在開啟軟體時就會自動識別並連接至網
路。

確認連接

如果要確認連接，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班級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此時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2. 查看「網路設定」區域的 IP位址。如果顯示主機名稱和 IP位址，表示已具
有網路連結並且可以進行廣播。

附註：如果遺失 IP位址，請與您的網路管理員聯繫。

幫助學生登入

學生如果有使用中的名稱和密碼，則可使用 TI-Nspire™ CX Student Software 或
TI-Nspire™ CX CAS Student Software 登入至使用中的班級。

附註：有關如何建立班級、啟動班級、建立班級名冊以及為每個學生建立使
用者名稱和密碼的資訊，請參見使用班級工作空間章節。

學生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登入：

• 使用班級名稱( 第一考慮的登入方式)

• 使用主機名稱或 IP位址。在以下情況時使用該方式：

- 廣播多個位址( 如有線和無線) ，且其中一個位址為第一考慮的位址。
如果您的 IT 管理員具有第一考慮的位址，將會提供該位址。否則，請
使用主機名稱或其他可用的 IP位址進行登入。

- 班級名稱不會出現在「選擇班級」和「登入」對話方塊中。如果傳送班
級名稱的網路和軟體接收網路之間有執行時間限制，則會出現這種狀
況。

- 如果相同班級名稱( 例如「Algebra 1.」) 的數個班級同時運行 學生會不
知道應選擇哪個班級。最好在班級名稱後面附加一個獨特的識別字，
比如班級編號或老師的姓名。



提供學生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執行以下步驟，以找到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1. 在「班級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此時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主機名稱和 IP位址顯示於同一行中。可能會同時廣播多個位址。如果網路

管理員沒有指定第一考慮位址，則可使用任何位址。

2. 提供學生主機名稱或 IP位址，但不要同時提供兩者。

主機名稱 IP位址

3. 按一下 確定。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9



10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此時會關閉「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登入「使用課程名稱」

要求學生執行以下步驟，以使用班級名稱進行登入。班級啟動後學生才可以

進行登入。

1. 按一下工具 > 以登入 TI-Nspire Navigator 會話。

此時會開啟「選擇班級」和「登入」對話方塊。

2. 按一下 ¤，開啟「班級」下拉式清單，然後選擇班級。

3. 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附註：教師在建立班級名冊時，同時指定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教師可提供

密碼或讓學生自己設定密碼。

4. 按一下 確定。

隨即顯示「您已登入班級」的確認資訊。

5. 按一下 確定 即可關閉對話方塊。

使用主機名稱或 IP位址進行登入

要求學生執行以下步驟，以使用主機名稱或 IP位址進行登入。

1. 按一下工具 > 以登入 TI-Nspire Navigator 會話。

此時會開啟「選擇班級」和「登入」對話方塊。



2. 按一下位於「班級」列位末端的 。

此時會開啟「手動新增班級」對話方塊。

3. 輸入教師提供的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 主機名稱範例：LTXMyschool.network.edu:12345

• IP地址範例：10.111.222.333.12345

4. 按一下確定。

「手動新增班級」對話方塊關閉，「選擇班級」和「登入」對話方塊再次開

啟。

5. 按一下 ¤以開啟「班級」下拉式清單，然後選擇班級。主機名稱或 IP位址

後面接著為班級名稱。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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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7. 按一下 確定。

隨即顯示「您已登入班級」的確認資訊。

8. 按一下 確定 以關閉對話方塊。

隨著每個學生的登入，教師會看到狀態列中的人數增加。

管理可用座位

如果超出課程中最多的可用座位數目，學生就會收到錯誤資訊：

無法登入所選取課程。已達允許登入此班級的學生數量。請聯絡您的教師以
取得資訊。

尋找可用座位

如果要檢視可用的最多座位數，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班級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此時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如果學生數量超過可提供的座位數，則學生需要等其他學生登出後有了可用

座位才可登入。

請與學校管理員聯繫，以獲取更多座位授權。如果已經獲得其他座位授權，

則可以更新自己的授權。



更新「授權」以獲取「更多座位」

更新授權時，必須關閉班級會話。有關啟動和結束班級會話的資訊，請參見

使用班級工作空間章節。

完成以下步驟以啟動授權：

1. 確定已關閉班級會話。

2. 按一下說明 > 更新授權。

隨即開啟「德州儀器啟動精靈」。

3. 選擇啟動授權。

4. 按一下 下一步。

5. 按照螢幕提示啟動授權。

授權證啟動後，會看到更新過的座位數量，重新啟動課程後就可以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入門 13



網路要求

本文件列出安裝和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的網路要求。

系統功能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課堂學習系統提供構建有線或無線課堂
網路所需的軟體工具。您可以 :

• 在課堂網路上建立並管理課堂。

• 在教師電腦和學生電腦之間傳輸檔案。

• 刪除已傳輸至學生的檔案。

• 使用螢幕擷取、現場演示(現場主講者)、以及投票等方式來監控學生作
業。

• 建立、分發和分析教育內容。

網路概觀

該軟體包含兩個應用程式 :

• 在教師電腦上安裝並執行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應用程式。

• 在學生電腦上安裝並執行 TI-Nspire™學生版應用程式。

這些元件按照所分配的靜態或動態 IP位址構建網路，允許相互進行 TCP/IP通
訊。以下圖解說明老師和學生之間的 TCP/IP訊號流。

教師電腦透過網路使用多點傳播 DNS 廣播目前班級名稱。此過程會將該班
級註冊為網路服務。

學生電腦使用 DNS 服務搜索器連接教師電腦，並找到班級。當學生登入班級
時，學生電腦上的應用程式會向班級請求檔案或傳送檔案。

預設情況下，教師應用程式和學生應用程式透過 42124連接埠使用安全
HTTPS 連接進行通訊。此連接埠是應用程式主要埠，可以進行設定變更。

傳送和收集檔案等所有通訊內容都要進行基本身份驗證。只有現場主講者通
訊內容採用不相同的方法進行驗證。現場主講者需要密碼來驗證通訊內容。

網路要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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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簡報程式 ]

[現場簡報程式] 可以讓教師選擇一個學生電腦作為主講者，以對班級進行演
示。所選取學生的所有操作，會透過單一連接至教師電腦的數位投影機向全
班學生展示。

當學生登入後，其電腦上隨即執行 [現場簡報程式虛擬網路計算] (VNC) 應用
程式。

[現場演示者] VNC預設起始埠 42125，應用程式主要埠 + 1。選取 [現場演示
者] 後，教師電腦才能連接至此應用程式。

啟動 [現場演示者] 的應用程式後，會執行以下安全操作 :

• 只有教師電腦才能連接至學生電腦。

• 系統設定一個唯一值作為 [現場演示者] 功能的密碼，且只有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與 TI-Nspire™學生版軟體知道此密碼。

• 密碼只對目前班級課程有效。

發生以下任一情況時，會中斷 [現場演示者] 通訊 :

• 學生登出系統。

• 教師結束班級課程。

• 教師結束 [現場演示者] 課程。

網路環境要求

執行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的標準要求和建議如下 :

• 對於透過無線網路進行連接的學生來說，網路應當是一對一互通網路。

• 教師電腦和學生電腦之間的通訊是透過傳輸控制通訊協定/網際網路通訊
協定 (TCP/IP) 進行連接。

• TCP應用程式主要埠預設為 42124，應用程式主要埠 +1應保持暢通狀態。
連接埠 42124的埠號是可以進行設定變更。

附註 :電腦使用 [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 (DHCP)] 進行連接，且其必須能正確
運行。

• 路由和流量政策應當允許資料包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傳送。

• 只要他們之間配置了路由，就可以支援不同的子網路方案。

以下圖解說明兩種子網路方案。



• 軟體防火牆、硬體防火牆、以及其他威脅保護軟體，不應當阻止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應用程式，或者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應用程式通
訊。

• 使用者資料協定 (UDP) 埠 5353應保持暢通狀態。多點播送必須能夠播送
至可用班級。如果無法啟用多點播送 DNS ，則可以在學生電腦上的偏好
檔案中新增首選主機。

• 應正確設定群組原則，以維持教師和學生之間持續通訊。

• 有線網路要求最小傳輸速率為 100Mbps/1Gbps。IT 部門的目標是在教師和
學生電腦之間完成 10Mbps 的最小資料輸送量。

• 無線網路要求最小傳輸率為 802.11g。

• 在無線環境中，應當保證訪問點基礎結構足夠穩定，以阻止通道多載，減
少無線資料包丟失，並防止學生遺失網路連結。

這些額外的建議能夠增加系統效能。

• 建立一個穩定高效的網路系統(硬體與軟體)。如果在電腦登入或在網路
上移動檔案時電腦課堂出現網路問題，請解決這些問題後再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

• 由於最多可連接 50個學生至教師電腦，所以建議教師電腦連接一個有線
路由器。有線連接將提供更大的網路通道來處理多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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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有線連接 全部有線連接

建議網路設定

以下為所建議網路設定 :

• 建議教師電腦使用靜態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IP) 位址。如果無法啟用多點
傳送 DNS ，靜態 IP位址則會實現最容易的課堂管理效果。可以在學生電
腦上將 IP位址作為首選主機，以新增至偏好檔案中。

尋找屬性檔案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和 TI-Nspire™學生版軟體可以經由屬性檔
案中所定義值來設定網路元件，該檔案由您的特定埠設定所建立。

命名該檔案為 imc-network-prefs.properties。禁止變更該檔案名稱。

附註 :當多個使用者使用同一台電腦時，需要將屬性檔案複製到每一個特定
使用者的目錄。

在 Windows® 7和 Windows Vista®中的儲存位置

對於 Windows® 7和 Windows Vista®作業系統的偏好設定檔位置如下 :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Texas Instruments\<TI-Nspire Navigator
Product>\imc-network-prefs.properties

建立 .properties 檔案後，必須將其複製到以下目錄。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Texas Instruments\<TI-Nspire Navigator
Product>\

Windows XP®

 Windows XP®作業系統的偏好設定檔 位置如下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indows Account Name>\Application Data\Texas
Instruments\<TI-Nspire Navigator Product>\imc-network-prefs.properties

建立 .properties 檔案後，必須將其複製到以下目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indows Account Name>\Application Data\Texas
Instruments\<TI-Nspire Navigator Product>\

Mac® OS X®

Mac® OS X®作業系統的偏好設定檔位置如下 :

/Users/<User Account Name>/Library/Preferences/Texas Instruments/<TI-Nspire
Navigator Product>/imc-network-prefs.properties

教師可變更的設定

可在教師電腦上變更以下設定。



屬性名稱 shinycommproxy.host.port
說明 TI-Nspire™ Navigator™ NC 軟體以此連接埠連接使用者端。

該值設定為應用程式主要埠，並需要保持暢通狀態。

應用程式主要埠 + 1 也需要保持暢通狀態。

類型 int
預設值 42124

編輯 [學生偏好設定檔 ]

可以事先在 TI-Nspire™ CX中新增已知主機。學生試圖登入班級時，系統就會
使用這些主機查詢可用班級。此功能特別對停用多點播送 DNS ，和教師被分
配靜態 IP位址時有幫助。

這些主機可被新增到名稱為 settings.properties 的屬性檔中。

在 Windows® 7和 Windows Vista®中的儲存位置

 Windows® 7和 Windows Vista®作業系統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偏好設定檔 :

C:\ProgramData\<TI-Nspire SE Product>\res\settings.properties

Windows XP®

Windows XP作業系統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偏好設定檔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TI-Nspire SE
Product>\res\settings.properties

Mac® OS X®

Mac® OS X®作業系統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偏好設定檔 :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TI-Nspire SE Product>/res/settings.properties

新增偏好主機位址

如要新增主機位址，請執行以下步驟 :

1. 打開檔案進行編輯。

2. 在檔案尾端添加下列行 :

prefered.hosts=<Teacher IP Address>:<Application main port>

例如 :prefered.hosts=192.168.1.2:42124

若有多個主機，只需重複該序列以建立一個單獨清單。

例如 :prefered.hosts=192.168.1.2:42124;192.168.1.55:12345

將檔案複製到學生電腦，並將檔案儲存至相應作業系統下的相對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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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啟動系統時，系統會檢驗 IP位址以確定該電腦上是否有可用班級。

術語表

術語 定義

應用程式主要
埠

TI-Nspire™ Navigator™ NC 教師版軟體應用程式所使用
的 TCP 埠號可啟動教師電腦上的伺服器，以接受來
自學生電腦的請求。

學生電腦 運行 Windows® 或 Mac® 作業系統的電腦，該電腦中
裝有 TI-Nspire™ CX 學生版軟體。

教師電腦 運行 Windows® 或 Mac® 作業系統的電腦，該電腦上
裝有 TI-Nspire™ Navigator™ NC 教師版軟體。



故障排除

此章節說明如何排除一般網路連接問題。

連接錯誤

解析基本連接問題

在解決任何網路問題之前，都應該首先檢查以下幾點 :

• 乙太網路傳輸線是否牢固地連接至兩個插孔。

• 是否已啟用無線連接。

• 是否已啟用網路連接。

紅色 X 表示連接
已停用。

• 作業系統報告「已連接」狀態。

故障排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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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電腦已連接。

教師無法啟動班級 - 找不到網路

問題 :

教師已建立了一份名冊，但由於檢測不到網路導致無法啟動班級。

解決方案 :

• 確保教師電腦連接至網路。詳情請查閱解決基本連接問題。

• 教師電腦連接到網路後，等待幾秒鐘，然後嘗試再次啟動班級。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幾點 :



• 教師電腦至少有一個網路介面卡，並且連接至網路。

• 已將有效 IP位址分配給教師電腦。

• 教師電腦 IP位址和學生電腦之間可以進行通訊。

學生無法登入到班級 - 找不到網路

問題 :

學生無法進入登入視窗，因為檢測不到網路連接。

解決方案 :

• 確保教師電腦連接至網路。詳情請查閱解決基本連接問題。

• 學生電腦連接到網路後，等待幾秒鐘，然後嘗試再次登入。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幾點 :

• 學生電腦至少有一個網路介面卡，並且連接至網路。

• 已將有效 IP位址分配給學生電腦。

• 教師電腦 IP位址和學生電腦之間可以進行通訊。

學生無法登入到班級 - 班級不可用

問題 :

學生能夠查看班級，但登入後顯示「班級不可使用」的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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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故障排除

解決方案 :

要求學生手動新增班級。關於更多訊息，請檢閱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
師版軟體手冊 - 快速入門中的學生登入一節。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新增教師電腦 IP位址到學生電腦偏好設定檔並設定為偏好
主機。

所有學生都不能連接到班級

問題 :

學生無法連接至班級

解決方案 :

檢查班級名稱中是否有句號(例如 : JaneDoe.MathClass) 。班級名稱中不允許出
現句號。重新命名班級，班級名稱中不包含句號。

學生無法查看班級

問題 :

並非所有學生而是一位或多位學生無法查看剛才啟動的班級。

解決方案 :

• 讓學生關閉登入視窗，然後重新開啟再進行連接。由於網路問題，導致TI-
Nspire™學生版軟體網路元件錯過服務通知。



• 如果學生仍然無法查看班級，則需要手動新增班級。關於更多訊息，請檢
閱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手冊 - 快速入門中的學生登入一
節。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新增教師電腦 IP位址到學生電腦偏好設定檔並作為偏好主
機。

所有學生都無法查看班級

問題 :

所有學生都無法查看剛才啟動的班級。

解決方案 :

• 如果所有學生都無法查看班級，請確定教師和學生電腦都連接至網路。
詳情請查閱解決基本連接問題。

• 學生需要手動新增班級使該班級顯示在登入視窗。關於更多訊息，請檢閱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手冊 - 快速入門中的學生登入一節。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事項 :

• 多點播送 DNS 是否可用，教師和學生電腦之間是否可以通訊。

• 新增教師電腦 IP位址至學生電腦偏好檔案并將其作為偏好主機。

學生不能進行檔傳輸

問題 :

教師向學生發送檔案，但一個或多個學生沒有收到檔案。

解決方案 :

• 檢查學生或教師電腦是否遺失網路連結。

• 學生需要手動新增班級使該班級顯示在登入視窗。關於更多訊息，請檢
閱 TI-Nspire™ Navigator™ NC教師版軟體手冊 - 快速入門中的學生登入一
節。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事項 :

• 學生電腦和教師電腦之間的連接和安全認證是否設定正確。

• 學生電腦和教師電腦是否在同一子網路或是否已啟用子網路之間的通訊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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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生 與班級不具有連接

問題 :

雖然班級仍在執行，但所有學生的狀態列都顯示「與<The Class>不具有連接」
的資訊。

解決方案 :

• 確保教師電腦已連接至網路。詳情請查閱解決基本連接問題。

• 檢查所有網路設備的連接和電源。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事項 :

• 沒有任何網路中斷現象。等待網路修復後再嘗試重新登入。

• 由於是短期授權，教師 IP位址在班級教學期間中不會改變。偏好使用靜
態 IP位址。

[現場演示者錯誤 ]

無法顯示學生螢幕

問題 :

教師在 [現場演示者] 模式下無法選取學生。



解決方案 :

• 確保學生電腦連接至網路。詳情請查閱解決基本連接問題。

進階 :

請聯絡 IT 部門以驗證以下事項 :

• 連接埠應用程式主要埠 + 1(預設 42125)維持暢通狀態。

• VNCServer未被防火牆、路由器、或安全特性阻擋。

• 有一個 VNCServer程式在運行，它是 TI-Nspire™學生版軟體程式的子項目。
在學生登入時所建立的。

螢幕擷取時應用程式執行速度緩慢

問題 :

儲存螢幕快照時螢幕擷取要處理很多資料。擷取螢幕的同時運行自動重新整
理，導致重新整理影像時應用程式有幾秒鐘速度減慢。如果在下載新螢幕(手
動或自動重新整理)時關閉螢幕擷取視窗，應用程式會停止運行幾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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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

在關閉螢幕擷取視窗之前 :

• 如果自動重新整理已啟動，請將其關閉。

• 如果觸發了自動或手動重新整理，請等待所有螢幕更新完成。

附註 :擷取新圖像時螢幕會呈現不透明狀態。



追蹤與報告系統的使用

參與研究性方案的學校，或者從贊助方案中獲得資金的學校必須對學生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的情況進行追蹤，並提供相關報告以進行稽核。

為了自動追蹤學生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的情況，安裝軟體後，在教
師電腦上對應的 TI-Nspire™ Navigator™軟體資料夾中建立一個名為
「SessionLogs」的資料夾。軟體會產生追蹤活動類型、出席情況、班級課堂資訊
以及在班級課堂期間發生之活動所需的檔案。這些檔案互相關聯，必須將它
們一同保存在 SessionLogs 資料夾中，以便準確地追蹤和報告使用情況。

系統會自動擷取系統使用資料，並在相應的檔案中新增各新班級課堂的資
訊。如果系統找不到 SessionLogs 資料夾，就不會追蹤資料。

管理課堂日誌

系統會自動產生以下用逗號隔開的變數 (csv) 檔案，並將其儲存在 SessionLogs
資料夾中。每次啟動 TI-Nspire™軟體時，日誌便會附加到前一天的日誌中，以
保持完整記錄。

• Activities.csv檔案。班級課堂期間發生的活動會記錄在此檔案中。

• ActivityTypes.csv檔案。此檔案為查找表，供系統產生使用報告時進行參
考。

• Attendance.csv檔案。登入課堂的每位學生的資訊會記錄在此檔案中。

• ClassSession.csv檔案。所有班級課堂的資訊會記錄在此檔案中。

使用活動檔案

系統會將班級課堂期間所發生的活動資訊記錄在此檔案中。這些資訊包括 :

• ClassSession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號碼是唯一的。

• ClassName。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ActivityTypeID。課堂期間發生的活動類型。該 ID會與「活動類型」檔案中所
定義的活動類型一致。

• ActivityDetail。有關活動類型的其他資料( 如果有) 。

• ActivityStart。活動開始的時間。

• ActivityEnd。活動結束的時間。

• NumStudent。參加此活動的學生人數。

使用 ActivityTypes 檔案

ActivityTypes 檔案為查找表，包含用於識別活動類型的代碼，以及各項活動的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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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追蹤與報告系統的使用

活動 ID 說明

SC 螢幕擷取

CF 收集檔案

DF 刪除檔案

SF 傳送檔案

RD 重新分發

SP 儲存到公事包

CM 收集遺失項目

SM 傳送遺失項目

US 無提示傳送項目

LP 現場簡報程式

QP-MC 簡易投票 —多選

QP-OR 簡易投票 —開放式答案

QP-EQ 簡易投票 —方程

QP-CE 簡易投票 —化學運算式

QP-EX 簡易投票 —運算式

QP-IL 簡易投票 —帶標籤的影像

QP-IP 簡易投票 —帶點的影像

QP-CP 簡易投票 —座標點

QP-LS 簡易投票 —序列與試算表

使用出席檔案

系統會將登入到課堂的每位學生的資訊記錄在「出席」檔案中。這些資訊包
括 :

• Class 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號碼是唯一的。

• Class Name。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Last Name。學生的姓氏。

• First Name。學生的名字。



• Date and Time。學生登入的日期和時間。用來區分按時登入和延遲登入的
學生。

• Student ID。學生的 ID。

使用班級課堂檔案

系統按班級 ID記錄各班級課堂的資訊。這些資訊包括 :

• ClassSession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號碼是唯一的。

• ClassName。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Start。教師按一下「開始課堂」時所記錄的課堂開始時間。

• End。教師按一下「結束課堂」時所記錄的課堂結束時間。

• NumStudent。在班級課堂期間登入的學生人數。

• ClassSectionName。課程階段的名稱。

• QuickPollTotalTime。學生進行簡易投票所花的時間。

管理日誌檔案

每次關閉 TI-Nspire™時，系統都會根據課堂日誌檔案的大小來自動管理這些
檔案。如果在關機期間有任何檔案超過 1 MB，就會在 SessionLogs 資料夾中建
立每個檔案的備份，而檔案名稱如下 :

• Activities-bak.csv

• ActivityTypes-bak.csv

• Attendance-bak.csv

• ClassSession-bak.csv

注意 :如果備份檔案已經存在，其會被新版本覆寫。

下次開啟 TI-Nspire™時，即會建立四個全新、空白的日誌檔案。

封裝並傳送課堂日誌

學區管理人員必須向贊助方報告使用情況，以定期進行稽核。當要求提供檔
案時，教師可輕鬆將課堂檔案封裝成 zip檔案，並將檔案傳送給管理人員。zip
檔案會保留活動檔案的格式和依據，並包含預設的檔案名稱，使管理人員能
夠識別 zip檔案。

按照以下步驟，將 SessionLogs 資料夾中的檔案封裝為 zip檔案，並將檔案傳送
給管理人員。

1.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檔案 > 封裝課堂日誌」。

注意 :該功能表項目只有在建立 SessionLogs 資料夾後才可用。

系統會儲存之前的課堂日誌內容，後續的課堂資料將會附加到與之前課
堂同一個資料夾中的現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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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將這些檔案封裝成一個 zip檔案，並為其指定預設名稱 (TI_PKG_
SessionLogs_MMDDYYYY)。日誌封裝對話方塊會開啟。

2. 按一下「是」，進入儲存 zip檔案的位置。

Windows®檔案總管( 或尋找程式) 會開啟。zip檔案會儲存在與 SessionLogs
資料夾相同的位置。例如，如果您擁有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SessionLogs 資料夾會儲存在下列位置 :

個人電腦 :
...\My Documents\My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Mac®:
.../Documents/My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3. 透過電子郵件將 zip檔案傳送給管理人員。

您每次開始新的課堂時，資料都會附加到現有的檔案中。如果將檔案傳送
給管理人員後，您不再需要該資訊，可將其從 SessionLogs 資料夾中移除，
並保留 zip檔案。下次您開始新的課堂時，系統將產生新的檔案。



使用「內容工作空間」

可 透過「內容工作區」存取並瀏覽電腦、網路、外部磁碟機上所存儲資料夾和
檔案，可以在其中開啟和複製檔案，並將檔案傳輸給學生。

探索 「內容工作空間」

À 資源面板。在此選取內容。可以選擇電腦、網路磁碟機、外部磁碟
機或 Web 內容中的資料夾和捷徑。如果使用支援 TI-Nspire™ 計算機
的軟體，計算機連接後會顯示「已連接計算機」標題。

附註：可以將新連結新增至「連結」部分的我的最愛網站。可以從
「內容」面板中存取這些新連結。新連結可能無法新增至網頁內容部
分。

Á 瀏覽列。按一下階層連結軌跡中的項目，即可瀏覽電腦中的任意位
置。選取資源後，所顯示的選項特定為該資源所使用。

Â 「内容」面板。預設為顯示桌面上的資料夾。利用此空間來尋找及檢
視電腦上的檔案。如果使用支援計算機的軟體，則可以使用連接的
計算機來尋找和存取檔案。該空間上半部分的使用方式與檔案管
理器相同。「內容」面板一次只可以顯示一個已選項目的內容。避免
一次選擇多個項目。

Ã 預覽面板。顯示關於所選取檔案或資料夾的詳細資訊。

深入了解 資源窗格

使用資源窗格尋找電腦上的文件、訪問網路內容，並且如果使用支援已連接
手持裝置的 TI-Nspire™軟體，還可與該裝置進行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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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電腦內容。允許瀏覽電腦、網路磁碟機和外部磁碟機上的所有文
件。電腦內容能展開或折疊，以存取下列預設捷徑 :
• 本機硬碟

• 外部磁碟機

• 網路磁碟機

• 桌面

• 文件或我的文件

若您在「電腦內容」中選定一個項目，其文件結構會顯示在「內容」窗
格中。若您選取資料夾或支援文件，詳細資料會顯示在「預覽」窗格
中。

Á 連結。預設情況下，系統會列出指向 Texas Instruments網站的連結。
點擊「連結」時，會在「內容」窗格中顯示連結列表。當您點擊其中的
連結時，該連結會在您的網路瀏覽器中啟動。您可以將自己的連結
添加至此區域。來自最新版本 TI-Nspire™ 軟體的連結將在升級時添
加。

位於美國的用戶可以選擇「連結」中的搜尋選項，查詢美國標準或教
材。

Â 網路內容。列出到 Texas Instruments網站連結，這些網站包含 TI-



Nspire™ 支援的活動。當連接到網際網路時，顯示「網路內容」。您可
以將在這些網站中找到的資料保存到電腦上，並透過「電腦內容」窗
格和「已連接的手持裝置」(如果使用支持裝置軟體的話 )共享這些
資料。但不能在「網路內容」部分保存網站連結。

注意 :可用的網路內容會因所在區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果沒有
線上內容，則該部分不會顯示在「資源」窗格中。

您從「網路內容」中選取項目時，活動列表會顯示在「內容」窗格中，
而選取的活動預覧則會顯示在「預覽」窗格中。

Ã 已連接的手持裝置 . 列出連接到您電腦的手持裝置的相關訊息。若
要查看特定手持裝置上的資料夾和檔案，請點擊手持裝置名稱。

每個手持裝置的名稱旁邊都會顯示一個狀態圖標 :

• 登入符號 ( ) 表示一位學生已登入手持裝置，且該手持裝置不
處於「隨按即試」模式。

• 掛鎖符號 ( ) 表示手持裝置已經由「準備手持裝置」命令進入
「隨按即試」模式。如果掛鎖符號與警告符號 ( ) 同時出現，則
表示手持裝置處於「隨選即試」模式，但並非經由「準備手持裝
置」命令進入此模式。

• 單獨出現的警告符號 ( ) 表示手持裝置作業系統的版本與教師
版軟體不符。

如要打開包含狀態詳情的工具提示，請將滑鼠指標暫留在狀態圖標
上。

注意 :如果未連接手持裝置，或者如果您使用的是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那麼將不會顯示「已連接的手持裝
置」。

使用 「預覽」面板

À 所選取資料夾、.tns檔案、檔案類型圖示或課程套裝包的縮圖預覽。
按兩下檔案類型圖示，以由與檔案關聯的應用程式開啟檔案。

附註：如果某課程套裝包為空白，且該空間也為空白，則可以新增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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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如果 TI-Nspire™ 文件含有一頁以上，可使用向前箭頭 預覽下一
頁。向後箭頭變為啟動狀態，以便在各頁之間向後切換。如果使用
課程套裝包，則可以用此方法預覽套裝包內的 TI-Nspire™ 文件。

Â 選取課程套裝包後，將在詳細資訊視窗上方顯示檔案視窗，並且列
出課程套裝包中的檔案。按兩下課程套裝包中的任一檔案，可由與
檔案關聯的應用程式開啟檔案。

Ã 選取資料夾後，詳細資訊視窗將顯示該資料夾的名稱、資料夾所在
位置路徑以及修改日期。

文件和課程套裝包檔案內的詳細資訊視窗會顯示名稱、檔案的修改
日期、檔案大小以及檔案是否為唯讀。

存取電腦內容

透過 「電腦內容」可存取存儲在電腦、網路和外部磁碟機上的所有資訊。



使用瀏覽列

「內容」面板瀏覽列提供尋找資料夾及檔案所需的工具。

À
選項。按一下 ¤開啟功能表後，可存取檔案和資料夾的動作選

項。

Á 目前路徑：包含一個目前位置的可點選階層連結軌跡。按一下階層
連結可瀏覽至路徑中的任意部分。

Â 搜尋。輸入搜尋關鍵字並按下 輸入 以尋找包含該關鍵字的所有檔
案。

篩選電腦內容

使用此篩選選項可輕鬆存取並選擇教學內容。可以選擇僅顯示 TI-Nspire™內
容或顯示全部內容。

1. 在「資源」面板中的「電腦內容」中選取一個資料夾。

2. 從功能表列選取 檢視  > 篩選依 。

3.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僅顯示 TI-Nspire™內容

• 顯示所有內容

映射網路磁碟機

完成以下步驟，以映射網路磁碟機。

1. 從「資源」列表選取「電腦內容」。

2.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建立捷徑。

在「內容」中「新增捷徑」位置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3. 按一下 瀏覽 。

附註：也可以輸入網路磁碟機的完整路徑名稱。

「選取捷徑資料夾」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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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瀏覽至網路磁碟機。

5. 按一下 選取。

6. 按一下 新增位置 。

請輸入網路磁碟機認證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7. 輸入系統管理員所提供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8. 按一下 接受。

該網路磁碟機將新增到「資源」面板內「電腦內容」標題下方的資料夾列表
中。

存取安全網路磁碟機

如果存取某網路磁碟機時需要驗證，請完成下列步驟，即可存取安全網路。

1. 在「資源」面板按一下想要存取的磁碟機。

請輸入網路磁碟機認證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2. 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3. 按一下 接受。

使用捷徑

使用此選項可將含有常用檔案的資料夾或課程套裝包新增到「電腦內容」列
表。

新增捷徑

將捷徑新增至具有經常存取檔案的資料夾中：

1. 瀏覽至檔案所在資料夾。

2.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建立捷徑。

該資料夾將新增到「資源」面板中「電腦內容」標題下方的資料夾列表。

刪除捷徑

如要刪除捷徑，請遵循以下步驟：

1. 在「電腦內容」列表中選擇要刪除的資料夾。

2. 在所選取的資料夾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刪除捷徑。

即從捷徑列表中刪除資料夾。

附註：預設捷徑無法進行移除。

使用連結

「連結」列表預設為含有連結到德州儀器公司網站的連結列表。按一下連結
即可啟動網頁瀏覽器並訪問該網站。

使用連結工具列

在「資源」面板中選擇「連結」時，瀏覽列中顯示連結使用的專屬工具。可使用
這些工具來新增、編輯或刪除列表中的連結。也可以在列表中將連結向上或
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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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按一下 ¤開啟功能表，以存取連結相關的選項。

按一下此圖示以將連結新增到列表。

選取已有的連結，然後按一下此圖示以編輯該連結的屬性。
無法刪除預設連結。

按一下此圖示以刪除連結。無法刪除預設連結。

選擇連結後按一下此圖示，以在列表中將該連結向上移動。

選擇連結後按一下此圖示，以在列表中將該連結向下移動。

新增「連結」

完成以下步驟，以將連結新增到「資源」面板中的「連結」列表。

1. 按一下 。

此時開啟「新增連結」對話方塊。

2. 輸入連結名稱。

3. 在「位址」欄位中輸入 URL。

4. 按一下新增連結。



連結將新增到舊有連結列表的底部。

編輯舊有連結

完成以下步驟以編輯舊有連結。

1. 選擇要變更的連結。

2. 按一下 。

此時開啟「編輯連結」對話方塊。

3. 對連結名稱或 URL進行需要的變更。

4. 按一下編輯連結。

套用連結的變更。

移除「連結」

完成以下步驟以刪除連結。

1. 選擇欲刪除的連結。

2. 按一下 。

此時開啟確認對話方塊。

3. 按一下移除。

將從列表中移除連結。

附註：無法刪除預設連結。

將列表中的連結向上或向下移動

可以依照需求變更連結在列表中的順序。

▶ 按一下 以將所選取的連結在列表中向上移動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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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以將所選取的連結在列表中向下移動一個位置。

▶ 按一下 然後選擇 以移動至列表頂部，就可以將所選取的連結重新放
置於列表的頂部。

▶ 按一下 然後選擇以移動至列表底部，就可以將所選取的連結重新放
置到列表的底部。

使用網頁内容

「網頁內容」提供連結到德州儀器公司網站線上資訊的連結。可以將從網站
找到的資料儲存到電腦，並透過「本機內容」面板和「已連接計算機」來共享這
些項目。

所提供的活動訊息包括活動名稱、作者、活動發佈日期、檔案大小和來源。

À 導覽工具列。

Á 欄標題。

Â 可使用的教學活動列表。

Ã 教學活動中有關的檔案列表。

Ä 所選取教學活動的詳情。

附註：需要有網路連接才能存取德州儀器公司網站。



排序活動列表

使用欄標題可排序活動列表中的資訊。列表顯示方式預設為按照「名稱」字

母順序。

• 按一下「名稱」標題可將活動按照反向字母順序排列。再次按一下該標題

可恢復 A 至 Z 順序排列。

• 按一下「作者」標題可將使活動按照作者姓名字母順序排列。

• 按一下「發佈日期」標題可將使活動依照從發佈日期最新到最舊或從最舊

到最新的順序排列。

• 按一下「大小」標題可將使活動依照檔案大小排列

• 按一下「來源」標題可將使活動依照來源順序排列。

• 在欄標題列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可自訂所顯示欄標題。

篩選「活動列表」

「內容」面板預設為列出所有可用活動。利用瀏覽列上的「選項」，可依照主

旨、主題或類別篩選教學活動。還可以使用關鍵字搜尋來搜尋活動。

如要尋找與特定學科有關的所有活動，請遵循以下步驟：

1. 在「學科」欄位中，按一下 ¤以打開下拉清單。

2. 選擇一個學科。

列出與所選取學科有關的所有活動。

3. 如果要縮小搜尋範圍，按一下「主題」欄位中的 ¤檢視並選擇與所選取學

科有關的主題。

4. 使用「類別」欄位以進一步縮小搜尋範圍。按一下 ¤選擇與所選取學科和

主題有關的類別。

使用關鍵字搜尋教學活動

完成以下步驟，使用關鍵字或句子來搜尋活動。

1. 在「按關鍵字篩選」欄位中輸入關鍵字或句子。

2. 按 輸入。

列出包含該關鍵字或句子的所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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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活動

1. 選取欲開啟的活動。

2. 按一下 ，然後選取開啟。

此時開啟「開啟活動」對話方塊，其中包含與所選取活動有關的所有文件

列表。

可以在 TI-Nspire™軟體中開啟 .tns 或 .tsnp檔案。其他像是 Microsoft® Word
與 Adobe® PDF 等檔案會在其對應的應用程式中開啟。

3. 選擇檔案並按一下 ¢，然後選擇開啟。

• 在「文件工作空間」中開啟 .tns 檔案。

• .doc或 .pdf 檔案可在相關聯的應用程式中開啟。

將教學活動儲存至電腦

完成以下步驟，以將活動儲存到電腦。

1. 選擇欲儲存的活動。檔案詳細資訊顯示在視窗的下半部分。



2. 在「預覽」面板中的「檔案」上方按一下 將教學活動儲存到電腦。

附註：也可以在所選的教學活動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擇儲存到電腦。

此時開啟「儲存所選取檔案」對話方塊。

3. 瀏覽到欲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4. 按一下儲存。

活動將以課程套裝包儲存到電腦上。

複製「活動」

完成以下步驟以複製活動。一旦教學活動複製到剪貼簿，便可將教學活動貼

入電腦上的資料夾，然後將教學活動拖曳至「本機內容」面板上的捷徑列表。

1. 按一下欲複製的活動以選取之。

2. 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將教學活動複製到剪貼簿：

• 選擇活動後將其拖曳到「本機內容」列表中的某個資料夾。

•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複製。

• 在「檔案」列表中的檔案上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複製。

• 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 複製圖示) 。

此時會將教學活動複製貼上到剪貼簿。

3. 開啟電腦上的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編輯 > 貼上，以將活動複製到所選取資

料夾。

傳送「檔案」至「班級」

可以將檔案和資料夾傳送給全班、目前登入的班級成員或個別學生。班級必
須處於課程階段中才可以傳送檔案。

將檔案傳送給全班時，目前已登入的所有學生會立即收到檔案。未登入的學
生則會在登入時收到檔案。

附註 :

• 只有 TI-Nspire™ (.tns) 與 PublishView™ (.tnsp) 類型的檔案才可在 TI-Nspire™
軟體中開啟。

• 其他檔案類型( 如果支援的話) ，如圖像、文字處理或試算表檔案，會在作
業系統中與該檔案類型關聯的應用程式中打開。

從「內容工作空間」或「文件工作空間」傳送「檔案」

1. 選擇要傳送給班級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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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內容」面板中的檔案。

•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內容瀏覽器」中的檔案。

2. 按一下 傳送至班級 或按一下 檔案 > 傳送至 > 傳送至班級 。

此時會開啟「選取個別學生」對話方塊。

3. 選取學生以傳送檔案 :

• 如要從整個班級傳送檔案，請按一下班級 。如檔案只要傳送至目

前登入的課程成員，請選取僅限登入 勾選方塊。

• 如要將檔案傳送給個別學生，請按一下個別學生 ，然後按一下該

學生姓名。

附註 :如果在教室區域已選取學生，軟體會同時自動選取該學生。

• 使用 傳送到計算機資料夾下拉功能表，在計算機上的目前班級資料
夾、最高層級資料夾或者檔案傳送的最後 10個資料夾中進行選擇。
( 僅適用於支援計算機的 TI-Nspire™軟體)

4. 按一下 完成。

檔案傳輸會顯示在「班級工作空間」的「班級記錄」中。



使用「班級工作空間」

在此工作空間可新增和管理班級與學生，以及和學生交換檔案。

À 班級記錄。這裡會顯示處理文件的動作。可以在班級記錄內檢視工作空
間中開啟文件文件；將文件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使用工具列傳送和刪
除檔案；以及在記錄項目屬性中檢視文件屬性。

Á 教室區域。顯示班級中的學生、已登入的學生，以及在「班級記錄」中所選
取檔案的檔案傳輸狀態。可以依照「座位表」或「學生列表」方式檢視學
生。

Â 學生檢視。可在教室區域中以「座位表」檢視或「學生列表」檢視來顯示學
生。

新增課程

開始使用 TI-Nspire™軟體時，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班級。確定已經
為每個要教授的課程時間建立課程。

第一次使用 TI-Nspire™軟體時，教室區域可能是空白的。可以在任何時間完
成以下步驟。

「新增班級」精靈指引您完成設定班級的步驟。軟體顯示提示以新增班級，以
及將學生新增至班級。可以選擇手動或使用 CSV 檔案來新增班級。

手動新增班級

1. 使用「工作空間」選取器選取「班級工作空間」。

2. 按一下班級>新增班級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新增班級」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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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增班級」對話方塊中選取 手動。

4.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手動新增班級」對話方塊。

5. 請輸入班級名稱。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課程段落」。

班級名稱必須在 3到 32個英數字元之間。班級名稱中不能包含特殊字元

/ \ : " | * ? < > ，且不能包含以下單詞：



lpt1, lpt2, lpt3, lpt4, lpt5, lpt6, lpt7, lpt8, lpt9,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com8, com9, aux, con, prn, nul。

附註：在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中，最好在課程名稱中

附加一個獨特的標誌，比如課程 ID或老師的姓名。如此一來，在同時運

行多個 Algebra I 班級時，學生可以較容易選擇正確班級。

6. 按一下新增。

「手動新增班級」對話方塊中隨即顯示所列出班級。

7. 繼續新增班級，並在完成時按一下下一步。

對話方塊隨即顯示班級建立成功，並詢問您是否需要新增學生。

8. 按一下 新增學生。

附註：按一下完成 ，可以之後再新增學生。

由 CSV載入檔新增班級

可由 CSV 載入以新增班級，並將學生名單匯入該班級。使用 CSV 載入選項從

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或文字 (.txt) 檔案匯入學生資訊。

CSV 或 .txt 檔案應包含以下資訊：

班級名稱

課堂名稱( 選項)
學生姓氏

學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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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者名稱

學生 ID( 選項)
密碼( 選項)

1. 使用「工作空間」選取器選取「班級工作空間」。

2. 按一下班級>新增班級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新增班級」對話方塊。

3. 在「新增班級」對話方塊中選取上載 CSV 檔案。

4.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由上載 CSV 檔案新增班級」。



5. 按一下瀏覽 以瀏覽您電腦上的檔案。

6. 選取包含有欲匯入學生的檔案。

7. 按一下開啟。

「由上載 CSV 檔案新增班級」對話方塊顯示該檔案。

8.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映射」欄位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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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 ¤並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一個欄位，與逗號分隔值檔案的標題

相對應。

10.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開啟一個對話方塊，顯示完成狀態。

11. 按一下確定 以關閉視窗

附註：如果有些學生未順利匯入，請按一下檢視詳情 來找出問題。

新增學生至班級

建立班級後，需要將學生新增至班級。可以將學生新增至進行中的班級階
段，或隨時將學生新增至任何班級。

附註：以下步驟說明如何在建立班級後新增學生。

1. 選取要新增學生的課程。

• 如果處於在上課中狀態，會新增學生至目前的班級。可選擇將學生新
增至其他班級。

• 如果不處於在上課中狀態，請使用「課程階段」控制項，以選取欲新增
學生的班級。

2. 按一下班級>新增學生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新增學生」對話方塊。



3. 輸入學生的名字與姓氏。

4. 輸入使用者名稱。

附註：選擇的使用者名稱必須是唯一的。該名稱不可存在於目前班級或
任何其他班級中。

5. 如果您要讓學生建立其自己的密碼，請選取學生選擇。

—或—

如果要為學生建立密碼，請選取空白的密碼項目方塊，並輸入新密碼。

6. ( 選項) 輸入顯示名稱。

附註：如果讓顯示名稱留為空白，則軟體會使用學生的名字作為顯示名
稱。

7. ( 選項) 輸入學生 ID。

8. ( 選項) 將學生指定到其他班級：

• 按一下指定班級。

此時會開啟「指定班級」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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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學生班級的勾選方塊。

• 清除勾選非學生所屬的班級勾選方塊。

• 按一下 確定。

此時會開啟「新增學生」對話方塊。

9. 如果您需要新增其他學生，請按一下新增下一位學生，然後重複步驟 3 -
8。

10. 新增所有學生後，請按一下完成。

從班級中移除學生

可以依需要從班級移除學生。當移除學生時，TI-Nspire™軟體只從所選取班級
中移除學生。如果學生屬於其他班級，則會在進行移除之前持續存留在該班
級中。

附註：

• 已登入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學生無法進行移除。

• 移除學生後便無法復原。

• 可以在教室區域內的學生圖示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功能表選擇動
作，以存取多個學生的帳號項目。

如要從班級中移除學生，請遵循以下步驟：

1. 按一下欲移除的學生。

2. 按一下班級>移除學生，或者按一下 。



軟體會詢問您是否確定要移除學生。

3. 按一下是。

軟體即移除該學生。

更新班級名冊。

可以匯入已更新 CSV 檔案，用新的學生資訊更新一個名冊或多個班級名冊。

附註：不能變更現有學生資訊或移除 TI-Nspire™ Navigator™資料庫內的學生。

可以匯入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或 .txt 檔案。CSV 或 .txt 檔案應包含以下資
訊：

班級名稱
課堂名稱( 選項)
學生姓氏
學生名字
學生使用者名稱
學生 ID( 選項)
密碼( 選項) 。

1. 使用「工作空間」選取器選取「班級」工作空間。

2. 選取需要更新名冊的班級。

附註：無法啟動班級。

3. 按一下班級>更新班級名冊。

此時會開啟「更新班級名冊」對話方塊。

4. 按一下瀏覽 以瀏覽電腦上的檔案。

5. 選取包含欲匯入新學生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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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開啟。

「更新班級名冊」對話方塊中將顯示該檔案。

7.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映射」欄位對話方塊。

8. 按一下 ¤並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一個欄位，以與逗號分隔值檔案的標
題相對應。

9. 按一下 下一步。

對話方塊隨即出現，以顯示完成狀態。



10. 按一下確定 以關閉視窗。

附註：如果有些學生未順利匯入，請按一下檢視詳情 來找出問題。

管理班級

可以刪除班級，並且從 TI-Nspire™ Navigator™資料庫中刪除全部班級資訊。還
可以選擇在功能表和檢視中隱藏或顯示班級。

刪除班級

刪除班級時，軟體會移除班級及硬碟上與該班級相關的檔案。

附註：課程移除後便無法復原。

1. 如果有正在進行的課程階段，請結束該課程階段。

2. 按一下班級>管理班級。

此時會開啟「管理班級」對話方塊。

3. 在「課程」列表中，選取要刪除的班級。

4. 從「動作」列表中選擇刪除。

5. 按一下套用。

軟體將詢問您是否確定要刪除該班級。

6. 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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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班級

當隱藏班級時，將從除了 [管理班級] 對話方塊之外的工作空間檢視和功能表

中移除該班級。

附註：隱藏的班級並沒有從 TI-Nspire™ Navigator™資料庫中刪除。

1. 按一下班級>管理班級。

此時會開啟「管理班級」對話方塊。

2. 在「班級」列表中選取要隱藏的班級。

3. 在「動作」列表中選取隱藏。

4. 按一下套用。

軟體將詢問您是否確定要隱藏該班級。

5. 按一下 確定。

附註：欲重新顯示班級時，請在動作列表中選取顯示。

開始和結束課程階段

課程階段是 TI-Nspire™軟體啟動特定課程的階段。當課程階段正在進行時，
可對所選取班級執行通訊功能。在開始班級階段前，不能使用軟體與班級互
動；在結束目前啟動前，不能開始其他課程階段。

開始課程階段

1. 按一下班級  >選取班級，或按一下「課程階段列表」。

將開啟可使用的班級列表。



2. 選取要開始的班級。

3. 按一下開始班級。

結束課程階段

當班級結束時，或在開始另一個班級之前，需要先結束目前的課程階段。結

束班級的動作會停止您的電腦與學生手持設備和電腦之間的所有通訊。當結

束班級時，學生會收到班級已結束的消息，而且自動登出學生。

▶ 如要結束目前的課程階段，請從 「班級動作」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結束班

級。

暫停課程階段

( 該功能僅適用於支援計算機的 TI-Nspire™軟體) 有時候您可能會需要執行暫

停課程度動作。如果使用的 TI-Nspire™ Software 支援計算機，那麼暫停課程會

暫停學生計算機上的所有教學活動，而且學生會收到課程已暫停的訊息。當

繼續上課時，系統會清除訊息，學生便可以使用他們的計算機。學生在暫停

課程時為維持登入狀態。

1. 若要暫停進行中的課程，請按一下暫停課程。

2. 若要繼續課程，請按一下繼續課程。

變更學生檢視

在教室區域中，可以於「學生列表」檢視或「座位表」檢視中查看所選取班級中
的學生。「學生列表」檢視以表顯示學生，該表包含學生的顯示名稱、名字、
姓氏、使用者名稱和學生 ID。「座位圖」檢視以含有顯示名稱的學生圖示來顯
示學生。可以隨時變更班級檢視。

在任一檢視中，學生圖示旁的警告標誌表示學生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與教師
電腦上的軟體版本不符合。將滑鼠移到警告標誌上會顯示工具提示，其說明
作業系統 需要更新。

變更班級檢視為學生列表

▶ 按一下檢視>學生列表 或者在狀態列中按一下 。

此時檢視變更為「學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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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班級檢視為座位表

▶ 按一下檢視 > 座位表 或者在狀態列中按一下 。

此時檢視會變更為「座位表」檢視。

排列座位圖

學生剛開始時排列在「座位表」檢視中，以便進行新增。不過，可以重新安排
學生的座位，使他們在教室中的座位安排與實際教室座位相同。可以隨時重
新安排座位表。

排列座位表中的學生

1. 從「課程階段」列表中選取班級。

2. 按一下檢視> 座位表。

「座位表」檢視的教室區域中會顯示您的班級。

3. 在教室區域內，將每位學生圖示拖曳到所需的位置。

軟體就會將學生圖示移動到新位置。

並且下次啟動相同的班級時會記憶學生上次的相同位置。

附註：請勿將學生的圖示放在另一位學生的圖示上。否則只能看見其中
一位學生的圖示。



檢查學生的登錄狀態

可以在「座位表」檢視中檢視學生的登入狀態。學生顯示名稱所對應的圖示
顏色表示其登入狀態以及班級狀態：

圖
示

班級狀態 學生狀態 顏色

課程階段未開
始。

N/A 灰色

課程階段已開
始。

學生未登入。 淡藍
色

課程階段已開
始。

學生已登入。 深藍
色

課程階段已開
始。

學生系統與老師電腦上的軟體版本不
相容。

深藍
色

排序學生資訊

「教室區域」中的「學生列表」檢視會顯示所選取班級中學生的相關資訊。包
括學生的顯示名稱、名字、姓氏、使用者名稱和學生 ID。在「學生列表」檢視
中，可以依據這些類別其中之一對學生資訊進行排序。資訊按照 A-Z 或 Z-A
的字母順序和 1-9或 9-1的數字順序進行排序。可以隨時對學生資訊進行排
序。

排序學生資訊

1. 按一下班級> 選擇班級並選取包含欲排序學生資訊的班級。

附註：如果有正在進行的課程時段，則必須先結束之才能選取課程。

2. 在選項中按一下 檢視 > 學生列表。

3. 按一下欲排序之列表欄標題。

軟體即會排序所選取列表。

4. 如果欲以相反的順序排序所選的資訊，請再按一下欄標題。

變更指派給學生的課程

有時候學生要改上不同的班級，或可能要上一個以上的班級。可以在需要時
變更學生班級。

附註：您不能移除已登錄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學生。

變更學生班級

1. 選取學生所屬的班級。

2. 按一下需要編輯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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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班級 > 編輯學生，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學生屬性」對話方塊。

4. 按一下指定班級。

此時會開啟「指定班級」對話方塊。



5. 選取學生的班級核取方塊。

6. 清除勾選非學生所屬的班級勾選方塊。

7. 按一下 確定。

8. 在「學生屬性」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變更學生名稱與 ID

新增學生之後，可能需要變更其中某位學生的名稱或 ID。學生有下列五個相
關的不同名稱與 ID，其包括：

• 名字

• 姓氏

• 使用者名稱

• 顯示名稱

• 學生識別碼

本節說明如何變更其中任一類型的名稱與 ID。

附註：無法更改已登入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學生帳號資訊。

附註：您可以在學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功能表選擇動作，以存取很
多學生帳號項目。

變更學生名稱或 ID

1. 選取學生所屬的班級。

附註：如果您有正在進行的課程時段，則必須先將其結束後才能選取課
程。

2. 按一下需要編輯的學生。

3. 按一下 班級 > 編輯學生，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學生屬性」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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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欲變更名稱或 ID的欄位。

5. 依需要進行變更。

6. 如欲變更任何其他名稱或 ID，請重複步驟 5與 6。

7. 按一下 確定。

將學生移動至另一個課程

如果有任何學生改上不同的班級，也可以在 TI-Nspire™軟體中移動該學生。

附註：已登錄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學生無法進行移動。

附註：可以在學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功能表選擇動作，以存取很多
學生帳號項目。

將學生移動到其他班級

1. 選取學生所屬的班級。

附註：如果正在進行課程時段，則必須先將其結束才能移動學生。

2. 按一下欲移動的學生。

3. 按一下編輯 > 剪下，或按一下 。

軟體可從班級中移除學生，然後將該學生帳號資訊貼於剪貼簿上。

4. 在「課程階段」列表中，選取學生要移動前往的班級。

5. 按一下 編輯 >貼上 或按一下 。

軟體會將學生移動至所選取班級。



將學生複製至其他班級

當有學生屬於一個以上的班級時，可以便利地直接在班級之間進行複製貼
上。複製學生可節省重新輸入其所有資訊的時間。

附註：已登錄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學生將無法進行複製。

附註：可以在學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從功能表選擇動作，以存取很多
學生帳號項目。

將學生複製到其他班級

1. 選取學生所屬的班級。

附註：如果有正在進行的課程時段，則必須先將其結束才能進行課程選
取。

2. 按一下欲複製的學生。

3. 按一下編輯 > 複製，或按一下 。

軟體會將學生複製至所選取的剪貼簿。

4. 從「目前的班級」中，選取學生要複製貼上的班級。

5. 按一下 編輯 >貼上 或按一下 。

軟體會將學生複製貼上至所選取班級。

瀏覽 「班級記錄」

透過「班級記錄」，可以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文件；將文件儲存至「公事包
工作空間」；從「班級記錄工作空間」收集檔案；使用工具列傳送和刪除檔案；
以及在「記錄項目屬性」中檢視 TI-Nspire™中除了「簡易投票」檔案之外的所有
文件屬性。

預設為列出 100條記錄。如要查看其它記錄，請按一下載入 100 條記錄或按
一下載入所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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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檔案動作。這些圖示說明檔案的狀態。

已傳送給全班

已從全班收集

已儲存至公事包

已重新發送給全班

簡易投票

未提示

已刪除

Á 檔案名稱。在此班級中所使用的檔案名稱。

Â 狀態。動作的進度。例如，「23 / 25」表示 25 位學生中已有 23 位收到檔
案。

Ã 功能表選項。按一下 ¢以快速存取特定的功能表項目。此圖示的功能選

項與按一下滑鼠右鍵功能相同。



傳送檔案給全班

可以將檔案和資料夾傳送給全班、目前登入的班級成員或個別學生。班級必
須處於課程階段中才可以傳送檔案。

將檔案傳送給全班時，目前已登入的所有學生會立即收到檔案。未登入的學
生則會在登入時收到檔案。

附註 :

• 只有 TI-Nspire™ (.tns) 與 PublishView™ (.tnsp) 類型的檔案才可在 TI-Nspire™
軟體中開啟。

• 其他檔案類型( 如果支援的話) ，如圖像、文字處理或試算表檔案，會在作
業系統中與該檔案類型關聯的應用程式中打開。

傳送檔案

1. 按一下 工具 > 傳送到班級 或按一下

此時會開啟「選取要傳送的檔案」對話方塊。

2. 按一下 檔案 標籤以選擇檔案，或按一下 資料夾 標籤以選擇資料夾。

附註 :可以只傳送檔案或資料夾，而不同時傳送檔案與資料夾。

• 計算機的 TI-Nspire™ CX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只能傳輸 .tns 檔案。

• 網路電腦專用的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可傳輸所有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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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選擇欲傳送的檔案或資料夾，請執行下列其中的一個動作 :

• 瀏覽至要傳送的檔案或資料夾後按一下。若要選取多個檔案或資料

夾，請在選取每一個檔案或資料夾時按住 Ctrl 鍵(Mac®: “) ，同時按一

下每個檔案名。

• 在檔案名稱或資料夾名稱方塊中，輸入檔案或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可

用英數字元，但不能包含特殊字元 / \ : " | * ? < > ，不能包含這些文字 :

lpt1, lpt2, lpt3, lpt4, lpt5, lpt6, lpt7, lpt8, lpt9, 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com6, com7, com8, com9, aux, con, prn, nul。

附註 :也可以將檔案從檔案瀏覽器視窗拖曳至「課程記錄」，以傳送檔案。

4.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選取個別學生」對話方塊。

5. 選取學生以傳送檔案 :

• 如要從整個班級傳送檔案，請按一下班級 。如檔案只要傳送至目前

登入的課程成員，請選取僅限登入 勾選方塊。

• 要將檔案傳送給個別學生，請按一下個人 ，然後按一下該學生姓

名。

附註 :如果在教室區域已選取學生，軟體會同時自動選取該學生。



• 使用 傳送到計算機資料夾下拉功能表，在計算機上的目前班級資料

夾、最高層級資料夾或者檔案傳送的最後 10個資料夾中進行選擇。

( 僅適用於支援計算機的 TI-Nspire™軟體。)

- 也可以在下拉式功能表中輸入資料夾名稱路徑。

6. 按一下 完成。

檔案傳輸會顯示於「班級記錄」。

傳送遺失檔案

在原始傳輸完成後，就會啟動「傳送遺失」功能。該功能只會向原始傳輸中未

登入或未設定為目標的學生重新傳送檔案。

1. 在「班級記錄」中選取已傳送至班級的檔傳送動作。

附註 :傳送動作無法啟動。

2. 按一下 檔案> 傳送遺失項目。

將所選取檔案重新分發給班級

可以使用「將選取的學生重新分發到班級」功能查看、修改選定的作業，並將

這些作業發還給學生。

1. 在「班級記錄」中選取已修改原始檔案的收集動作。

2. 按一下檔案> 以將所選取學生重新分發到班級。

附註 :此動作只將檔案發還對其收集檔案的學生。

收集學生檔案

由「班級記錄」可以收集之前所傳送且位於學生班級資料夾中的檔案。也可
以通過完整的檔案名稱從學生處收集新檔案。

透過功能表或圖示收集檔案時，可選擇從學生的計算機刪除所收集的檔案。

附註：如果學生已刪除該檔案、對檔案進行重新命名，或者將其儲存於其他
位置，將無法收集該檔案。

班級必須在課程階段中才能執行檔案收集。如果有任何學生未登入，則系統
會在他們登入時自動傳輸您欲收集的檔案。

從「班級記錄」收集檔案

1. 在「班級記錄」中選取已傳送給全班的一或多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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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預設列出前 100條記錄。要顯示其他記錄，請按一下載入下面的

100 條記錄或按一下載入所有 項目。

2. 在任何標示的檔案旁按一下¢，然後選取從班級收集已選取檔案。

檔案傳輸會顯示於「班級記錄」。

由功能表或圖示收集檔案

1. 按一下 工具 > 從班級收集，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選取要收集的檔案」對話方塊。

2. 若要選擇欲收集的檔案或資料夾，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按一下最近的檔案，然後瀏覽至需要收集的檔案，並按一下該檔案。

若要選取多個檔案或資料夾，請在選取每一個檔案或資料夾時按住

Ctrl 鍵(Mac®:「) ，同時按一下每個檔案名稱。

• 按一下輸入檔案名稱並在檔案名稱框中輸入檔案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新增。

3.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選取對象」對話方塊。



4. 選取學生以從之收集檔案：

• 如要收集整個班級的檔案，請按一下班級 。如要收集目前登入的班

級成員檔案，請選取僅限登入 勾選方塊。

• 如要收集個別學生的檔案，請按一下個人 ，然後按一下該學生姓

名。

附註：如果在教室區域已選取學生，軟體會同時自動選取該學生。

5. 如果您想在收集檔案後從學生課程資料夾上移除檔案，請在收集後勾選

選項旁的核取方塊，將檔案移除。

6. 按一下 完成。

所收集的檔案會顯示於「班級記錄」。

收集遺失檔案

「收集遺失」功能將啟動，以收集從學生處未收集到的檔案。

1. 在「班級記錄」中選取已傳送至班級檔案的收集動作。

2. 按一下檔案 > 收集遺失。

附註：收集動作無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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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發動作

當已登入課程階段的學生傳送在收集範圍外的檔案給您時，便會建立自發動
作。

這些儲存在資料庫中的檔案在未移除之前皆會顯示於「班級記錄」中。

檢閱與開啟自發動作

自發動作的命名方式是在「Unprompted」後面加上月份及日期。每個課程階段

內都有「自發」資料夾，其包含學生傳送的所有 .tns 檔案。

最新的自發動作，會顯示在學生最近於課程階段期間所傳送檔案的「班級記

錄」最前端。在下一個課程階段期間，會有更多最近的自發動作顯示在「班級

記錄」中的之前動作上方。

若要開啟自發動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兩下該動作或按一下右鍵並選取記錄項目屬性。

此時會開啟「自發」對話方塊。自發動作預設為無選取任何項目。

2. 從「自發的」對話方塊中，可以查看一個或多個專案，將專案儲存到公事包

工作空間，刪除專案，將專案匯出到其他檔案位置或不進行任何操作。

檢視自發動作中的項目

1. 在「自發」對話方塊中，勾選欲檢視項目左邊的勾選方塊。

附註：也可以按一下項目旁邊的 檢視 圖示以快速存取項目。

2. 按一下檢視。

項目以唯讀檔案的方式開啟。

從自發動作移除個別項目

「自發動作」在進行移除之前為保留在班級記錄中。即使已匯出或儲存項目，

其自發動作在移除之前仍會繼續顯示。若要從自發動作移除項目，請執行下

列動作：

1. 在「班級記錄」中，按兩下自發動作以開啟該自發動作。

2. 在 [自發] 對話方塊中，勾選欲移除項目左邊的勾選方塊。

3. 按一下移除。



匯出「自發動作」項目

可以將項目從資料庫匯出至檔案系統。若要從自發動作匯出項目，請執行下

列動作：

1. 在「班級記錄」中，按兩下自發動作以開啟該自發動作。

2. 選取要匯出的檔案。

3. 按一下匯出。

此時會開啟檔案瀏覽器。

4. 選取匯出的位置。

5. 按一下選擇資料夾。

將檔案儲存到公事包記錄

可以將已收集、自發的檔案儲存至「公事包」記錄。

1. 從「班級記錄」中選取檔案。

2. 按一下 ¢，然後選擇儲存選取的項目至公事包。

此時會開啟 儲存至公事包對話方塊。

3. 選取將檔案儲存至新的公事包欄，或將其新增已有的公事包欄。

• 如要將文件新增到新公事包欄，請按一下新增為公事包欄，然後輸入
新公事包欄的名稱。

• 如要將檔案儲存到舊有公事包欄，請按一下新增到舊有公事包欄，然
後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所需的列名稱。

4. 按一下儲存。

附註：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的檔案在由「移除」命令將其移除之前，
會一直顯示於「課程記錄」中。

從班級資料夾中刪除檔案

需要時，可以從學生的班級資料夾中刪除檔案。可以刪除傳送給班級的檔
案，或從班級收集的檔案。班級必須處於課程階段中才可以進行檔案刪除。

附註：刪除檔案只能從課程檔案夾中移除指定檔案。如果學生以其他名稱儲
存副本，或將檔案複製到其他位置，則學生仍可使用該檔案。

1. 按一下工具 > 從班級中刪除，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選取要刪除的檔案」對話方塊。

2. 若要選擇欲刪除的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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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最近的檔案，然後瀏覽至要刪除的檔案，並按一下該檔案。若
要選取多個檔案或資料夾，請在選取每一個檔案或資料夾時按住 Ctrl
鍵(Mac®:「) ，同時按一下每個檔案名。

• 按一下輸入檔案名稱並在檔案名稱框中輸入檔案的名稱，然後按一下
新增。

3.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會開啟「選取對象」對話方塊。

4. 選取學生以刪除檔案。

• 如要從整個班級刪除檔案，請按一下班級 。如要從目前登入的班級
成員中刪除檔案，請選取僅限登入 勾選方塊。

• 如要從個別學生處刪除檔案，請按一下個人 ，然後按一下該學生姓
名。

附註：如果在教室區域已選取學生，軟體會同時自動選取該學生。

5. 按一下 完成。

檔案刪除會顯示在「班級記錄」中。

檢查檔案傳輸狀態

當傳送、收集或刪除檔案時，可能需要檢查哪些學生已收到或傳送檔案。

▶ 在課程記錄中按一下欲檢查狀態的檔案。

軟體在班級區域中所表示的學生狀態如下：

• 綠色背景表示學生已傳送/接收到/刪除檔案。



• 黃色背景表示學生已接收到收集或刪除動作，但其班級資料夾中沒
有該檔案。

• 紅色背景表示學生尚未傳送/接收到/刪除檔案。

附註：也可以在檔案的「屬性」對話方塊中查看檔案傳輸狀態。

取消檔案傳輸程式

如果您改變心意而不要傳輸檔案，可在「班級記錄」中取消傳輸程式。取消檔
案傳輸會使軟體停止傳送更多檔案。在進行取消之前所傳輸的檔案將保留在
學生的班級資料夾中。

1. 在「班級記錄」中按一下欲取消傳輸程式的檔案。

2. 按一下 編輯 > 以從班級記錄中移除。

軟體將詢問您是否確定要刪除動作。

3. 按一下移除。

軟體會停止檔傳輸並從「班級記錄」列表中刪除檔案。

檢視檔案屬性

除了「簡易投票」檔案之外，所傳送或收集的每一個檔案都有一組屬性可供檢
視。這些屬性包括檔案名稱、大小、傳送日期和狀態。可以隨時檢視檔案屬
性。

1. 在「班級記錄」中選取檔案。

2. 在檔案名稱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記錄項目> 屬性。

「統計資訊屬性」對話方塊隨即打開，以顯示檔案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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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設定學生密碼

由於 TI-Nspire™軟體將學生密碼設為隱私，所以如果學生忘記密碼也無法找
回。但是可以重新設定學生密碼。可以為全班所有學生或個別學生重新設定
密碼。

附註：已登錄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中學生的密碼將無法進行重新設
定。

班級中的所有學生重新設定密碼

1. 選取班級。

附註：必須先選取學生以成功重新設定密碼。

2. 按一下班級 > 重新設定學生密碼。

此時會開啟「確認重新設定密碼」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確定。

4. 學生下次登入時，會引導他們輸入新密碼。

為個別學生重新設定密碼

1. 按一下欲編輯的學生。

2. 按一下 班級 > 編輯學生，或按一下 或在學生上按一下右鍵並從功能表

中選擇編輯學生。

此時會開啟「學生屬性」對話方塊。

3. 按一下密碼 旁的重新設定按鈕。

4. 如果要讓學生建立自己的密碼，請選取學生選擇。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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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為學生建立特定的密碼，請選取空白的密碼項目方塊並輸入新密

碼。

5. 按一下 確定。

該軟體將重新設定學生密碼。

6. 學生在下次登入時：

• 如果選取「學生選擇」，系統會引導學生輸入密碼。

• 如果為學生建立密碼，系統則會將告知學生新密碼。

認識「檔案系統」

安裝 TI-Nspire™ Student Software 或 TI-Nspire™ CAS Student Software 時，該軟體
會在學生電腦上設置一個檔案系統。學生可以在任意地方安裝軟體，軟體一
旦安裝後不可更改其安裝位置。檔案儲存在 TI-Nspire\[教室名稱]路徑中。系
統為每個班級建立一個新的班級資料夾。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會自動傳送檔案到學生電腦上的目
前班級資料夾，並從中收集檔案。學生負責將檔案儲存在該資料夾中。

教師可以傳送或收集任意類型的檔案。

認識檔案傳送

教師在上課期間可以傳送檔案至學生電腦，或者從學生的電腦收集或刪除檔
案。

附註：教師在上課之前可以設定傳送或收集檔案動作。當您登入時，檔案已
經傳送或收集完畢。如果教師同時設定傳送和收集檔案動作，將只能看到最
後完成動作的對話方塊。

開啟檔案

當教師傳送檔案到您的電腦時，將開啟 「已接收文件」對話方塊。

▶ 按一下 開啟以開啟檔案。如果教師傳送多個檔案，則會開啟列表中的最

後一個檔案。



附註：不論教師傳送檔案時的順序，檔案均是依照名稱字母順序進行接

收。列表中的最後一個檔案是字母順序排在最後的檔案。

TI-Nspire™文件 (.tns) 和 TI-Nspire™ PublishView™文件 (.tnsp) 會直接由

TI-Nspire™軟體開啟。

其他檔案類型( .doc、pdf 等) 會由關聯應用程式開啟( 如果電腦上已安裝該

應用程式) 。

▶ 按一下 前往 以瀏覽至檔案傳送到的位置。軟體自動開啟「文件工具箱」

中的「內容瀏覽器」。檔案名稱會標示強調出來。可以開啟該檔案或瀏覽

至其他檔案。如果教師傳送多個檔案，則列表中字母順序排在最後的檔

案會標示強調出來。

附註：如果您無法看到檔案位置，則您可能已將預設篩選設定從 「顯示全

部內容」變更為「僅顯示TI-Nspire™內容」。將篩選設定變更為 「顯示全部

內容」以檢視檔案。

▶ 按一下 取消 以退出對話方塊同時不開啟檔案。

收集或刪除檔案

教師可在上課期間從您的班級資料夾中收集或刪除檔案。例如，教師可以收

集家庭作業或在進行測驗之前刪除某些檔案。當教師收集或刪除檔案時，會

開啟「已收集文件」對話方塊。

▶ 按一下 確定 以關閉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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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螢幕

利用截取螢幕功能，您可以：

• 擷取班級

- 同時檢視與監視所有學生的計算機螢幕，以確定所有學生皆跟上作業
的進度。

- 擷取一位或數位學生的螢幕，以供課堂上討論。可以隱藏學生的名
稱，使學生專心於討論課程或概念，而不是在意個別對象。

- 選取並顯示個別學生的螢幕，並以即時簡報的方式檢視工作內容。

- 複製 TI-Nspire™文件中正在使用的頁面。

- 將擷取的影像儲存為 .jpg、.gif 或 .png 檔案，以供插入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

• 擷取頁面

- 經由軟體或 TI-SmartView™模擬器，擷取 TI-Nspire™文件中正在使用的
頁面為影像。

- 將擷取的影像儲存為 .jpg、.gif、.png 或 .tif 檔案，以供插入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

- 複製影像並貼入 Microsoft® Word等其他應用程式中。

• 在計算機模式下擷取影像

- 當 [文件工作空間] 中的 TI-SmartView™模擬器已啟用時，使用 [拖動螢
幕] 功能擷取模擬器螢幕或大螢幕。

- 教師可以使用此功能拖曳影像並貼上到演示工具中，如 SMART®
Notebook、Promethean的 Flipchart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 包括
Word和 PowerPoint®) 。

存取螢幕畫面擷取

可以在所有工作空間中使用 [螢幕畫面擷取] 工具。若要存取 [螢幕畫面擷
取]，請執行下列動作：

▶ 在功能表列中，按一下 [工具 ] > [螢幕畫面擷取 ]。

▶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 。

使用 [截取班級畫面 ]

在教室中使用 [螢幕畫面截取] 工具，可檢視與截取學生螢幕畫面。可以截取
班級中某位所選取學生、多位所選取學生或所有學生的螢幕畫面。

附註：必須登錄至班級才能檢視查看和截取學生螢幕畫面。

擷取學生螢幕畫面

1. 若您尚未開始課程階段並要求學生登入，請立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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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擷取班級畫面 ]。

此時會開啟 [選取對象] 對話方塊。如果已在 [班級工作空間] 畫面中選取
學生，則系統會標示那些學生的姓名。如果未選取任何學生，則會選取全
班所有學生姓名。

3. 若要更改所選取學生或新增更多學生，請執行下列動作：

• 按一下 以顯示全班所有學生的計算機螢幕。如果有學生未登入，
計算機螢幕會顯示「未登入。」當學生登入時，請使用重新整理以更新
螢幕。

• 按一下 ，然後點選每一位學生的姓名以顯示個別學生的計算機螢
幕。若要選取多位學生，請按住 Shift 鍵。若要按照隨機順序選取學
生，請按住 Ctrl 鍵( Mac®：“)，然後點選每個學生姓名。

• 按一下左面板下方的 [僅限已登入 ] 複選框，以僅顯示那些目前已登入
之學生的螢幕。當重新整理螢幕時，若有任何在初次擷取螢幕畫面後
登入的學生，則會列於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的最下方。

4. 按一下[確定 ]。

所選學生的螢幕畫面會顯示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

附註：下方範例說明擷取自兩位已登入所選學生的計算機螢幕畫面。檢視
預設為 [並排]，在視窗中顯示所有擷取的螢幕畫面。



5. 決定要顯示還是隱藏學生姓名。若要隱藏或顯示學生姓名，請選取工具
列上的複選框以切換為隱藏或顯示，或是按一下 [檢視] > [顯示學生姓
名]。

附註：選取顯示或隱藏學生姓名的設定，該選取會維持有效至下一次更改
為止。例如，如果選取要隱藏學生姓名，在關閉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
並回到 [課程] 工作空間時，學生姓名會維持為隱藏的狀態。如果選取在
[課程] 工作空間中隱藏學生姓名，則學生姓名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
窗開啟時為隱藏的狀態。

隨機化截取螢幕

使用「教師偏好設定」選項設定 隨機化截取螢幕。

1. 在「課程工作區」中，按一下 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此時會開啟 [教師偏好設定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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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以隨機的順序截取螢幕畫面，請選取「在螢幕截取中使用隨機順序」。

3. 按一下 確定 可儲存預設設定。

設定 [擷取班級 ] 中的 檢視選項

利用數個選項可最佳化擷取班級畫面，包括 :

• 在並排檢視與影像庫檢視之間進行切換。

• 在並排檢視中比對所選取畫面。

• 依需求重新整理檢視畫面，或設定自動重新整理功能，使其在定時的間隔
時間內自動重新整理檢視畫面。

• 縮放功能可以放大或縮小所擷取螢幕在視窗中的大小。也可以直接選取
增加或減少螢幕大小的百分比。

• 顯示或隱藏學生姓名。

• 使用 [現場簡報程式] 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現場簡報程式」。

在 [並排] 與 [影像庫] 檢視之間進行切換

擷取學生畫面時，[班級螢幕擷取] 視窗預設為 [並排] 檢視。切換至 [影像庫]
檢視，可放大顯示所選畫面。左面板會顯示所有已擷取畫面的縮圖檢視，以

供尋找及選取畫面。

若要在 [並排] 與 [影像庫] 檢視之間進行切換，請執行下列動作 :

▶ 按一下 [檢視 ] ，然後按一下 [影像庫 ] 或 [並排 ]。

—或—



▶ 在 [檢視 ] 功能表中，選取 [影像庫 ] 或 [並排 ]。

—或—

▶ 如要切換至 [影像庫] 檢視，請按 Ctrl + G。(Mac®:“ + G)。如要切換至 [並排]
檢視，請按 Ctrl + T (Mac®:“+T) 。

在 [影像庫] 檢視中，所擷取畫面的縮圖影像顯示在此畫面的左面板欄中。所

選畫面的放大檢視顯示在右面板中。

• 如果在左面板中選取要檢視的多個縮圖，縮圖則顯示在右面板中。

• 如果選取四張以上的縮圖，向下捲動右面板即可檢視其他畫面。

• 如果選取顯示學生姓名，姓名會置中顯示於每位學生的擷取畫面下方。

• [影像庫檢視] 已停用縮放功能。

• 可以在 [影像庫檢視] 中變更畫面的順序。

• 縮圖面板的寬度無法變更。

重新排列所擷取畫面

只要在一個畫面 ([並列] 或 [影像庫]) 中變更擷取畫面的順序，另一個畫面也

會自動變更。

▶ 在 [並排] 檢視中，將畫面拖曳到新位置。

▶ 在 [影像庫] 檢視 中，將畫面縮圖向上或向下拖曳到新位置。

拖曳的同時，垂直軸顯示螢幕的插入點。

附註 :若要在放開滑鼠前取消移動，請按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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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擷取畫面

當學生登入班級並在自己的螢幕上工作時，您可能會希望更新已擷取的畫

面。

手動重新整理畫面

▶ 按一下 [重新整理 ] 。

附註 :如果因為學生的計算機斷線而無法重新整理畫面，系統會在畫面上

顯示黃色外框。

自動重新整理畫面

自動重新整理功能會在固定的時間間距內重新擷取所有學生的螢幕畫面。自

動重新整理功能預設為「關閉」。若要啟用自動重新整理，請執行下列動作 :

▶ 在 [檢視] 功能表中，按一下 [自動重新整理]，然後選取時間間隔。

TI-Nspire™ CX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放大與縮小

只有在 [並列] 檢視中，才能放大或縮小所擷取螢幕的檢視畫面。

▶ 以 50% 為增減單位，在 50% 至 400% 的範圍之間縮放 :



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放大] 或 [縮小] 。

—或—
在功能表中，按一下 [檢視 ] > [放大 ] 或 [檢視 ] > [縮小 ]。

▶ 若要縮放至所選範圍，請按一下 [檢視 ] > [縮放百分比 ]，然後選取範圍。

建立學生螢幕堆疊

該功能為收集在 Capture Class( 擷取班級畫面) 選項中所擷取一個或多個學生
螢幕畫面的歷史。這些收集稱為堆疊，您可在每個學生的堆疊中新增或刪除
螢幕，也可在學生堆疊內或堆疊之間瀏覽。使用堆疊便於檢查學生課程進
度，收集學生演示或作業，以用於之後檢查和評分，或在家長會/教師會上呈
現績效和進度。

您可以在使用 [擷取班級畫面] 選項時，新增、刪除、瀏覽和存儲 [班級畫面擷
取] 視窗中的堆疊。

▶ 要開啟 [班級畫面擷取] 視窗，請按一下 [視窗 ] > [班級畫面擷取視窗 ]。

在堆疊中新增螢幕

▶ 在 [班級畫面擷取] 視窗中，按一下 [檢視] > [堆疊] > [新增到堆疊]，或按一
下 。

▶ 要添加另一組螢幕，先按一下 [重新整理 ] ，然後再新增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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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一組螢幕新增到新的堆疊時，標示為畫格 1。接下來的新增編號加一，
例如畫格 2、畫格 3等。

從堆疊中刪除畫格

1. 選取要刪除的畫格。

2. 按一下 [檢視] > [堆疊] > [從堆疊刪除]，或按一下 。

從堆疊刪除畫格後，畫格名稱會反映刪除情況隨之調整，以保持按序排列。
例如，如果畫格 6被刪除，畫格 7就被重命名為畫格 6，後續的畫格號碼都會
隨之調整減 1。

在堆疊之間瀏覽

在並排或影像庫檢視中都可以瀏覽畫格堆疊。

▶ 要檢視一個堆疊中的不同畫格，可使用以下選項：

• 按一下拉下箭頭，然後從下拉清單中按一下想要檢視的畫格。

• [檢視] > [堆疊]> [下一個畫格]，或按一下 。

• [檢視] > [堆疊] > [上一個畫格]，或按一下 。

附註：只有存在可檢視的下一個或上一個畫格時才可使用這些選項。

正在儲存堆疊

當您關閉 [班級畫面擷取] 視窗時，軟體會詢問您是否要儲存堆疊。

1. 按一下 [是 ] 以儲存堆疊。

[選取或建立資料夾以儲存堆疊] 對話方塊會開啟。

2. 按一下 [儲存 ] 將堆疊存入預設檔案夾中，或者可以新建或瀏覽至另一資
料夾，然後按一下 [儲存 ]。

堆疊被存為個人螢幕畫面擷取，名稱由學生姓名、影像編號、日期和時間組
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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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內容工作空間] 或電腦中的檔案管理系統，以尋找並開啟所儲存螢幕。

螢幕會在電腦預設的圖片瀏覽器中開啟。

比較 所選取畫面

此功能可以並排比較學生的螢幕畫面。

1. 選取欲作比較的學生螢幕畫面。若要選取多個連續畫面，請按住 Shift 鍵。
若要以隨機順序選取畫面，請按住 Ctrl 鍵( Macintosh®：“)並按一下要儲存
的每個影像。選取畫面時，系統更改其邊界顏色。

附註：如果選取四張以上的畫面，則需要捲動檢視的面板以查看其他畫
面。

2. 按一下 [編輯] > [比較所選取內容]。

如果在 [並排] 檢視中，畫面會切換至 [影像庫] 檢視，且所選取畫面會依
照選取的順序列出。

附註：在 [影像庫] 檢視中無法使用此選項。

3. 若要離開比較模式，請在 [影像庫] 檢視左面板畫面區域之外按一下。

使用 [設為演示者 ]

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選取已擷取畫面，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上的 [設
為演示者 ] 選項，以啟動 [現場演示者] 並對全班顯示某學生的螢幕畫面。一
次只能選擇一位學生作為現場演示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現場演
示者＞。

使用 [擷取班級畫面 ] 時儲存螢幕畫面

可以儲存已擷取的畫面以用於其他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文件，或用於
Microsoft® Word等其他應用程式。可以將影像儲存為下列格式：.jpg、.png 或
.gif。可以一次儲存一張影像、儲存所選取的多張影像，或儲存所有擷取的影
像。

儲存螢幕影像

若要在使用 [擷取班級畫面] 時儲存所擷取的螢幕影像，請完成下列步驟。

1. 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選取要儲存為影像檔的一張或多張畫
面。

• 若要選取多張連續的畫面，請按一下第一張影像，然後按住 Shift 鍵並
點選其他影像。若要以隨機順序選取畫面，請按住 Ctrl 鍵( Macintosh®：
“)並按一下要儲存的每個影像。

• 要選取所有擷取螢幕，請按一下 [編輯 ] > [選取全部 ]。

2. 按一下 [檔案 ] > [儲存所選取螢幕 ] 或按 Ctrl + S (Mac®: “ + S)。

此時會開啟 [儲存]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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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瀏覽電腦上要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4. 在 [檔案名稱 ] 欄位中輸入一個或多個檔案的名稱。

檔案名稱預設為 Image。

5. 在 [檔案類型 ] 欄位中，按一下 ¤，然後選取檔案類型：.png、.jpg 或 .gif。
預設的檔案類型是 .jpg。

6. 按一下[儲存 ]。

系統會將檔案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

• 如果儲存單張影像，則系統會使用 [檔案名稱 ] 欄位中所指定名稱儲存
檔案。

• 如果儲存多張影像，則系統儲存檔案時會使用在 [檔案名稱 ] 欄位中所
指定名稱，並在後面加上數字，以產生不同的檔案名稱。例如，
Image1、Image 2，依此類推。

列印 所擷取畫面

可以使用 [擷取班級畫面] 選項列印所擷取螢幕畫面。可以列印單張、多張或
所有所擷取螢幕畫面。在每張列印的頁面上，課程名稱會印在頁首，而日期
和頁數會印在頁尾。

附註：在使用 [擷取頁面] 或 [擷取已選取計算機] 選項時，無法使用列印選
項。

若要列印所擷取螢幕畫面，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要列印的畫面。

2. 按一下 [檔案] > [列印]。

此時會開啟 [列印] 對話方塊。



3. 如果已選取多張畫面，請按一下 [列印選項 ]，以設定要列印的每張螢幕擷
取畫面數量。

此時會開啟 [列印選項] 對話方塊。

4. 依照需要選取選項。可以選取要在每頁列印單張畫面、六張畫面，或在單
一頁面上列印所有畫面。也可以選取是否要列印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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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確定 ] 回到 [列印] 對話方塊。

6. 選取印表機中個別的印表機選項。

7. 選取要列印的份數。

8. 按一下 [列印]，以將列印工作傳送至所選取印表機。

使用 [擷取頁面 ]

使用 [擷取頁面] 選項，以擷取 TI-Nspire™文件啟用頁面的影像。可以將影像
儲存為下列檔案格式：.jpg、.gif、.png 和 .tif。可將所儲存影像插入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也可複製影像至剪貼簿，並可貼入 Microsoft® Word或
PowerPoint 等其他應用程式中。

擷取頁面

請完成下列步驟，以擷取啟用頁面的影像。

1. 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文件，然後瀏覽至欲擷取的頁面，使成為啟用狀
態。

2.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擷取頁面 ]。

啟用頁面的影像會複製到剪貼簿及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完成螢幕畫面

擷取時，會在桌面的右下角開啟 對話方塊。

3. 按一下檢視。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將會開啟。

也可以選取 [視窗 ] > [螢幕畫面擷取視窗 ] 以開啟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



4. 若要擷取其他頁面，請移至目前文件中的其他頁面，或開啟新文件以選取
頁面。

在擷取其他頁面後，系統會將影像複製到可存放多張影像的 [螢幕畫面擷
取] 視窗。所擷取的最後一個頁面會取代剪貼簿中的內容。

檢視 所擷取螢幕畫面

當您擷取頁面或螢幕時，該頁面將複製到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

縮放檢視的所擷取螢幕畫面

在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使用放大和縮小選項，以增大或減小所擷取畫面
的尺寸。

▶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 ，以增大所檢視畫面的大小。也可以從功能表選取
[檢視 ] > [放大 ]。

▶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 ，以減小所檢視畫面的大小。也可以從功能表選取
[檢視 ] > [縮小 ]。

儲存 所擷取頁面與螢幕畫面

可以儲存所擷取頁面以用於其他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文件，或用於
Microsoft® Word等其他應用程式。可以一次儲存一張影像、儲存所選取的多
張影像，或儲存所有擷取的影像。

儲存所選畫面

1. 在 [螢幕擷取] 視窗中選取欲儲存的螢幕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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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檔案 ] > [儲存所選取螢幕畫面 ] 或按一下 。

附註：也可以在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另存新檔] 對話方塊。

3. 瀏覽電腦至欲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4. 輸入檔案名稱。

附註：檔案名稱預設為 MM-DD-YYYY Image ###。

5. 選取適合影像檔案的檔案類型。預設的格式是 .jpg。按一下 ¤選取其他
格式：.gif、.tif 或 .png。

6. 按一下[儲存 ]。

檔案會儲存在所指定資料夾中。

儲存多個螢幕

1. 在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選取欲儲存的螢幕畫面。

若要選取多張連續的畫面，請按一下第一張影像，然後按住 Shift 鍵並點
選其他影像。若要以隨機順序選取畫面，請按 Ctrl( Mac®：“)並按一下要
儲存的每個影像。

2. 按一下 或選取 [檔案] > [儲存所選取螢幕畫面]。若要儲存全部所擷取
畫面，請按一下 [檔案 ] > [儲存所有螢幕畫面 ]。

附註：在使用 [擷取班級畫面] 時，無法使用「儲存所有螢幕畫面」選項。

此時會開啟 [另存新檔] 對話方塊。

3. 在 [儲存位置] 欄位中，瀏覽到欲儲存影像的資料夾。

4. 在 [檔案名稱] 欄位中，輸入新的資料夾名稱。資料夾預設名稱為 MM-DD-
YYYY Image，其中 MM-DD-YYYY 是今天的日期。

5. 選取適合影像檔案的檔案類型。預設的格式是 .jpg。按一下 ¤ 選取另
一個格式：.gif、.tif 或 .png。



6. 按一下[儲存]。

影像會以系統指定的名稱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該名稱會反映今天的
日期及序號。例如，MM-DD-YYYY Image 001.jpg、MM-DD-YYYY Image 002.jpg，
依此類推。

複製與貼上螢幕畫面

可以選取一張所擷取螢幕畫面，然後複製到剪貼簿，以併入其他文件或應用
程式中。也可以列印所複製螢幕畫面。複製的螢幕畫面是以 100% 的縮放等
級所擷取，且會依照選取的順序進行複製。

複製螢幕畫面

1. 選取要複製的螢幕畫面。

2. 按一下 或 [編輯 ] > [複製 ]。

此時會將選取的畫面複製到剪貼簿。

貼上螢幕畫面

依照要貼入的應用程式而不同，按一下 [編輯] > [貼上]。

附註：也可以將螢幕畫面擷取拖曳到其他應用程式中。此功能與複製和貼上
的功能相同。

在計算機模式下擷取影像

當 [文件工作空間] 中的 TI-SmartView™模擬器已啟用時，使用 [拖動螢幕] 功
能擷取模擬器螢幕或大螢幕。

教師可以使用此功能拖曳影像並貼上到演示工具中，如 SMART® Notebook、
Promethean的 Flipchart 以及 Microsoft® Office 應用程式( 包括 Word和
PowerPoint®) 。

使用拖曳螢幕功能擷取影像

完成以下步驟，以擷取影像並將其複製到第三方應用程式中。

1. 在 [文件工作空間] 中，按一下 [文件工具箱] 中的 。

開啟 TI-SmartView™模擬器

• 如果選擇的顯示方式是 [計算機 + 大螢幕顯示 ]，則目前文件會顯示於
模擬器和大螢幕中。

• 如果選擇的顯示方式是 [計算機鍵盤 + 大螢幕顯示 ]，則目前文件會顯
示於大螢幕中。

截取螢幕 94



95 截取螢幕

2. 如果要開始螢幕擷取，請按一下模擬器螢幕或鍵盤上方的區域。在 [計算
機 + 大螢幕 ] 顯示中，您還可以按一下模擬器螢幕周圍的區域。

不要放開滑鼠按鈕。如果游標處於啟用中狀態或如果您按一下模擬器視
窗內部區域，則不會開始螢幕擷取的動作。

在 [計算機 +大螢幕 ]畫面中，按一下模

擬器上方的區域、模擬器周圍的區域或

模擬器螢幕的邊界，以開始進行螢幕擷

取。

在 [計算機鍵盤 +大螢幕顯示 ]畫面中，

按一下鍵盤上方的區域開始螢幕擷取。

3. 在不放開滑鼠之下拖曳影像。

隨即會開啟所擷取螢幕的重影。重影會在放開滑鼠按鈕的瞬間消失。

重影角落上的 表示無法將影像貼上該位置。



重影

4. 將影像拖曳到已開啟第三方應用程式中。當影像位於第三方應用程式前

方時， 表示此時可以放置影像於該處。

5. 釋放滑鼠按鈕以將影像放置到所選應用程式中。

影像會被複製到剪貼簿及 [TI-Nspire™螢幕擷取] 視窗。

要在 [螢幕擷取] 視窗中檢視所擷取的影像，按一下 [視窗 ] > [螢幕擷取視
窗 ]。

您可以依按需要擷取其他螢幕。在擷取其他畫面後，系統會將影像複製
到可存放多張影像的 [螢幕擷取] 視窗。所擷取的最後一張畫面會取代剪
貼簿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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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現場演示者 ]
在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中，[現場主講者] 功能可讓教師執行即時
投影與顯示正被選取學生電腦上進行的動作。教師可選擇對自己的電腦螢幕
或任何學生的電腦螢幕進行投影，顯示正在執行的工作，並與全班逐步討論
過程。

在 [現場演示者] 的操作期間，所有其他學生的計算機皆可在不受到演示的影
響下使用。

啟動 [現場演示者 ]

您可以在「課程工作空間」中或「班級截取視窗」視窗中啟動「現場演示者」。
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都要確定選取為演示者的學生已登入進行中的課程階
段。雖然同時只能有一位人員進行演示，但是只要正在上課中，可以選取任
何處於登入狀態的人員進行演示。

在「課程工作空間」啟動「現場演示者」

要讓學生從「課程工作空間」啟動「現場演示者」，請執行以下其中一種方式：

▶ 選擇班級中的一個學生，然後按一下工具 > 現場演示者。

—或—

▶ 選擇班級中的一個學生，按一下右鍵，然後按一下 現場演示者。

從「班級截取視窗」啟動「現場演示者」

要讓學生從「班級截取視窗」啟動「現場演示者」，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課程工作空間」中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班級截取。

此時會開啟 [選取對象] 對話方塊。

• 選擇僅限登錄 核取方塊，以僅顯示目前已登錄學生的螢幕。重新整理
螢幕後，在第一次螢幕截圖後登錄的學生都會添加到「班級擷取」視窗
中。

附註：如果在「課程工作空間」中選取某位已登入的學生，則該學生的名

稱會標示於「選取對象」視窗中。若要選取全班所有學生，請按一下 。

2. 按一下確定。

此時會開啟「班級截取」視窗。

3. 選取一位已登入的學生，然後按一下 。

系統會在 [現場演示者] 模式中開啟 [班級螢幕擷取]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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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現場演示者 ]

從「課程工作空間」或「班級螢幕擷取」中啟動「現場演示者」時的預設情況為
以全屏畫面開啟視窗。請使用右上角的最小化與最大化按鈕調整視窗大小。

現場演示者的名稱顯示於左上角。

學生姓名 「現場演示者」視窗最小化、最大化及關

閉按鈕。

停止 [現場演示者 ]

▶ 如果要停止「現場演示者」，請關閉「現場演示者」視窗。

此時會關閉演示視窗，並顯示 [課程] 工作空間。課程仍會繼續進行。



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使用此工作空間以建立、修改和檢視 TI-Nspire™和 PublishView™文件，以及說
明數學概念。

瀏覽「文件工作空間」

À 文件工具箱。包含「文件工具」功能表、「頁面排序程式」、
「TI-SmartView™ 模擬器」、「工具」和「內容瀏覽器」等工具。按一下每一
個圖示以存取可用工具。當在 TI-Nspire™ 文件中工作時，可使用的工
具為專屬於該文件。當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工作時，可使用的工具
為專屬於該文件類型。

Á 工具箱面板。所選取工具的選項會顯示在此區域。例如，按一下「文
件工具」圖示，以存取開啟中應用程式所需要的工具。

附註：在 TI-Nspire™ CX Teacher Software 中插入問題時，會在此空間中
開啟設置問題使用的工具。如需詳細資訊，請參考 TI-Nspire™教師
版軟體中「使用問題」一節。

Â 工作區域。顯示出目前文件，並可執行計算、新增應用程式，以及新
增頁面和問題。一次只能啟用 (所選取的 )一份文件。以標籤顯示多
份文件。

Ã 文件資訊。顯示所有已開啟文件的名稱。如果有太多已開啟文件名
稱顯示於狀態列中，可按一下向前和向後箭頭以在已開啟文件之間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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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件工具箱

「文件工具箱」位於工作空間左邊，其含有使用 TI-Nspire™文件與 PublishView™
文件所需的工具。當按一下工具箱圖示時，「工具箱」面板會顯示相關工具。

瀏覽文件工具

在下列範例中，會開啟「文件工具」功能表，以顯示計算工具應用程式的選項。
TI-Nspire™ 文件中的「文件工具」功能表包含可使用應用程式的工具。這些工具
為專屬於啟動中應用程式。

PublishView™文件中的「文件工具」功能表包含可將 TI-Nspire™應用程式、
TI-Nspire™文件與多媒體物件例如，( 文字方塊、影像及連結) 插入網站及文件
中。有關這些工具的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處理 PublishView™文件。

À 「文件工具箱」功能表。

Á 計算工具應用程式可用的工具。按一下 ¢以開啟每一個選項的子功

能表。

Â
按一下 以關閉，和按一下 以開啟「文件工具」。

瀏覽頁面排序程式

下列範例說明已開啟「頁面排序程式」中的「文件工具箱」。使用「頁面排序程
式」可以執行以下步驟：

• 可看到文件中的問題數目以及所在位置。

• 按一下欲前往的頁面，就能切換到該頁面。



• 在同一份文件內或不同文件之間新增、剪下、複製和貼上頁面和問題。

附註：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工作時，「頁面排序程式」不會出現在「文件工具
箱」中。

À 「文件工具箱」選單。

Á 按一下減號以收合視窗。按一下加號以開啟視窗並顯示文件頁面。

Â 捲軸。當面板中無法一次顯示全部頁面時，才會啟動捲軸。

瀏覽 TI-SmartView™ 功能

TI-Smartview™ 功能為模擬計算機的運作方式。教師版軟體中的模擬計算機有
助於課堂上的演示。學生版軟體中的模擬小鍵盤可讓學生以使用計算機的方
式來操作軟體。

附註：當文件顯示於計算機畫面時，內容才會出現在 TI-Smartview™ 小螢幕上。

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工作時，無法使用 TI-SmartView™ 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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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下圖說明教師版軟體中的 TI-SmartView™面板。學生版軟體中只會顯
示小鍵盤。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見使用 TI-SmartView™模擬器章節。

À 「文件工具箱」功能表。

Á 計算機選取器。按一下 ¤ 以選取要在面板中顯示的計算機：

• TI-Nspire™ CX or TI-Nspire™ CX CAS

然後選取計算機的顯示方式：

• 正常

• 高對比

• 外框

Â 畫面選取器。在教師版軟體中，按一下 ¤ 以選取計算機視窗：

• 只適用於計算機

• 小鍵盤加上大螢幕顯示

• 計算機加上大螢幕顯示

附註：也可以在 TI-SmartView™ 選項視窗中更改這些選項。按一下 檔
案>設定 > TI-Smartview™選項以開啟該視窗。

附註：在學生版軟體中無法使用畫面選取器。

欲選取「只適用於計算機」的顯示，請勾選 固定在最前面，以保持顯
示在其他所有已開啟應用程式的前面。(只適用於教師版軟體。)



探索「內容瀏覽器」

使用「內容瀏覽器」執行下列動作：

• 檢視電腦上的檔案列表

• 建立與管理課程套件。

• 若使用支援已連接計算機的軟體，可以執行以下動作：

- 檢視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列表。

- 更新已連接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

- 在電腦與已連接計算機之間進行檔案傳輸。

附註：如果所使用的是不支援連接計算機的 TI-Nspire™軟體，則「內容瀏覽
器」面板中不會顯示已連接計算機」標題。

À 「文件工具箱」功能表。

Á 顯示電腦上的檔案，以及檔案所在的資料夾名稱。按一下¤以瀏覽電腦

上其他的資料夾。

Â 在尋找位置：欄位中提供名稱的資料夾內的資料夾與檔案列表。在標示
的檔案或資料夾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以開啟內容功能表，其列出該檔案
或資料夾可執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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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按一下 以關閉檔案列表。按一下 以開啟檔案列表。

Ä 「選項」功能表。按一下 ¤以開啟下拉功能表，列出對所選取檔案可
執行的動作：

• 開啟舊有檔案或資料夾

• 在資料夾階層中向上移動 (瀏覽) 一層

• 建立新資料夾。

• 建立新的課程套裝包

• 重新命名檔案或資料夾

• 複製所選取檔案或資料夾

• 將複製到剪貼簿的檔案或資料夾貼上

• 刪除所選取檔案或資料夾

• 選取資料夾中的所有檔案

• 封裝課程套裝包

• 重新整理畫面

• 安裝作業系統。

Å 已連接計算機。列出已連接計算機。如果有多台計算機連接到電腦或正
在使用 TI-Nspire™ 擴充基座時，會列出多台計算機。

Æ 已連接計算機的名稱。按兩下計算機上資料夾與檔案名稱，以顯示資料
夾與檔案。

按一下 ¤以瀏覽計算機上的其他資料夾 .

瀏覽公用程式

[公用程式] 面板提供存取處理文件時所需的數學範本與運算子、特殊符號、
目錄項目及資料庫。在下列範例中，會開啟「數學範本」標籤。



À 「文件工具箱」功能表。

Á 開啟「數學範本」。按兩下範本以將其新增至文件。按一下「數學範
本」標籤以關閉範本視窗。

按一下「符號」、「目錄」、「數學運算子」或「資料庫」標籤以開啟之。

Â 「開啟精靈」勾選方塊。開啟此選項以使用精靈輸入函數引數。

Ã 可在開啟畫面的標籤中選取並將符號、目錄項目、數學運算子及資
料庫項目新增至文件。按一下標籤以開啟視窗。

使用工作區域

視窗右邊的空間提供可建立及處理 TI-Nspire™和 PublishView™文件的區域。
此空間提供文件視窗，可以新增頁面、新增應用程式及執行所有工作。一次
只能啟動一個文件。

建立文件時，可指定如計算機或電腦螢幕的頁面大小。這就是頁面在工作區
域中的顯示方式。

• 計算機頁面大小最佳化適用於計算機的小螢幕。這個頁面大小可在計算
機、電腦螢幕和平板電腦上檢視。如在較大的螢幕上檢視時，內容會縮放
成適合大小。

• 電腦頁面大小可利用電腦較大螢幕的優勢。文件無需太多捲動操作即可
顯示更多內容。在計算機上檢視時，內容大小是沒有縮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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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更頁面預覽，以檢視文件在其他頁面尺寸中的顯示情況。

▶ 如要變更頁面預覽，請按一下工具列上的文件預覽，然後按一下計算機
或 電腦。

關於頁面大小和文件預覽的更多資訊，請參見處理 TI-Nspire™文件。

變更文件設定

文件設定控制所有數字( 包括元素或矩陣及列表) 在 TI-Nspire™和
PublishView™文件中的顯示方式。可以隨時變更預設值，且可針對特定文件
指定設定。

變更「文件設定」

1. 建立新文件或開啟舊有文件。

2. 在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中，選擇設定  > 文件 設定。

此時開啟「文件設定」對話方塊。

第一次開啟「文件設定」時，會顯示預設設定。



3. 按一下 Tab鍵或使用滑鼠以在設定列表中進行移動。按一下 ¤開啟下拉
式列表，以檢視每一個設定可使用的值。

欄位 值

顯示
位數

• 浮點數

• 浮點數1 -浮點數12
• 定位數0 -定位數12

角度 • 弧度角度

• 度數角度

• 梯度

指數
格式

• 正常

• 科學

• 工程

實數
或複
數格
式

• 實數

• 直角座標

• 極座標

計算
模式

• 自動

• CAS：精確值

• 近似值

附註：在「自動」模式下，除非該程式使用小數，否則非整數的答
案會以分數顯示，。除非問題中使用小數，否則「精準值」模式
( CAS) 會以分數或符號形式顯示非整數答案。

向量
格式

• 直角座標

• 圓柱座標

• 球面座標

基底 • 十進位

• 十六進位

• 二進位

單位
系統
( CAS)

• 國際單位制

• 英制 /美制

4. 按一下所需設定。

5.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若要將自訂設定套用到「所有」文件，按一下設為預設值。

• 要將設定只應用到已開啟文件，請按一下確定。

• 若要還原預設值，按一下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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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取消關閉對話方塊，此動作不做任何變更。

變更函數繪圖&幾何作圖設定

「函數繪圖&幾何作圖」設定控制資訊在開啟的問題及後續新問題中的顯示方
式。當變更「函數繪圖&幾何作圖」設定時，所選取項會成為這些應用程式所
有工作的預設值。

完成下列步驟，以自定函數繪圖及幾何作圖應用程式設定。

1. 建立函數繪圖和幾何作圖文件，或開啟舊有文件。

2. 在「文件工具箱」中按一下 開啟「函數繪圖&幾何作圖」應用程式功能

表。

3. 按一下 設定>設定。

此時開啟「函數繪圖&幾何作圖設定」對話方塊。



4. 按下 Tab鍵或使用滑鼠以在設定列表中進行移動。按一下¢開啟下拉式列
表，以檢視每一個設定可使用的值。

欄位 值

顯示位數 • 自動

• 浮點數

• 浮點數1 -浮點
數12

• 定位數0 -定位
數12

繪圖角度 • 自動

• 弧度角度

• 度數角度

• 梯度

幾何角度 • 自動

• 弧度角度

• 度數角度

• 梯度

5. 選取所需設定。

6. 選取勾選方塊以啟用該選項，或清除勾選方塊以停用該選項。

勾選方塊 選取後會進行的作業

自動隱藏圖表標
籤

圖表標籤只有在選取、抓取或滑鼠移經上方時才
會顯示。

顯示座標軸端值 數值標籤顯示座標軸上呈現的最小值與最大值

顯示函數操作的
工具提示

當操作函數圖形時會顯示有用資訊

自動尋找需要的
點

顯示已繪圖形函數的零點、最小值、最大值，以及
追蹤函數圖時的物件。

7.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若要將自訂的設定套用到「所有」函數繪圖&幾何作圖文件，按一下
「設為預設值」。

• 如要將設置只套用到已開啟文件，請按一下確定。

• 若要還原預設值，按一下還原。

• 按一下取消關閉對話方塊，此動作不做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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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師版軟體中的問題

教師版軟體中的 [問題] 應用程式允許您編寫多項選取、開放式答覆、方程
式、運算式、座標點、清單、影像和化學問題。

雖然學生不能填寫問題，但是他們可以開啟含有問題的文件並回答這些問
題，也可以在 [自我測驗] 模式下檢查自己的回答。

[問題] 應用程式位於 [文件工作空間] 的 [插入] 功能表中。

À 插入功能表。按一下插入並選取問題以新增問題，或選取圖像為問題新
增圖像。

Á 文件工具。按一下此圖示以開啟工具箱面板。

Â 問題工具。提供使用 [問題 ]應用程式時可用的工具功能表。

Ã 設定工具。可為插入的每個問題設置特定屬性。

Ä 問題區域。可以在此處輸入問題和檢視學生答覆。

Å 格式化設定工具列。可應用文字格式。

Æ 文件預覽。在計算機或電腦模式下檢視文件。預覽可以變更，但頁面大
小不能變更。關於文件預覽的更多資訊，請見處理 TI-Nspire™文件。

認識問題工具

新增問題時會開啟 [問題] 應用程式。需要時可以按一下 [文件工具] 來開
啟工具功能表。

附註：[教師工具面板] 不對學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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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名稱 工具功能

[清
除
答
案 ]

讓教師或學生可以在目前的問題或文件中清除答案。

[檢
查
答
案 ]

如果在 [問題屬性 ]對話方塊中選取文件類型為 [自我測驗 ]
，則學生可以在文件中勾選答案。

插
入

教師或學生可以在問題或答案中插入運算式方塊或化學
方程式方塊。

格
式

教師或學生可將所選取文字以下標或上標的形式進行格
式化。(由於化學方程式框使用自己的格式化工具，因此
該格式工具在化學方程式方塊中無效。)

教
師
工
具
箱

-可以新增著作權資訊，並將文件類型設定為 [自我測驗 ]或
[測驗 ]。

使用 [插入] 功能表

可透過 [文件工具] 中的 [插入] 功能表向一些問題類型的 [問題] 區域、[建議

答案] 區域或 [修改答覆] 區域新增數學運算式方塊 和化學方程方塊
。如果問題類型允許新增數學運算式或化學方程式，請將游標放到要插入方
塊的位置，然後執行以下步驟。

1. 開啟 [問題] 工具。

2. 按一下插入>運算式方塊或化學方塊。

軟體即在游標位置插入一個空白方塊。

3. 根據需要輸入數學運算式或化學方程式，然後按一下方塊外繼續輸入文
字。

使用教師工具箱

使用 [教師工具箱] 可新增著作權資訊，並可將文件類型設定為 [自我測驗] 或
[測驗]。

正在新增著作權資訊

使用 [問題屬性] 對話方塊以在目前問題中新增著作權資訊。



1. 按一下 教師工具箱 圖示 > 問題屬性。

此時會開啟 [問題屬性] 對話方塊。

2. 輸入作者的名稱，然後移至 [著作權 ] 欄位。

附註：TI-Nspire™軟件 可讓您在同一份文件中使用多位作者的問題。因
此，輸入的作者及著作權相關資訊並非通用。您必須針對每個不同的問
題輸入相關資訊。

3. 選取問題是否為公用網域或有指定的著作權，然後移至 [年份 ] 欄位。

4. 輸入問題的著作權年份，然後移至 [所有人 ] 欄位。如果您是新問題的著
作權所有人，請輸入目前的年份 範例：2012).

5. 輸入著作權所有人或實體的名稱。

6. 按一下確定。

設定 [自我測驗] 和 [測驗] 文件類型

當文件定義為 [自我測驗] 或 [測驗] 時，文件中的所有問題項目將會變為 [自
我測驗] 或 [測驗] 其中之一。

• 如果將文件類型定義為 [自我測驗]，學生可以根據教師提供的答覆檢查
他們的答覆。

• 而在 [測驗] 模式中，您輸入問題的建議回答時，學生們無法看到您的答
覆。可以使用 [測驗] 模式自動評量學生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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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教師工具箱 圖示 > 問題屬性。

2. 在 [文件類型] 欄位中，按一下測驗或 自我測驗。

3. 按一下確定。

了解組態工具

組態工具可為每一個插入的問題類型設定特定屬性。屬性包括答覆類型、答
案數目( 若適用) 、正確答覆及其他選項。

例如：可以指定問題的正確答案、設定圖形中的尺度、座標軸和格線。可以在
包含 [正確答案] 欄位的問題類型中新增 2D數學運算式。

每一種問題類型都有不同的選項組合。各問題類型的選項說明，請參見新增
問題部分。

當從一個文件中複製問題並貼上另一個文件時，系統會保留組態設定。

正在新增組態選項

1. 按一下 [文件工具箱] 之組態列中的向下箭頭，以開啟組態工具。

2. 按一下需要編輯的選項旁邊的向下箭頭，並輸入相應的文字。



3. 關閉組態面板。儲存文件時，系統會自動儲存所選取的選項。

設定文字和物件格式

使用文字格式化工具為支援文字輸入的問題部分中的文字設定格式。

格式工具列中還有 [文件工具] 圖示，可方便地開啟 [問題] 和 [組態] 工
具。

關於設定文字格式和物件的更多資訊，請參見處理 TI-Nspire™文件。

在問題中新增影像

可以在許多問題的 [問題文字區域] 中新增影像。在部分問題類型中，可以在
問題的 [學生答案] 或 [建議回答區域] 中新增影像。

可以新增影像作為視覺輔助工具以協助解釋問題的內容，或作為圖形背景。

可以從電腦的影像集中選取影像，或是從其他應用程式將影像複製並貼上至
問題文字區域。更多資訊請參見處理影像。

可用的影像類型

問題應用程式中可以使用下列檔案類型：

• .jpg

• .jpeg

• .bmp

• .png

附註：不支援 .png 的透明功能。任何透明的 .png 背景將會顯示為白色。

使用插入指令新增影像

1. 按一下 插入>影像。

[插入影像] 對話方塊隨即開啟。

2. 瀏覽至影像的所在位置並選取該影像。

3. 按一下開啟。

該影像將會出現在您的問題中。

使用剪貼簿新增影像

從 TI-Nspire™文件、影像檔案或其他程式複製影像至剪貼簿，請使用 Ctrl + C
(Mac®: “ + C)。

要將影像粘貼至某個問題，請使用 Ctrl + V (Mac®: “ + V)。

新增問題

可以新增的問題類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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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選題

- 自訂

- ABCD
- 是非題

- 是/否
- 一向如此/偶爾/絕對不會

- 同意/不同意

- 極為同意…極不同意

• 簡答題

- 解釋 (非自動評分)
- 文字配對 (自動評分)

• 方程式和運算式

- y=
- f(x)=
- 運算式

• 座標點以及列表

- (x,y) 數值輸入

- 落點

- 列表

• 影像

- 標籤

- 描點

• 化學

當選取問題類型時，問題的簡短解釋顯示於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底部。



開啟問題範本時，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新增複選題

此範例說明如何新增自訂的複選題。自訂選取題可讓您指定學生可以選取的
答案。您可以選取一個或多個回答作為正確解答，以協助您評量學生或協助
學生在 [自我測驗] 模式中檢查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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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新增自訂複選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複選標題下的自訂選項。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自訂選項]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範本中會有兩個預設的答覆選項。

4. 輸入問題。

• 您可以在 [問題區域] 和 [建議回答區域] 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
和化學方程式的組合。

• 您可以在問題文字區域中新增影像。

5. 按 Enter 即可新增另一行問題，或是按 Tab前往第一個 [正確答案] 選項按
鈕。

6. 請輸入答覆選項。也可以新增影像( 如果需要) 。

7. 按 Enter 可新增其他回答選項，並新增回答文字。

• 按 Delete 可清除或刪除回答。

• 按 Backspace 可刪除空白的回答列。

8. 需要時可以按一下建議答案旁的選項。

附註：在 [自我測驗] 模式下，學生可以根據建議答案檢查他們的答案。

9. 開啟組態工具。選取答案類型，然後按一下與正確答案相對應的選項。



新增簡答題

簡答題會提示學生寫下答案。釋義題類型可讓學生任意作答。符合文字的問
題類型可使教師指定讓學生選取的答案。文字匹配類型的問題可自動評分；
開放式問題不能自動評分。

此範例顯示如何新增釋義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開放式答案下的解釋。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簡答題]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您可以在 [問題區域] 和 [建議回答區域] 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
和化學方程式的組合。

• 您可以在問題文字區域中新增影像。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之間瀏覽。

5. 開啟組態工具。將回答類型選取為 [釋義題] 或 [符合文字]，然後輸入正
確答案。

• [釋義題] 回答類型可讓學生提供最接近建議回答的答案。

• [符合文字] 回答類型要求學生提供與建議答案完全相符的答案。如果
大小寫不重要，可以勾選忽略大小寫勾選方塊。

使用教師版軟體中的問題 120



121 使用教師版軟體中的問題

• 您可以在正確答案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
組合。

新增方程式問題

方程式問題提示學生編寫方程，格式為 y= 或 f(x)=，或用一系列運算式作出回
答。

此範例說明如何新增 y= 的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在等式和運算式下選取 y=。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方程式]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您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您可以在問題文字區域中新增影像。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間瀏覽。

5. 需要時請輸入建議回答。

6. 按 Enter 可新增其他回答選項，並新增回答文字。

• 按 Delete 可清除或刪除回答。

• 按 Backspace 可刪除空白的回答列。



7. 開啟組態工具可設定回答的數目、正確答案以及學生是否需要顯示他們
的答案。您也可以新增將在 [問題] 區域顯示的圖形。

• 回答的數目範圍為 1到 5。
• 顯示您的答案 選項包含供學生寫下他們的出發點、步驟以及最終答案

的區域。如果允許多個回答，則將停用可以顯示答案的選項。

• 若要在 [問題] 區域中新增圖形，請勾選包含圖形預覽方塊。系統就會
分割 [問題] 的文字區域，並在右邊顯示圖形。

• 在圖形中，可以使用 [函數繪圖和幾何作圖] 工具箱來新增功能。

附註：只有教師可以編輯圖形。學生只能檢視及縮放圖形。

• 按一下 以額外新增多個正確答案的欄位。例如，可能想要將 y=
(x+1)(x+2) 和 y=(x+2)(x+1) 同時設為正確答案。

• 選取是否接受等值答案為正確答案。

使用教師版軟體中的問題 122



123 使用教師版軟體中的問題

- 如果您未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和您
所提供的任一回應的表達文字完全相符時，就算正確。

- 如果已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與您提
供的預設為可接受的任何回應等值時，就評為正確。例如，如果您
規定 x+2是正確答案，學生提交的答案是 2+x，那麼該回應與預設
為可接受的回應等值，應自動評為正確。當軟體在計算學生的答
案時，系統會忽略空格、大小寫，以及多出來的括號。例如：y=2x+1
會視同於 Y = 2X + 1。

新增運算式問題

運算式問題提示學生通過數值或運算式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 [方程式和運算式] 下方的運算式。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運算式]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可以在 [問題區域] 新增影像。

5. 在運算式類型答案中，根據需要輸入起始運算式。學生將看到起始運算
式。

6. 依照需要輸入建議回答。



• 如果將答案類型設定為 [數值]，則答案欄位是只能接受數值的數學
框，如 1/3。

• 如果將答案類型設定為 [運算式]，則答案欄位是只能接受運算式輸入
的運算式框，如 2(3+5)。

7. 開啟組態工具可設定回答類型的數目或運算式、以及學生是否需要顯示
他們的答案並輸入正確答案。也可設定數值類型的容許值，或運算式類
型的等值答案。

• 顯示您的答案選項包含供學生寫下他們的出發點、步驟以及最終答案
的區域。

• 在數值類型答案中，輸入可接受的數值答案和容許值。如果任何學生
回應在您指定的容忍區間內，就算正確。

• 指定容許值為零，表示您期望的是精確數字答案。未指定容許值等同
於指定容錯值為零。

• 如果學生答案在數值上與正確答案等值，就算正確。當軟體在計算學
生的答案時，系統會忽略空格、大小寫，以及多出來的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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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運算式類型答案中，如果有多個正確答案，則可以新增額外的欄位
( 最多 10個) 。

• 在運算式類型答案中，按一下 開啟 [範本] 和 [符號] 類別以輸入 2D
數學運算式。

• 在運算式類型答案中，可選取是否接受等值答案為正確答案。

- 如果您未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和您
所提供可接受回應中的任一個表達文字完全相符時，就算正確。

- 如果已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與您提
供的預設為可接受的任何回應等值時，就評為正確。例如，如果您
規定 x+2是正確答案，學生提交的答案是 2+x，那麼該回應與預設
為可接受的回應等值，應自動評為正確。當軟體在計算學生的答
案時，系統會忽略空格、大小寫，以及多出來的括號。例如：x+2會
視同於 X + 2。

請注意：學生可以輸入您提供的開始運算式，並自動將此回應評為
正確。例如，若您要求學生分解 x2-7x+12並規定正確答案為 (x-3)(x-
4)，則學生可提交 x2-7x+12作為答案。該答案是與可接受答案是等
效，因此將自動評定為正確的。必須手動在 [檢閱] 或 [公事包] 工
作空間中將該學生的回應標記為錯誤。有關答案評分和評級的更
多資訊，請參見各工作空間對應章節。

新增( x,y) 數字輸入 題

(x,y) 數值輸入問題以提示學生通過座標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 [座標點和列表] 下的 (x,y) 數值輸入。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可以在 [問題區域] 新增影像。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之間進行瀏覽。

5. 依照需要輸入建議回答。

• 回答欄位為運算式方塊，並且僅接受運算式輸入。

6. 按 Enter 可新增其他回答選項( 最多五個) ，並且可以新增回答文字。

• 按 Delete 可清除或刪除回答。

• 按 Backspace 可刪除空白的回答列。

7. 開啟組態工具即可設定點的數目、新增圖形預覽、輸入正確答案，以及設
定等值答案為正確答案( 如果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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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的數目範圍為 1到 5。

• 按一下 以額外新增多個正確答案的欄位。可以在正確答案的欄
位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合。

• 按一下 即可開啟 [範本和符號調色盤]，以供輸入 2D數學運算式 。

• 若要在 [問題] 區域中新增圖形，請勾選 包含圖形預覽。系統就會分割
[問題] 的文字區域，並在右邊顯示圖形，左邊顯示學生提示區域。若
要變更圖形位置，請按一下提示 位置旁邊的向下箭頭並在學生提示區
域選取所需的圖形位置。

• 在圖形中，可以使用 [函數繪圖和幾何作圖] 工具來新增功能。

附註：只有教師可以編輯圖形。學生只能檢視及縮放圖形。



• 選取是否接受同等答案為正確答案。

- 如果未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和您所
提供的預設為可接受的任一回應的表達文字完全相符時，就算正
確。

- 如果已勾選接受等值的回應作為正確答案，當學生的回應與您提
供的預設為可接受的任何回應等值時，就評為正確。例如，若您輸
入 (-0.5, .75) 作為正確答案，學生提交答案為 (-.5, .75) 或 (-1/2, 3/4)
時，此答案等同於可接受答案，將自動評為是正確的。

新增落點題

落點問題會插入一個圖形並提示學生用落點在圖形上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選取座標點和列表下的落點。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落點]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圖形會在 [學生] 回答區域中。

• 在圖形中可以使用 [函數繪圖和幾何作圖] 的工具列來新增功能。

附註：只有教師可以編輯圖形。學生只能檢視、縮放圖形，或是在圖形
上放置點。

4. 輸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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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可以在 [問題區域] 新增影像。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間瀏覽。

5. 開啟組態工具即可設定點的數目、隱藏或顯示座標，以及輸入正確答案。

• 點的數目範圍為 1到 5。
• 預設為關閉顯示座標功能。選取勾選方塊即可在圖形上顯示座標標

籤。

• 按一下 以額外新增多個正確答案的欄位。可以在正確答案的欄
位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合。

• 按一下 即可開啟 [範本和符號調色盤]，以供輸入 2D數學運算式 。

新增序列題

序列題會插入一個列表並提示學生在列表中輸入資料來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從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中的 座標點和列表 問題下方選取 序列。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序列]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可以使用與 [序列&試算表] 應用程式中可用的相同功能來新增列或
行、變更序列的名稱，以及在序列中輸入資料。

5. 依照需要在序列中輸入初始資料。

6. 開啟組態工具即可設定學生回答的序列數目。

• 序列數目的範圍為 1到 5。
• 序列必須具有名稱。預設名稱是列表 1、列表 2 等。

新增影像：標籤問題

影像：標籤問題會插入一張影像。可以在影像中新增空白欄位，以供學生填
寫空白欄位來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選取影像下的標籤。

3. 按一下插入。

影像：標籤範本開啟並顯示空白背景和一個標籤。這就是要插入問題影
像的地方。

4. 輸入問題。

•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之間進行瀏覽。

5. 在問題範本底部插入一張影像。

6. 開啟 [組態] 工具，設定答案數量並輸入各標籤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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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數量決定影像上的標籤數量。每個新答案都會為標籤唯一的識別
字，如 A、B、C等。將標籤拖到影像上相應位置。

附註：如果設定多於 26個答案，則標籤會從 1開始被標記上編號。最
多可再插入 35個標籤。

• 在答案區域，按一下 即可開啟 [範本和符號調色盤]，以供輸入 2D
數學運算式 。

• 如果標籤文字太大以至無法適用預設標籤大小，可拖動標籤邊框重新
調整其大小。

7. 如有必要，可以在標籤中輸入建議的答案。如果大小寫不重要，可以取消
勾選忽略大小寫勾選方塊。

• 可以在 [答案]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在輸入建議答案時，相應影像標籤上會顯示答案的鏡像影像。如果建
議答案太大以至無法適用預設標籤大小，可拖動標籤邊框重新調整其
大小。

新增影像：物件點問題

影像：物件點問題會插入一張影像。在影像上新增勾選方塊，讓學生標記正
確的勾選方塊來回答問題。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選取影像下的對象點。

3. 按一下插入。

影像：物件點範本開啟並顯示空白背景和一個點。這就是要插入問題影
像的地方。

4. 輸入問題。

•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按 Tab鍵或滑鼠游標即可在欄位之間進行瀏覽。

5. 開啟 [組態] 工具，設定答案類型、答案個數和正確答案。

• 答案類型用圓表示單選問題，用方塊表示多選問題以讓學生明白他們
可以選取多項。

• 答案數量決定影像上點的數量。每個答案都會為點提供一個唯一識別
字，如 A、B、C等。將點拖到影像上相應位置。

附註：如果設定多於 26個答案，則點會從 1開始被標記上數位。最多
可再插入 35個點。

6. 如有必要，可以按一下一個或多個點作為建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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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化學問題

新增化學問題時，學生可使用化學公式或方程式回覆。

1. 按一下插入>問題。

Choose Question Type(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化學。

3. 按一下插入。

此時會開啟 [化學] 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4. 輸入問題。

• 可以在 [回答] 區域中輸入任意文字、數學運算式和化學方程式的組
合。

• 可以在 [問題區域] 新增影像。

5. 依照需要輸入建議回答。

6. 開啟 [組態] 工具，輸入一個正確答案。

按一下 以額外新增多個正確答案的欄位。應該輸入所有可能答案。
該軟體不會評估化學答案的等效性。



學生投票

透過 [簡易投票] 工具可對學生進行「投票」。所謂投票，是將問卷傳送給學
生，他們會立即在計算機上收到問卷。學生收到問卷後，可將回答傳回您的
電腦。可在所有工作空間中使用 [簡易投票]。當收到學生的回答後，可使用
[檢閱工作空間] 來檢閱回答。

按一下任何工作空間的「簡易投票」圖示 可開啟 [文件工作空間]，以啟
動簡易投票。啟動簡易投票會同時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在投票進行過程
中，您可以切換到任意工作空間，但是只能在 [文件工作空間] 或 [檢閱工作
空間] 內停止該投票。

您可傳送下列類型的問題：

• 複選

- 自訂選項

- ABCD
- 是非題

- 是/非
- 一向如此/偶爾/從不

- 同意/不同意

- 極為同意 ......極不同意

• 簡答題

- 釋義題 非自動評分

- 符合文字 自動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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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和運算式

- y=
- f(x)=
- 運算式

• 座標點以及列表

- (x,y) 數字輸入

- 落點

- 列表

• 影像

- 標籤

- 描點

• 化學

選取某個問題類型時，[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底部會顯示問題的簡短說
明。

開啟 [簡易投票 ] 工具

您可以從任意工作空間內開啟 [簡易投票] 工具。您可從舊有文件中傳送某
項投票或開啟一個新文件以開始進行投票。

在開始之前，請確定課堂中有班級的存在。

1. 按一下 [工具 ] > [簡易投票 ] 或按一下 。

[選取問題類型] 對話方塊開啟。



2. 選取問題類型並按一下 [插入 ]。

新文件開啟時，同時開啟問題範本，且游標位於 [問題] 文字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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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投票文件命名為 <Class name, Quick Poll Set#, mm-dd.tns>。例如：
Algebra1 - Mrs. Smith QP2 10-26.tns。可以在儲存投票時為其重新命名。

附註：上課期間的所有簡易投票均包含在 [文件工作空間] 的標籤中。當
某項投票內超過 30個問題或您啟動了新的上課期間，就會啟用新的標
籤。

附註：有關問題類型以及建立與設定方面的問題，請參閱使用 Teacher
Software 中的問題。

傳送「簡易投票」

在已選取 [簡易投票] 問題並已輸入資訊與已選取選項之後，便隨時可將投票
傳送給學生。

▶ 若要傳送 [簡易投票] 問題，請按一下 [開始投票 ] 。

立即就會將投票傳送給學生。[簡易投票] 將中斷啟用 TI-Nspire™文件，且「簡
易投票」變為啟用文件。

您可隨時停止與重新開始投票。

使用 [簡易投票] 選項

當簡易投票處於啟用狀態時，就會啟用[工具 ] > [簡易投票選項 ] 功能表。依
據您使用的軟體是否支援所連接計算機或筆電，可使用選項會有所不同。
( 允許存取文件選項不可使用於網路的電腦的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 允許存取文件。允許您授權或拒絕學生存取其計算機上的速寫板及任何
文件。學生可存取文件、進行數學計算，並將結果複製回投票中。



附註：如果在簡易投票期間未開啟 [允許存取文件] 的同時有感應器連接
到電腦或計算機，則會取消簡易投票，且資料收集控制台變成啟用狀態。

• 允許重新提交。允許學生多次提交其答案。

停止投票

可隨時停止投票。學生不需要在其計算機或電腦上執行任何動作來停止投
票。當您停止投票時，學生就無法再提交答案。

▶ 要停止投票，按一下 [停止投票 ] 。

附註：如果您在執行 [簡易投票] 期間暫停課程，[簡易投票] 仍會保留在學生
的計算機上，但學生在您恢復課程之前無法回答或提交投票。網路電腦的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教師版體無法使用暫停上課選項。

重新傳送 投票

您可以在 [檢閱工作空間] 中重新傳送投票，同時不需要切換工作空間或啟動
新問題。

軟體將重新傳送的投票作為新投票處理。學生在其計算機或筆電上已開啟文
件最上方會收到一份新投票。

投票的資料會作為新資料處理，不會覆蓋原始投票的任何資料。

▶ 要重新傳送剛剛傳送的投票，則按一下 [開始投票 ] 。

▶ 要重新傳送以前的投票，則按一下頁面排序程式中的投票，然後按一下

[開始投票 ] 。

投票會按傳送的先後順序新增到頁面排序程式中。頁面排序程式會說明該投
票是重新傳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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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投票傳送 至缺席的學生

您可以在停止投票之前，將最新投票傳送給未登入的學生。

附註：[傳送至缺席] 選項僅適用於最新傳送的投票。

1. 在頁面排序程式中，按一下最新傳送的投票。

2. 按一下 [檔案 ] > [傳送至缺席 ]。

會立即將投票傳送給在之前傳送投票時未登入但目前登入的學生。

所收集缺席學生的資料會新增到最新投票的資料中。

儲存投票

在投票進行過程中，您可以將簡易投票的結果儲存到 [文件夾工作空間] 中，
或者將一組完整的簡易投票文件另存新檔為 .tns 檔案。

還可以將檔案從「班級工作空間」或「檢閱工作空間」儲存到「文件夾工作空
間」。

上課期間的簡易投票儲存在「文件夾工作空間」的某一欄中。

當某項投票內有超過 15個問題或您啟動新的上課期間時，就會啟用新欄。

▶ 要將簡易投票儲存到 [文件夾工作空間] 中，按一下 [檔案 ] > [儲存至文件
夾 ]。

附註：進行第一次儲存後，之後的更改內容會自動在 [文件夾工作空間] 中
更新，直到進行停止投票動作為止。



您還可以將一組簡易投票另存新檔為主文件( .tns 檔案) 。主文件包含對收集
的學生答案進行評估時可以作為答案要點的資訊。

▶ 如果要將簡易投票另存新檔為主文件，按一下 [檔案 ] > [將簡易投票集另
存新檔為文件 ]。

附註：另存新檔為 .tns 檔案後，對該投票所作的任何後續更改都不會更新
.tns 文件。

檢視投票結果

可在 [檢閱工作空間] 中檢閱簡易投票的結果。

上課期間的投票均包含在 [檢閱工作空間] 「簡易投票」標籤中。每個新問題
均被新增至頁面排序程式中，而且軟體會自動開啟最新傳送的問題。當某項
投票內有超過 30個問題時，就會啟用新的標籤。

可使用柱狀圖、圖形或表格的形式來檢視結果。當學生傳送回答時，結果會
自動更新，直到進行停止投票動作為止。

下列範例說明表格所列的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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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檢視與排序投票結果的詳細資訊，請參考使用[檢閱工作空間]。



處理 TI-Nspire™文件

使用 TI-Nspire™應用程式建立與儲存的所有工作會以文件形式儲存，並可與
其他的 TI-Nspire™軟體使用者與計算機的使用者進行共享。文件分為兩種類
型 :

• TI-Nspire™文件( .tns 檔)

• PublishView™文件( .tnsp檔)

TI-Nspire™ 文件

TI-Nspire™文件由一或多個問題所組成。每個問題可包含一個或多個頁面。
工作區域顯示單一頁面。頁面中的應用程式進行所有工作。

因為 TI-Nspire™軟體和計算機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以您建立的 TI-Nspire™文件
可在電腦與計算機之間進行傳輸。建立文件時，要選擇以下兩種頁面大小之
一 :

• 計算機。大小 : 320 × 217像素。這種大小的文件可在所有平台上檢視。在
平板或較大的螢幕檢視時，內容會進行縮放。

• 電腦。大小 : 640 × 434像素。在較小的平台上檢視時，不會對內容進行縮
放。某些內容在計算機裝置上可能無法看到。

您可隨時將文件的頁面大小從一種轉換為另一種。

PublishView™ 文件

PublishView™文件可使用一般紙張列印或發佈至網站或部落格。PublishView™
文件可包含格式化文字、影像與超連結，以及所有的 TI-Nspire™應用程式。

有關這些工具的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處理 PublishView™文件

建立新 TI-Nspire™ 文件

當開啟軟體時，[文件工作空間] 會開啟包含一個問題的空白文件。可以新增
應用程式與內容至此問題以建立文件。

附註 :如果選取 [在啟動時顯示] 選項，則在開啟軟體時會顯示 [歡迎使用] 畫
面。按一下應用程式圖示，以新增已開啟應用程式上的問題至新文件。

若要建立新的文件，請完成下列步驟 :

1. 在 TI-Nspire™ [檔案 ] 功能表 ,

• 選取新 TI-Nspire™文件 -計算機頁面大小。

-或是-

• 選取新 TI-Nspire™文件 -電腦頁面大小。

[文件工作空間] 中會開啟新文件，且系統會跳出選取應用程式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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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應用程式以新增問題至文件。

問題會新增至文件。

開啟舊有文件

若要開啟現有的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按一下[檔案 ]> [開啟文件 ]。

—或—

按一下 。

此時會啟動 [開啟] 對話方塊。



2. 使用檔案瀏覽器尋找要開啟的檔案，然後按一下以選取檔案。

3. 按一下開啟。

工作區域中會開啟文件。

附註 :若要從最近使用的 10個文件中進行選取，請按一下 [檔案 ] > [最近的文
件 ]，然後從下拉式列表中選取文件。

儲存 TI-Nspire™ 文件

若要儲存新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選取 [檔案 ] > [儲存文件 ]，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儲存 TI-Nspire™文件] 對話方塊。

2. 瀏覽至要儲存文件的資料夾，或在其中建立資料夾以儲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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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新文件名稱。

4. 按一下 [儲存 ] 以儲存新文件。

此時會關閉文件並以副檔名 .tns 進行儲存。

附註 :儲存檔案後，在下次開啟檔案時，軟體會先尋找相同的資料夾。

以新檔案名稱儲存文件

若要在新的資料夾及/或使用新檔案名稱儲存舊有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按一下檔案> 另存新檔。

此時會開啟 [儲存 TI-Nspire™文件] 對話方塊。

2. 瀏覽至要儲存文件的資料夾，或在其中建立資料夾以儲存文件。

3. 輸入文件的新擋案名稱。

4. 按一下 [儲存 ] 以新檔案名稱儲存文件。

刪除文件

在電腦上刪除的檔案會傳送到 [資源回收筒]，並可在尚未清空 [資源回收筒]
的情況下擷取檔案。

附註 :在計算機上刪除檔案是永久性且無法復原的動作，所以要刪除選取的
檔案時請務必謹慎。

1. 選取要刪除的文件。

2. 按一下 編輯> 刪除或按 刪除。

將開啟 Warning( 警告) 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Yes(是 )確認刪除。

此時會刪除文件。

關閉文件

▶ 若要關閉文件，請按一下 [檔案 ] > [關閉 ]，或按一下在文件下方文件標籤
的 [關閉 ] 圖示。

▶ 若使用並排檢視，請按一下文件視窗右上角的 [關閉 ] 圖示。

設定文件中的文字格式

使用文字格式設定工具為支援輸入的 TI-Nspire™應用程式的文字以及
PublishView™文件中的文字設定格式。預設情況下，文字格式設定工具列在



活動文件上方的區域中打開。工具列上選項根據啟動的應用程式進行啟用或
禁用。

選項 函數

按一下 ¤即可開啟使用中應用程式的功能

表。無論 [文件工具箱 ]中已選定哪些選項，
都可以使用該工具開啟應用程式功能表。

按一下 ¤選取標示文字的背景顏色，或者

選擇選定儲存格的填充顏色。

按一下 ¤選擇物件的線條色彩。例如，在

[函數繪圖  & 幾何作圖 ]中，可以為所選取圖
形選擇一種色彩。

按一下 ¤為選定的文字選擇一種色彩。

使用這些工具選擇字型和設定字型大小。

• 按一下 ¤從下拉式列表中選擇一種其
他字型。

• 要選擇特定字型大小，按一下 ¤從下
拉式列表中選擇字型大小。

• 按一下 逐漸增大字型，或按一下
逐漸減小字型。

按一下相應的工具應用粗體、斜體或底線 ;
應用上標或下標 ;或刪除文字。

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使用這些工具將文
字定位在頁首或頁尾範圍內，或者定位在

文字方塊中。 此時開啟 [編輯超連結 ]對
話方塊。

有關這些工具的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處
理 PublishView™文件。

隱藏和顯示格式設定工具列

▶ 當格式設定工具列可見時，按一下 £( 位於工具列下方) 隱藏工具列。

▶ 當格式設定工具列隱藏時，按一下 ¤顯示工具列。

處理 TI-Nspire™文件 146



147 處理 TI-Nspire™文件

在文件中使用色彩

在允許設定格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可以將顏色套用至物件的填充區
域、直線或文字，具體取決於所使用應用程式以及選取項目的方式。若要使
用的圖示或功能表項目在選取項目後無法使用( 變成灰色) ，表示所選項目無
法使用色彩。

在電腦上或在 TI-Nspire™ CX計算機上開啟的文件上會顯示色彩。

附註 :有關在 TI-Nspire™應用程式中使用色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該應用程式
章節。

從列表新增色彩

若要新增色彩至填充區域、線條或文字，請執行下列步驟 :

1. 選取項目。

2. 按一下 [編輯 ] > [色彩 ]，或選取要新增色彩( 填充、線條或文字) 的位置。

3. 從列表選取色彩。

從調色盤新增色彩

若要使用調色盤新增色彩，請執行下列步驟 :

1. 選取物件。

2. 按一下適當的工具列圖示。

3. 從調色盤選取色彩。

設定頁面大小和文件 預覽

建立文件時，根據文件的用途來確定頁面大小為適用於「計算機」還是「電
腦」。每個平台均能開啟這兩種頁面大小的文件，而且可以隨時轉換頁面大
小。

• 計算機。大小 : 320 × 217像素，固定。可在所有平台上檢視計算機文件。
可在平板電腦或更大的螢幕上放大內容。

• 電腦。大小 : 640 × 434像素，最小。使用較高解析度螢幕時，電腦文件會
自動放大。最小尺寸為 640 × 434，因此部分內容在計算機上可能會被剪
切。

附註 :您可使用「計算機」或「電腦」預覽來查看這兩種尺寸的文件。

轉換目前文件的頁面大小

▶ 在主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轉換為，然後選取頁面大小。

軟體會儲存目前文件，並建立一個使用所請求頁面大小的副本。



以「計算機」預覽文件

1. 在應用程式工具列上按一下文件預覽，然後選取計算機。

預覽將會變更。這不會變更文件的實際頁面大小。

2. ( 選用) 調整檢視放大率 :

- 按一下工作區域下方的縮放工具，然後選取預覽放大值。

—或—

- 按一下調整成螢幕大小按鈕 使計算機預覽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

以「電腦」預覽文件

1. 在應用程式工具列上按一下文件預覽，然後選取電腦。

預覽將會變更。這不會變更文件的實際頁面大小。

2. ( 選用) 按一下工作區域下方的粗細工具，然後選取增大或減小文字和其

他項目之粗細程度的值。

設定預覽預設值

系統預設為在開啟文件時，會自動使用與文件頁面大小相符的預覽來開啟文

件。您可忽視本規則並指定想要的預覽格式。

1. 在主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設定 > 設定預覽。

2. 選取開啟文件時欲使用的預覽格式。

處理多個文件

當有多個文件開啟時，所有文件名稱會列在工作區域下方的標籤裡。一次只
能使用一個文件，且功能表或工具中的指令只影響使用中的文件。

若要在文件之間進行切換，請執行下列動作 :

À 按一下標籤以在工作區域顯示文件。此文件會成為使用中的
文件。如果 [並排顯示文件 ]畫面是開啟狀態，則不會顯示這
些標籤。

Á 使用左右箭頭捲動瀏覽文件列表。只有在視窗中容納不下所
有文件時，才會啟動這些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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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按一下 [顯示列表 ]圖示以列出所有已開啟文件。開啟大量文
件且標籤上的文件名稱可能被截斷時，這會很有幫助。

處理並排檢視的多個文件

開啟多個文件時，可以在工作區域檢視文件的縮圖。若要切換畫面，請執行
下列動作 :

▶ 按一下 Window(視窗 ) > Show Documents in Tiles(並排顯示文件 )。

開啟的文件會在工作區域中以縮圖顯示並啟動捲軸。

狀態列會維持為可使用的狀態，不過，此時文件名稱會顯示在縮圖畫面上。
按一下選取 [視窗 ] > [標籤顯示文件 ]，以在工作區域一次檢視一個文件。

使用應用程式

第一次開啟新文件或新增新問題至文件時，請從功能表選取應用程式。

以下 圖示 顯示“清單和試算表”套用的文件在工作區域中顯示時的外觀。



À 文件 名稱。標籤顯示所有已開啟文件的名稱。按一下名稱，使之成為使
用中的文件。

Á 頁面大小。顯示文件的頁面大小是 [計算機 ]還是 [電腦 ]。您可使用
TI-Nspire™ 檔案功能表將文件頁面大小從一種轉換為另一種。

Â 問題 /頁面計數器。為現用頁面標注問題編號和頁面編號。例如，標籤為
1.2 表示問題號為 1，頁碼為 2。

Ã 設定。按兩下可檢視或變更使用中文件的 [文件設定 ]，還可變更預設的
[文件設定 ]。

Ä 角度模式。顯示角度模式的簡明資訊 (角度、弧度或百分度 )。將指針懸
停在指示器上可查看全名。

Å 縮放。僅在 [計算機 ]預覽模式下啟用 (選取工具列上的文件預覽，然後選

取計算機 )。按一下 ▼，然後選擇放大值，或按一下 適合螢幕按鈕 使
計算機預覽自動調整到視窗大小。.

Æ 粗細。僅在 [電腦 ]預覽模式下啟用 (選取工具列上的文件預覽，然後選取
電腦 )。按一下 ▼，然後選取一個值來增加或減少文字或其他項目的粗
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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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頁面中的多個應用程式

最多可以新增四個應用程式至一個頁面。在頁面上有多個應用程式時，使用
中應用程式的功能表會顯示在 [文件工具箱] 中。使用多個應用程式需要兩
個步驟 :

• 變更版面配置以容納多個應用程式

• 新增應用程式

即使已正在使用某個應用程式，也可以新增多個應用程式至頁面。

新增多個應用程式至頁面

每一個頁面預設為包含可新增一個應用程式的空間。若要新增其他應用程式

至頁面，請完成下列步驟。

1. 按一下編輯 > 版面配置 > 選取配置。

—或—

按一下 。

頁面配置功能表將開啟。

有八個版面配置選項可供使用。以灰色顯示已選取選項。

2. 標示要新增至問題或頁面的配置，然後按一下以選取。

新配置會與第一個使用的應用程式一起顯示。



3. 在 [計算機] 預覽模式中，按一下 [按下 ] 功能表以在問題或頁面中的每一

個新段落選取應用程式。在 [電腦] 檢視中，選擇按一下此處添加應用程

式。

交換應用程式

若要在具有多個應用程式的頁面上變更應用程式的位置，請「交換」兩個應用

程式的位置。

1. 按一下 [編輯 ] > [版面配置 ] > [交換應用程式 ]。

附註 :此時會自動選取上一次使用的應用程式作為要交換的第一個應用程

式。

2. 按一下要交換的第二個應用程式。

此執行交換動作。

附註 :若只有兩個工作區域，則選取的應用程式會自動與工作區域上的另

一個應用程式交換位置。

如果要取消鍵入，請按 Esc。

選取和移動 頁面

在文件中新增問題和頁面時，可使用功能以管理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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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頁面排序程式。列出您在文件中插入的問題，並顯示各個問題中的頁面
縮圖。「頁面排序程式」可用于重新排序、複製和移動問題及頁面。也可
用於對問題重新命名。

Á 使用中的頁面。目前頁面以強調顏色的縮圖表示。經由縮圖可方便地快
速瀏覽文件中的頁面，並選取特定頁面以進行處理。

Â 問題 /頁面計數器。顯示目前選取頁面的問題編號和頁碼。

選取頁面

使用以下任一種方法切換頁面。

▶ 在檢視功能表上，選取上一頁或下一頁。

▶ 按下鍵盤上的 Ctrl+PgUp或 Ctrl+PgDn。
( Mac®:按下 Fn+向上鍵或 Fn+向下鍵 ) 。

▶ 按一下主工具列中的「上一頁」 或「下一頁」 按鈕。

▶ 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上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然後按一下要處理頁

面的縮圖。

提示 :按兩下問題的名稱即可展開或收起問題的縮圖列表。

使用「頁面排序程式」重新排列頁面

使用「頁面排序程式」可方便地重新排列含有問題的頁面。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在「頁面排序程式」中，將頁面的縮圖拖到所需的位置。

複製頁面

您可在同一問題中複製一個頁面，也可將其複製到不同的問題或文件中。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選取要複製頁面的縮圖。

3.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複製 .

4. 按一下要插入複製的位置。

5.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貼上 .

移動頁面

您可在同一問題中移動頁面，或將其移到不同的問題或文件中。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選取要移動頁面的縮圖。

3.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剪下 .

4. 按一下頁面的新位置。

5.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貼上 .

刪除頁面

1. 在工作區域或「頁面排序程式」中選取頁面。

2. 按一下編輯 > 刪除。

在頁面上建立應用程式群組

最多可將四個連續應用程式頁面合併到一個頁面中。

1. 選取群組的第一個頁面。

2. 按一下編輯 > 版面配置 > 群組。

下一個頁面會與第一個頁面設為同一個群組。系統將版面配置自動調整

為顯示群組中的所有頁面。

取消應用程式群組，並將應用程式各自設成不同頁面

1. 選取群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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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編輯 > 版面配置 > 取消群組。

應用程式隨即各自分至不同頁面中。

從頁面刪除應用程式

1. 按一下要刪除的應用程式。

2. 按一下編輯 > 版面配置 > 刪除應用程式。

提示 :如要復原刪除，請按下 Ctrl + Z (Mac®: “+ Z)。

處理問題和 頁面

新文件建立時會包含一個問題和一個頁面。可插入新問題，並對各個問題新
增頁面。

新增問題到文件中

文件中最多可包含 30個問題。每個問題的變數皆不受其他問題中的變數所

影響。

▶ 在插入功能表中，選取問題。

—或—
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插入」工具 ，然後選取問題。

含一個空白頁面的新問題即會新增至文件中。

新增一個頁面至目前問題中

每一個問題最多可包含 50個頁面。每個頁面都有一個工作區域，您可在此

執行計算、建立函數繪圖、收集和繪製資料，或新增筆記和說明。

1. 按一下插入 > 頁面。

—或—
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插入」工具 ，然後選取頁面。

一個空白頁面即新增到目前問題中，系統然後會提示您為頁面選取一個

應用程式。

2. 選取要新增至頁面的應用程式。

對問題重新命名

新問題會自動命名為「問題 1」、「問題 2」等。若要對問題重新命名，請執行下

列動作 :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問題。

3. 在編輯功能表上，按一下重新命名

4. 輸入新名稱。

使用「頁面排序程式」重新排列問題

使用「頁面排序程式」可重新排列文件中的問題。當您移動未重新命名的問

題時，預設名稱的數值部分會因新位置而變更。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如要在「頁面排序程式」中排列問題時，將各個問題名稱拖曳到新位置即

可。

提示 :如要收合頁面縮圖問題清單，按兩下問題名稱即可。

複製問題

您可在同一文件中複製問題，也可將其複製到不同的文件中。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之。

3.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複製 .

4. 按一下要插入複製的位置。

5.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貼上 .

移動問題

您可在同一文件中移動問題，也可將其移動到不同的文件中。

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之。

3. 在編輯功能表上，按一下剪下 .

4. 按一下問題的新位置。

5. 在編輯功能表上，按一下貼上 .

刪除問題

如要在文件中刪除一個問題及其頁面，執行以下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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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需要，可按一下「文件工具箱」中的「頁面排序程式」工具 。

2.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之。

3. 在編輯功能表中，按一下刪除。

列印文件

1. 按一下檔案>列印。

此時會開啟 [列印] 對話方塊。

2. 設定列印工作選項。

• 印表機 — 從可用的印表機中進行選取

• 列印內容 :
- 列印全部 — 每張紙列印一頁

- 可視螢幕 — 使用額外選項列印選擇的頁面(參見以下說明的「配
置」)

• 列印範圍 — 按一下「所有頁面」，或按一下「頁面範圍」並設置開始和
結束頁面。

• 配置 :
- 列印方向(縱向或橫向)
- 每張紙上列印的 TI-Nspire™頁數(1、2、4或 8)(僅在「可查看螢幕」選

項中可用) 每張紙預設為列印 2頁。

- 是否要在列印的每一個 TI-Nspire™頁面下方預留註解空間(僅供 [可
檢視的畫面] 選項使用)

- 頁面邊距(從 0.25英吋到 2英吋)。頁面所有邊距預設為0.5英吋。

• 要包含的文件資訊 :
- 問題名稱，包括依照問題來區分頁面群組的選項

- 各頁面下的頁面標籤(如 1.1或 1.2)
- 頁首(最多兩行)
- 頁尾中的文件名稱

3. 按一下列印，或按一下另存為 PDF。

附註 :若要還原 [列印] 預設值，請按一下 [重新設定 ]。

使用列印預覽

• 按一下預覽列印核取方塊可切換至預覽列印視窗。

• 按一下預覽視窗底部的箭頭可逐頁流覽預覽列印頁面。

檢視文件屬性與著作權資訊

附註 :這些說明中，大部分僅適用於 Teacher Software。



檢查頁面大小

1. 在 Teacher Software，移至 TI-Nspire™檔案功能表，然後選取文件屬性。

2. 按一下頁面大小標籤。

3. 勾號表示文件目前的頁面大小。

檢視著作權資訊

Teacher Software 和 Student Software 可讓您檢視已新增至文件的著作權資訊。

1. 在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檢視著作權資訊。

Copyright Information( 著作權資訊) 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 确定 可關閉對話方塊。

新增著作權資訊至文件

使用 Teacher Software 可新增個別著作權資訊至建立的文件，或將相同的著作

權資訊套用到所有新文件。

1. 開啟文件。

2. 在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文件屬性。

3. 按一下著作權標籤。

4. 編輯下列欄位以定義著作權詳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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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著作權( 選取 [公用領域] 或 [著作權]) 。

• 年份( 選取 [公用領域] 時停用)

• 擁有者( 選取 [公用領域] 時停用)

• Comments

5. 若要從這裡開始將提供的資訊新增至所有新文件，請選取 [將此著作權套

用至所有新文件 ]。

6. 按一下 [確定 ] 以將著作權資訊套用至文件。

保護文件( 將文件設為唯讀)

教師可保護文件，以建立要發送給學生或用於其他用途的文件。收到唯讀文

件的學生若要進行變更，則會收到提示以將文件另存新檔。

1. 開啟文件。

2. 在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文件屬性。

3. 按一下 Protection(保護 ) 標籤。

4. 選取 [將此文件設為唯讀 ] 核取方塊。

5. 按一下 確定。



處理 PublishView™文件

使用 PublishView™功能建立互動式文件，並與教師及學生分享。可以建立包
含有格式化文字、TI-Nspire™應用程式、影像、超連結、影片連結與嵌入式影
片的文件，其適合以標準紙張列印、發佈至網站或部落格，作為互動式工作
表的文件格式。

PublishView™提供配置與編輯功能，以在文件中顯示數學與科學概念，
TI-Nspire™應用程式可在文件中以互動及動態的方式連結支援媒體，製作出
生動的文件。使用 PublishView™功能：

• 教師可以建立要在畫面上使用的教學活動與評估。

• 教師可以建立列印資料，作為 TI-Nspire™計算機所使用文件的補充。

• 在使用課程計畫時，教師可以：

- 從舊有計算機文件中建立課程計畫，或將課程計畫轉換成計算機文
件。

- 連結到相關的課程計畫或文件。

- 嵌入的說明文字、影像、影片與網路資源連結。

- 直接從課程計畫中建立 TI-Nspire™應用程式或與其互動。

• 學生可以在同一工作表上製作報告或製作含資料播放、曲線擬合、圖片與
影片的實驗報告等專案。

• 學生可以利用標準紙張列印並繳交作業。

• 接受測驗的學生可使用工具建立文件，其中包含：測驗中的所有問題、文
字、影像、超連結、或影片、互動式 TI-Nspire™應用程式、螢幕擷取畫面，
以及列印文件所需的配置選項。

附註：PublishView™文件可經由 TI-Nspire™ Navigator™ NC進行交換 。
PublishView™文件可保留在 [公事包] 工作空間，而 PublishView™文件中的
TI-Nspire™問題可由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自動評分。

建立新的 PublishView™ 文件

1. 在 [文件工作空間] 中，按一下 檔案> 以新建 PublishView™文件。

—或—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建 PublishView™文件。

• 信紙尺寸的空白文件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方向是縱向且無法
變更。

• 頂端與底部邊距預設為 1英吋。側邊距沒有設定。

• 一個問題為預設新增至文件中。

• 文件頁面底部預設頁碼為「第 # 頁，共 # 頁」格式。

• 畫面右邊及底部的捲軸為已啟用狀態。

2. 依需要新增 TI-Nspire™應用程式與 PublishView™物件以完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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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PublishView™ 文件

處理 PublishView™文件時，請務必注意 :

• PublishView™文件會另存為 .tnsp檔案，以與 TI-Nspire™文件( .tns 檔案) 有
所區分。

• 將 PublishView™物件插入文件時，文字、影像、超連結或嵌入的影片會包

含在可移動與調整大小的方塊中。

• 插入 TI-Nspire™應用程式的運作方式與在 TI-Nspire™文件頁面中的情形相

同。

• PublishView™文件中的物件可以彼此重疊，亦可設定位於最上方或最下方

的物件。

• 可以在 PublishView™文件中自由放置與定位物件。

• 可以將舊有的 TI-Nspire™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文件( .tnsp檔案) 。

• 將 PublishView™文件轉換成 TI-Nspire™文件( .tns 檔案) 時，TI-Nspire™應用

程式會進行轉換。不會轉換包含文字、超連結、影片與影像的

PublishView™物件。

• 無法在計算機上建立或開啟 PublishView™文件。PublishView™文件必須先

轉換成 TI-Nspire™文件，才能傳送至計算機。

瀏覽 PublishView™ 文件

下列範例說明如何使用 TI-Nspire™應用程式與 PublishView™物件來建置



PublishView™文件。此範例已開啟邊界，以顯示物件周圍的邊界。顯示邊界

即可在建置文件時容易地處理物件。當準備好列印文件或發佈至網路時，可

以選擇隱藏邊界。

À 標頭。此範例中的標頭包含文件的標題。當標頭區域啟動時，可以依需

要輸入文字和對其進行格式化。

Á 問題間隔與名稱。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使用問題間隔來控制版面配置。

可以選擇要隱藏或顯示問題間隔。刪除問題會移除問題的內容，若有多

個問題，則會移除問題之間的空間。問題間隔也可以在 PublishView™ 文件

中使用變數。如果在不同的問題中使用名稱相同的變數，變數彼此獨立

互相不影響。

Â 文字方塊。在此範例中，簡介文字與方塊 1、2、3 與 4 中的文字包含在文

字方塊中。可以利用文字方塊將文字與超連結插入 PublishView™ 文件。

文字方塊可以依需要調整大小與定位。將 PublishView™ 文件轉換成

TI-Nspire™ 文件時，並不會保留 PublishView™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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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TI-Nspire™應用程式。在此範例中，作者使用 [函數繪圖&幾何作圖 ]來顯

示數學函數。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使用 TI-Nspire™ 應用程式時，[文件工

具箱 ]中會開啟適當的應用程式功能表。可以依照在 TI-Nspire™ 文件中的

方式在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工作。將 PublishView™ 文件轉換成 TI-Nspire™
文件時，會保留應用程式。

Ä 筆記應用程式。也可以使用 TI-Nspire™ 筆記應用程式新增文字至

PublishView™ 文件。因為筆記是一種 TI-Nspire™ 應用程式，所以當

PublishView™ 文件轉換成 TI-Nspire™ 文件時會保留下來。使用筆記應用程

式可啟用方程式編輯程式，並可包含 TI-Nspire™ 數學範本與符號。

Å 影片。此範例嵌入於 PublishView™ 文件中，並位於方框內的影片。使用者

可以使用控制項以開始與停止播放影片。可以依需要在文件中調整包含

影片與影像的方框大小，並進行定位。

Æ 標尾。標尾區域預設為具有無法編輯的頁碼。可以依需要在頁碼上方新

增其他文字。與標頭相似，可以依需要格式化文字，。

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使用狀態列

當 PublishView™文件開啟時，狀態列上的選項會與在 TI-Nspire™文件中工作時

的選項不同。

À 文件名稱顯示於標籤中。當開啟多個文件時，系統會列出名稱。可以同

時開啟 TI-Nspire™ 與 PublishView™ 文件。在此範例中，Document 1 是非使用

中的 TI-Nspire™ 文件 ( )。Document 2 是使用中的 PublishView™ 文件 ( )。

按一下 X 以關閉文件。

Á 頁面大小。顯示文件的頁面大小是 [計算機 ]還是 [電腦 ]。您可使用

TI-Nspire™ 檔案功能表將文件頁面大小從一種轉換為另一種。

Â 按一下 設定 以變更文件設定。可以指定某使用中文件的專屬設定，或為

所有的 PublishView™ 文件設定預設值。將 TI-Nspire™ 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 文件時，TI-Nspire™ 文件設定會轉換成 PublishView™ 文件定義

的設定。

Ã 使用 縮放 比例尺放大或縮小活動文檔 (縮放範圍 :10% 至 500%)。如果要

設定縮放比例，請輸入具體數字，使用 + 和 -按鈕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減

小比例，或者使用下拉式清單選擇預設百分比。



Ä 在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使用 粗細 尺度，以增加或減少應用程式中文字

與線條的粗細。如果要設定粗細程度，請輸入具體數字，使用 + 和 -按鈕

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減小比例，或者使用下拉式列表選擇預設百分比。

PublishView™ 物件中的粗細用以使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的文字與

PublishView™ 工作表上的其他文字相符。在向全班顯示文件時，它也可以

用以增加 TI-Nspire™ 應用程式的明顯度。

Å 若有太多開啟中的文件名稱要在狀態列中顯示，請按一下向右與向左箭

頭 ( )以在不同文件之間移動。

Æ 按一下 以查看所有已開啟文件列表。

儲存 PublishView™ 文件

儲存新文件

1. 按一下 檔案> [儲存文件 ]。

—或—

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儲存 TI-Nspire™文件] 對話方塊。

2. 瀏覽至要儲存文件的資料夾。

—或—

建立要存儲文件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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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新文件名稱。

4. 按一下儲存。

此時會關閉文件並以副檔名 .tnsp進行儲存。

附註：儲存檔案後，在下次開啟檔案時，軟體會先尋找相同的資料夾。

以新檔案名稱儲存文件

若要在新的資料夾及/或使用新檔案名稱儲存舊有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功能表選取 檔案> [另存新檔 ]。

此時會開啟 [儲存 TI-Nspire™文件] 對話方塊。

2. 瀏覽要儲存文件的資料夾。

—或—

建立要存儲文件的資料夾。

3. 輸入文件的新擋案名稱。

4. 按一下 [儲存 ] 以新檔案名稱儲存文件。

附註：也可以使用 另存新檔 選項，在 TI-Nspire™檔案與 PublishView™檔案之
間來回轉換文件-。

瀏覽 文件工作空間

建立或開啟 PublishView™文件時，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文件。請依照
處理 TI-Nspire™文件的方式來使用功能表選項與工具列，以執行下列動作：

• 使用 [內容瀏覽器] 瀏覽至舊有資料夾與文件

• 開啟舊有文件

• 儲存文件

• 使用複製、貼上、復原與重複選項

• 刪除文件

• 存取 TI-Nspire™應用程式專屬的功能表

• 在可使用變數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開啟 [變數] 功能表

• 存取並將數學範本、符號、目錄項目與資料庫項目插入 PublishView™文件

附註：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探索 [文件工作箱]

當啟用 PublishView™文件時，[文件工具箱] 中包含處理 PublishView™文件所需
的工具。可以新增 TI-Nspire™應用程式至問題、插入舊有 TI-Nspire™文件的部
分內容於問題中，以及新增 PublishView™物件。



建立新 PublishView™文件或開啟舊有 PublishView™文件時，會開啟 [文件工具
箱]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工作時，無法使用 [頁面排序程式] 與
TI-SmartView™模擬器。

À 在 PublishView™ 文件中時：

• 按一下 以開啟應用程式功能表及處理 TI-Nspire™應用程式和
PublishView™物件所需的工具。

• 按一下 以開啟 [公用程式] 面板，在其中存取數學範本、符號、目
錄、數學運算子與資料庫。

• 按一下 以開啟 [內容瀏覽器]。

附註：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Á
按一下 以收合包含功能表的面板。按一下 以展開面板。

Â TI-Nspire™ 應用程式。拖放圖示至問題以插入應用程式：

計算工具

函數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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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作圖

序列&試算表

數據&統計

筆記

Vernier DataQuest™

問題(  TI-Nspire™ CX Teacher Software、TI-Nspire™ CX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和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中可用) 。

Ã TI-Nspire™文件。使用此工具可尋找並插入舊有 TI-Nspire™ 文件 ( .tns檔案 )
於問題中。

Ä PublishView™物件。使用此工具可將下列物件拖放至問題中：

影像

影片

文字方塊

超連結

使用功能表和工具列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工作時，請從 [文件] 工作空間中的功能表或工具列選
取選項，以處理內容和物件。當插入物件於 PublishView™文件時，可以使用
與處理 TI-Nspire™文件的相同工具來控制該物件。在 PublishView™文件中時，
可以執行下列動作：

• 在物件上按一下右鍵以開啟內容功能表，顯示可對該物件執行的動作。

• 使用新增、插入與貼上，以新增物件至 PublishView™文件中。

• 使用刪除與剪下，以從 PublishView™文件中移除物件。

•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移動物件的位置。

• 從某個文件中複製物件並貼入另一個 PublishView™文件。

• 調整文字方塊與影像等物件的大小並進行縮放。

• 變更字型字體與大小，並套用斜體、粗體、底線與色彩等文字格式。

附註：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使用內容功能表

TI-Nspire™應用程式與 PublishView™文件中，內容功能表為下拉式功能表，其
中提供所處理工作的專屬選項列表。例如，在 TI-Nspire™序列&試算表應用程
式中工作時，在儲存格上按一下右鍵即開啟一個內容功能表，其中提供可對
該儲存格執行的動作列表。以右鍵按一下 PublishView™文件中的文字方塊邊
界時，內容功能表會提供可對該文字方塊執行的動作。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的內容功能表

插入 TI-Nspire™應用程式至 PublishView™文件時，系統會提供應用程式功能表
以及與該應用程式相關的內容功能表，其運作方式與在 TI-Nspire™文件中時
相同。

PublishView™ 文件中的內容功能表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內容功能表會提供捷徑，以方便使用經常執行的工
作。內容功能表是物件或區域的專屬功能表：

• [工作表] 內容功能表提供的選項可用來處理工作表與文件配置。

• [物件] 內容功能表提供的選項可用來控制物件。

• 內容相關的內容功能表所提供的選項，可用來處理文字或影片等物件內
的內容。

處理 PublishView™ 物件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PublishView™物件包含文字、超連結、影像與影片 。
可以移動、調整大小、複製與貼上，以及刪除 PublishView™文件內的物件。也
可以定位物件，使物件彼此重疊放置。

在文件中時，PublishView™物件可以三種狀態存在：未選取、已選取和互動式

狀
態

說明

未
選
取

未選取的物件不會有重新定位及調整
大小的控點。若要取消選取物件，請在
物件以外的區域按一下滑鼠左鍵或右
鍵。

此範例說明物件周圍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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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態

說明

已
選
取

已選取的物件會有八個方形控點框住
物件。若要選取物件，請按一下物件的
邊界。物件在選取後可移動及調整大
小。

• 若要移動物件，請按一下邊界並將
物件拖曳至新的位置。

• 若要調整物件大小，請抓取某個控
點。

• 以右鍵按一下邊界以開啟內容功能
表，其中含有控制物件的選項。

互
動
式

物件周圍的藍色方框表示互動式狀態。
若要進入互動式狀態，在物件主體的任
意位置上按一下滑鼠左鍵或右鍵。在互
動式狀態時，可以進行處理該物件的內
容。例如，可以在文字方塊中新增或編
輯文字，或在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完成
數學函數。在互動式狀態時，內容功能
表包含物件內容的專屬選項。

插入物件

1. 在 [文件工具箱] 中，請確定 PublishView™的 [物件] 功能表為開啟狀態。

2. 使用滑鼠選取圖示並拖曳至文件。

3. 放開滑鼠按鈕以將物件放入文件中。



選取的文字方塊與方

框可以調整大小、移

動、複製、貼上與刪

除。

4.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以依需要調整物件的大小並在文件中拖曳以定位物
件。

開啟物件內容功能表

▶ 以右鍵按一下 PublishView™文件中的物件邊界。

此時會開啟內容功能表，以存取刪除、複製/貼上、剪下與移至前方/移至
後方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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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物件大小

1. 按一下物件周圍邊界以進行選取。邊界會變成藍色粗線條，且控點成為
啟用中狀態。

2. 將滑鼠移至其中一個控點上方，以啟動調整大小工具。

3. 抓取其中一個控點並往需要的方向拖曳，以放大或縮小物件。

4. 按一下物件以外的區域以儲存新的大小。

移動物件

若要將物件移至頁面上的其他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物件周圍邊界以進行選取。邊界會變成藍色粗線條，且控點成為
啟用中狀態。

2. 將游標移至其中一個邊界上方，以啟動定位工具。

3. 按一下以抓取物件。物件的頂端和底部會啟動水平與垂直的對齊引線。
使用格線以在頁面中定位物件。

À垂直對齊引線

Á水平對齊引線



4. 拖曳物件至頁面上的新位置。

5. 放開滑鼠按以將物件放在新的位置。

重疊物件

可以定位物件以讓物件彼此重疊。可以控制堆疊順序，以指定物件要放在彼
此的前面或後面。在課堂上顯示資訊時，重疊物件有許多實際的用法。例
如，可以將一個空的文字方塊放在其他物件上方，以建立「遮蓋控制項」。然
後，可以移動文字方塊，一次只顯示其下方的一個項目。

如果要變更物件在堆疊順序中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要定位物件的邊界進行選取，然後按一下滑鼠右鍵以開啟內容功
能表。

2. 按一下 移至後方 或 移至前方，將選取的物件移至要放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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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物件

若要從工作表中刪除物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物件的任意邊界以進行選取。已選取物件時，邊界會呈現藍色且
控點為啟用中狀態。

2. 按 Delete 鍵以刪除文字方塊。

—或—

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內容功能表中的 Delete 鍵。

選擇 PublishView™ 物件的工作資料夾

使用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中的 [選擇工作資料夾] 欄位，以選取儲存
PublishView™文件與相關檔案的資料夾。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開啟狀態。

2. 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選擇工作資料夾] 對話方塊。



3. 瀏覽至要儲存影片與影像檔的資料夾。

4. 按一下 開啟 以選擇工作資料夾。

選取的資料夾會成為工作資料夾，並在 選擇工作資料夾 欄位中顯示資料
夾名稱。資料夾中所支援影像與影片檔的預覽會在 [PublishView™物件] 面
板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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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將影像或影片檔案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請選取檔案並拖放至使
用中的工作表。

使用 TI-Nspire™ 應用程式

附註：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手冊的相關章節。

在問題中新增應用程式

若要在 PublishView™文件問題中新增 TI-Nspire™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擇下列其中一項動作以選取應用程式：

• 在 [TI-Nspire™應用程式] 面板的 [文件工具箱] 中，使用滑鼠游標指向
其中一個應用程式並拖曳至問題。

• 在功能表列中選取 插入，然後從下拉式功能表選擇一個應用程式。

• 在工作表中按一下，以右鍵以開啟內容功能表，再選取 插入 並從下拉
式功能表內選擇一個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會新增至工作表。



2.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以依需要調整應用程式物件的大小或定位。

3. 按一下應用程式方框以外的區域以接受尺寸。

4. 若要開啟使用中 TI-Nspire™應用程式的功能表，請在應用程式內的區域按
一下。

功能表會在 [TI-Nspire™應用程式] 面板上方的 [文件工具箱] 中開啟。

右鍵按一下儲存格或函數等應用程式元素，以開啟該項目的內容功能表。

5. 若要在應用程式中工作，請在應用程式功能表中按一下選項。按一下

以收合應用程式功能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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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舊有的 TI-Nspire™ 文件

使用 TI-Nspire™文件] 面板開啟舊有 TI-Nspire™文件，以新增至 PublishView™
文件。開啟舊有 TI-Nspire™文件時，文件的所有頁面都會出現在預覽面板中。
可以將完整的問題或個別頁面拖放至 PublishView™工作表。

選擇工作中的 TI-Nspire™ 文件

若要選擇工作中的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文件工具箱] 中，請確定 [TI-Nspire™文件] 面板為開啟狀態。

2. 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選擇工作中的文件對話方塊。

3. 瀏覽至 TI-Nspire™文件所儲存的資料夾。

• 按一下 尋找位置欄位中 ¤以使用檔案瀏覽器尋找資料夾。

• 在開啟的資料夾中按一下 以在資料夾階層中向上移動一層



• 按一下 以回到預設的起始資料夾

• 按一下 以新增資料夾至電腦上已開啟的資料夾中。

• 按一下 以列出資料夾和檔案。若要顯示詳情，請按一下 。

4.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 開啟。

TI-Nspire™文件會在 [TI-Nspire™文件] 面板中開啟。

5. 若要將 TI-Nspire™文件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請一次拖放一個頁面或
一個問題至 PublishView™工作表。

如果新增含有多個頁面的問題，則這些頁面會在 PublishView™工作表中逐
一向上堆疊。請移動最上方的頁面以查看其他頁面。

使用問題

PublishView™文件和 TI-Nspire™文件相似，是由一或多個問題所組成。

使用問題控制 PublishView™文件的配置，以將變數獨立出來。在多個問題中
使用名稱相同的變數時，變數可具有不同的值。若要將問題新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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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View™文件，請開啟 [工作表] 內容功能表，或使用 [文件] 工作空間 [插
入] 功能表內的選項。新增問題時，請記住下列準則：

• 新的 PublishView™文件預設會包含一個問題。

• 可以在任何舊有的問題後方插入問題。

• 無法在舊有問題內容中插入問題。

• 新問題的間隔皆會插入所選取問題的後方。

• 插入問題間隔可在間隔下方新增空白區域。

• 兩個問題間隔之間的任何物件屬於間隔上方問題的一部分。

• 前一個問題間隔的下方具有所有工作表與物件。

• 問題間隔與任何物件均不相關，它可讓您在問題中移動物件而不會影響
到問題間隔的位置。

新增問題

若要將問題新增至開啟中的 PublishView™文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工作表的任意位置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插入 > 問題。

系統會新增問題至文件中任何舊有問題的下方。問題間隔在問題之間提
供一條可見的分隔線。

2. 若要為問題命名，請標示預設文字、輸入名稱，然後在文字方塊以外的區
域按一下以儲存名稱。

此時會儲存問題間隔。

如果文件有多個問題，請使用文件右邊的捲軸，向上或向下瀏覽問題。

管理問題間隔

問題間隔可分隔問題與變數集。

• 每個問題都有問題間隔。

• 當新增問題至文件時，會顯示問題間隔。

• 問題間隔顯示為一條虛線，並在工作表左邊的位置顯示問題名稱。

• 問題名稱預設為顯示 <問題名稱>。標示預設文字以輸入問題的新名稱。

• 問題名稱不需要是唯一的。不同問題可以有相同的名稱。

隱藏及顯示問題間隔

可以選擇要在 PublishView™文件中隱藏或顯示問題間隔。預設為顯示問題間
隔。



1. 在文件的任意空白區域( 在任何物件以外的區域) 按一下右鍵，以開啟工
作表內容功能表。

2. 按一下 配置選項。

此時會開啟 [顯示/隱藏選項] 對話方塊。

附註：也可以選取 檢視> PublishView™配置選項。

3. 清除 顯示問題間隔選項以在文件中隱藏問題間隔。選取該選項以回到預
設值並顯示問題間隔。

4. 按一下確定 即可關閉對話方塊。

重新命名問題

1. 按一下問題間隔線上舊有的問題名稱。

2. 輸入問題新名稱。

3. 按一下文字方塊以外的區域以儲存新名稱。

刪除問題

若要刪除問題，請完成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選取問題間隔，然後按一下 位於間隔右邊的 。

▶ 按一下 Edit(編輯 ) > Delete(刪除 )。

▶ 在問題間隔上按一下右鍵並按一下 刪除。

▶ 選取問題間隔並按一下 Delete 或 Backspace 鍵。

刪除問題時，會移除問題中的所有物件，也會移除所選取問題間隔與下一個
問題間隔之間的空間。

整理 PublishView™ 工作表

PublishView™文件可以有多個工作表。畫面上的工作空間會顯示單一工作
表。所有工作都會在工作表內的 PublishView™物件與 TI-Nspire™應用程式中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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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工作表至文件

如要新增工作表至文件，請執行以下步驟：

▶ 按一下 插入 > 工作表。

系統會新增工作表至文件中，並以 1為單位遞增編號。

開啟工作表內容功能表

▶ 在  PublishView™工作表中的任意空白區域( 在任何物件以外的區域) 上按
一下右鍵 。

此時會開啟一個內容功能表，其中有插入問題、頁面、應用程式與
PublishView™物件的選項，還有移除空間或刪除頁面的編輯選項，以及隱
藏與顯示問題間隔和物件邊界的選項。

頁面編號

PublishView™文件內的頁面編號顯示於底部邊距( 標尾) 中。編號會以「第 #
頁，共 # 頁」的預設格式顯示在 PublishView™工作表的中央位置。無法編輯或
刪除頁面編號。

使用標頭與標尾

PublishView™文件在工作表的頂端與底部包含空間，以新增標頭或標尾。標
頭與標尾可包含日期、文件名稱、課程計畫名稱、課程名稱、學校名稱，或識
別文件所需的任何其他資訊。

標頭與標尾預設為不包含內容，且標頭與標尾的邊界處於隱藏狀態。若要啟
動標頭或標尾以進行編輯，請在頂端或底部邊距內的區域按一下。啟動時，
會顯示一個具有淡灰色邊界的文字方塊。

在標頭與標尾中插入與編輯文字

1. 在頂端或底部邊距內的區域按一下。

邊距中的文字方塊邊界會變成可見，且會停用物件空間。游標位於標頭
或標尾空間，且會開啟格式化工具列。



2. 輸入文字。

• 預設字型是 TI-Nspire™ true type，12點，一般。

• 文字預設為依水平及垂直方向置中。

• 文字可依照以下方式對齊：左對齊、居中、右對齊或兩端對齊。

• 水平方向且不在文字方塊內的文字會移至下一行。

• 垂直方向且不在文字方塊內的文字則不會顯示，但仍會保留文字 。
( 當刪除文字時，會顯示隱藏的文字。)

3. 完成下列其中一項動作以儲存文字：

• 在標頭或標尾文字方塊以外的任意區域上按一下以儲存文字。

• 按 Esc 以儲存文字。

此時啟用 PublishView™工作表，且關閉格式化功能表。

顯示 和隱藏邊界

預設為當插入物件至問題時會顯示邊界。選取隱藏邊界時，此選項也會套用
至文件中的所有物件，以及新增至文件的物件。若要隱藏邊界，請執行下列
動作：

1. 在工作表的任意空白區域( 所有物件以外的區域) 上按一下右鍵，以開啟
內容功能表。

2. 按一下 配置選項。

此時會開啟 [配置選項] 對話方塊。

附註：也可以選取 檢視> PublishView™配置選項。

3. 清除 顯示物件邊界 選項，以隱藏問題中物件周圍的邊界。選取該選項以
回到預設值並顯示邊界。

4. 按一下確定 即可關閉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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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與移除空間

可依需要新增或刪除物件之間的空間，以管理在工作表上顯示 PublishView™
物件的方式。

附註：可以使用此方法新增與移除物件之間的垂直空間。若要新增或移除物
件之間的垂直空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新增空間

1. 在要新增空間的物件以外的區域上按一下右鍵。此時會開啟內容功能
表。

2. 按一下 編輯 > 新增 /移除空間。[新增/移除空間] 工具會成為已啟用狀態。

[新增/移除空間]工具

3. 使用滑鼠將工具定位要新增空間的具體位置。

4. 按一下工具，然後向下拖曳以選取要新增的空間量。在選取要新增的空間
量時，它會以綠色表示。



5. 按 Enter 鍵以新增物件之間的空間。可以在按 Enter 前進行向上與向下拖
曳以調整空間量。

移除空間

1. 在要移除空間的物件以外的區域上按一下右鍵。

此時會開啟內容功能表。

2. 按一下 編輯 > 以新增 /移除空間。

[新增/移除空間] 工具會成為已啟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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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移除空間]工具

3. 使用滑鼠將工具定位要移除空間的具體位置。

4. 按一下工具，然後向 上 拖曳以選取要移除的空間量。選取要移除的空間
量時，會以紅色表示。



5. 按 Enter 鍵以移除物件之間的空間。可以在按 Enter 前進行向上與向下拖
曳以調整空間量。

附註：如果工作表上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物件，則在移除空間時將不會移
動物件。

刪除問題中的空白工作表

可以從問題中刪除不包含任何 TI-Nspire™應用程式或 PublishView™物件的工
作表。若要刪除問題中的空白工作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刪除任何 TI-Nspire™應用程式、PublishView™物件，移動或刪除工作表中的
任何問題間隔。

2. 將游標移至要刪除的工作表內。

3. 在空白工作表上按一下右鍵，以開啟內容功能表。

4. 按一下 編輯 > 刪除工作表。

空白工作表便會從問題中移除。

使用 縮放

縮放功能可放大 PublishView™文件上的任意物件或區域以供討論，或縮小以
查看課程概覽。縮放功能是以可見區域的圓心進行放大。

預設縮放設定是 100%。

▶ 若要變更縮放比例，請執行以下操作：

• 在框中輸入數字並按下 輸入。

• 使用 + 和 - 按鈕以 10% 的增量增大或減小比例。

• 使用下拉箭頭選擇預設比例。

儲存文件時將同時保留縮放設定。

新增 文字至 PublishView™ 文件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有三種方式可以新增文字：

• 插入 PublishView™文字方塊以自由輸入文字，或從其他來源複製至文件
中。例如，可以將 PublishView™文字方塊放在某個影像的旁邊，然後在文
字方塊中輸入說明。也可以從 .doc、.txt 與 .rtf 檔案複製與貼上文字。需要
強調文字與格式化文字的選項時，請使用 PublishView™文字方塊。將
PublishView™文件轉換成 TI-Nspire™文件時，並不會轉換 PublishView™文字
方塊。您可能想要使用 PublishView™文字方塊，以新增不希望計算機使用
者看到的文字。

• 使用 TI-Nspire™筆記應用程式。在需要進階方程式編輯程式時，以及在需
要使用 TI-Nspire™數學範本與符號時，應使用筆記應用程式。此外，在筆
記應用程式中也較容易使用上標與下標。在計畫將 PublishView™文件轉
換成 TI-Nspire™文件以供計算機使用並希望計算機使用者看見文字時，也
應該使用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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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支援文字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以與在 TI-Nspire™文件中的相同方
式新增文字。

將文字插入文字方塊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已開啟狀態。

2. 使用滑鼠按一下 並拖曳至問題。

3. 放開滑鼠按鈕以將文字方塊放入問題中。

4.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以依需要調整文字方塊的大小或在問題中定位。

5. 按一下文字方塊以外的區域以儲存大小與位置。

6. 按一下 [在此輸入文字。]



格式化工具列變成使用中狀態。文字方塊為互動式狀態以供新增或編輯
文字。

7. 輸入新的文字。

—或—

從其他檔案複製並貼入文字。

8. 依需要套用格式。

9. 按一下文字方塊以外的區域以儲存文字。

格式化與編輯文字

編輯與格式化文字選項位於使用中文件最上方的格式化工具列中。編輯文字
的格式化選項包括：

• 變更字型、字型大小與字型色彩。

• 套用粗體、斜體與底線格式。

• 套用下列文字水平對齊選項：向左、向右、置中與兩端。

• 插入超連結

啟動編輯模式

▶ 按一下文字方塊內的區域以啟動編輯模式。

• 此時會開啟格式功能表。

• 文字可供選取以進行編輯。

開啟內容的內容功能表

▶ 以右鍵在文字或超連結的文字方塊中按一下。

此時會開啟格式功能表與內容功能表，提供使用剪下、複製與貼上的捷
徑。

使用 PublishView™ 文件中的超連結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請使用超連結以執行下列動作：

• 連結到一個檔案

• 連結到 Internet 上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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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新增超連結至開啟中的文件，或將文字方塊內的任意文字轉換成超連
結。新增超連結時，文字的格式會加上底線且字型色彩呈現藍色。可以變更
超連結文字的格式，不會遺失超連結。

如果連結毀損，按一下連結以顯示錯誤訊息：

• 無法開啟指定檔案

• 無法開啟指定的網頁

PublishView™文字方塊支援絕對和相對連結。

絕對連結包含連結檔案的完整位置，不依賴主文件的位置。

相對連結包含相對於主文件的連結檔案的位置。如果同一個資料夾中有多個
課程，而且這些課程都是使用相對位址連結的，則可將這些資料夾複製到任
何其他位置( 其他本地資料夾、資料共用、快閃記憶體盤、網路) 而不影響這
些連結。當將這些文件加入一個課程套裝時，或將其壓縮為壓縮檔案並進行
分享時，也不會影響這些連結。

附註：必須先儲存 PublishView™文件，然後才能插入相對超連結。

連結到檔案

可以連結至電腦上的任何檔案。如果檔案類型與電腦上某個應用程式相關，
按一下連結時則會啟動該應用程式。有兩種連結檔案的方式：在 [位址] 欄位
輸入或粘貼檔案位址，或瀏覽到檔案。

使用位址連結到檔案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已開啟狀態。

2. 將超連結圖示 拖放到文件上。

此時開啟 [超連結] 對話方塊。



3. 在 [文字] 欄位中輸入連結的名稱。例如，可為文件的名稱。

4. 複製要連結的檔案位置，然後粘貼到位址欄位。

—或—

在 [地址] 欄位中輸入檔案位置。

附註：輸入 ../ 表示上層目錄。例如：../../lessons/mathlesson2.tns

5. 按一下 確定 以插入連結。

包含超連結的文字方塊會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

透過瀏覽連結至檔案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已開啟狀態。

2. 將超連結圖示 拖放到文件上。

此時開啟 [超連結]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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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文字] 欄位中輸入連結名稱。例如，可為文件名稱。

4. 按一下 以選取 連結至電腦或網路磁碟機上的檔案。

此時開啟 選取要插入作為超連結的檔案 對話方塊。

5. 瀏覽至要連結的檔案並加以選取，然後按一下 插入。

路徑名稱會插入 [超連結] 對話方塊中的 [位址] 欄位。

如果軟體無法檢測連結是相對還是絕對位址，則 [超連結] 對話方塊會打
開一個選擇連結類型的選項。

若要變更連結，請按一下適當選項：

• 變更為絕對位址。

• 變更為相對地址。

6. 按一下 確定插入連結。



—或—

按一下 重頭來過以返回 [超連結] 對話方塊並選擇其他連結檔案，或編輯
[文字] 或 [位址] 欄位。

包含超連結的文字方塊會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

7.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依需要調整文字方塊的大小。

—或—

拖拽任意邊界將文字方塊放至所需位置。

連結至網站

有兩種連結網站的方式：在 [位址] 欄位輸入或粘貼 URL，或瀏覽到文件。

使用位址連結網站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功能表為已開啟狀態。

2. 將超連結圖示拖放 到文件上 以 開啟超連結對話方塊。

3. 在 [位址] 欄位中鍵入或貼上 URL。

4. 按一下確定。

包含超連結的文字方塊會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

透過瀏覽以連結至網站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功能表為已開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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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超連結圖示拖放 到文件上 以 開啟超連結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以選取 連結至 Internet 資源。

瀏覽器即開啟預設的網站。

4. 瀏覽至要連結的網站或網站上的檔案。

5. 複製 URL，然後貼入 [超連結] 對話方塊中的 [位址] 欄位。

—或—

在 [位址] 欄位中輸入 URL。

6. 按一下確定。

包含超連結的文字方塊會新增至 PublishView™文件。

7.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依需要調整文字方塊的大小。

—或—

拖拽任意邊界將文字方塊放至所需位置。

編輯超連結

若要變更超連結的名稱、變更路徑或 URL，請完成下列步驟。

1. 在超連結文字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 編輯超連結。

此時開啟 [超連結] 對話方塊。



2. 依需要進行更正：

• 在 文字 欄位中輸入更正的超連結名稱。

• 按一下 開啟 以選取要新增作為超連結的檔案 對話方塊，然後使
用檔案瀏覽器瀏覽至檔案所在的資料夾。

• 按一下 以開啟瀏覽器，然後瀏覽至網站以複製並在 位址 欄位中
貼上正確的 URL。

3. 按一下 確定 以儲存變更內容。

將舊有文字轉換成超連結

1. 在文字方塊中按一下，以啟動編輯模式並開啟格式功能表。

2. 選取要轉換成超連結的文字。

3. 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 [超連結] 對話方塊，並在 [文字] 欄位中顯示選取的文字。

4. 按一下 以建立檔案的連結。

—或—

按一下 以建立網站頁面的連結。

移除超連結

請使用此流程以移除文字方塊內的文字超連結。文字會保留在文件中。

1. 在超連結文字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2. 按一下 移除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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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移除文字的超連結格式，且無法點選文字。

附註：若要同時移除文字與超連結，請刪除文字。如果文字方塊僅包含所連
結的文字，請刪除文字方塊。

使用影像

可以新增影像至 PublishView™文件作為 PublishView™物件，或可新增至支援
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支援的檔案類型為 .bmp、.jpg 和 .png 檔案。

附註：如果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啟動 TI-Nspire™應用程式，當從功能表列或
內容功能表中選取 插入  >  影像 時，會新增影像至 TI-Nspire™頁面。如果沒有
使用中的 TI-Nspire™文件，會新增影像為 PublishView™物件。只有 TI-Nspire™
應用程式中的影像會轉換成 TI-Nspire™文件( .tns 檔案) 。

插入影像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已開啟狀態。

2. 按一下 ，然後將圖示拖曳至文件。

此時開啟 選擇要插入 PublishView™影像 的對話方塊。

附註：預設為顯示德州儀器預載的影像資料夾。



3. 瀏覽至要插入的影像檔案所在的資料夾，然後標示檔案名稱。

4. 按一下 插入影像。

影像會新增至 PublishView™工作表。

5.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以依需要調整文字方塊的大小。

—或—

拖拽任意邊界將文字方塊放至所需位置。

移動影像

1. 按一下包含影像的方框加以選取。

2. 將游標移至影像的邊緣，以啟動定位工具。

3. 將影像拖放至 PublishView™工作表上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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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PublishView™工作表上的物件可彼此重疊。

調整影像大小

1. 按一下包含影像的方框加以選取。

2. 將游標移至其中一個藍色控點上方，以啟動調整大小工具。

3. 拖曳控點以縮小或放大影像。

刪除影像

▶ 按一下影像加以選取，然後按 刪除 鍵。

—或—

▶ 在控點上按一下右鍵以開啟內容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刪除。

使用視訊檔案

可以在PublishView™文件中嵌入視訊檔案，然後由PublishView™文件直接播放
影片。支援的視訊格式包括 :

• VP6視訊和MP3音訊的Flash® (.flv) 視訊檔案。

• H264/AVC (高級視訊編碼) 視訊壓縮檔案和 AAC音訊的 MP4 (MPEG-4多媒
體檔案)。

附註 :也可以插入影片連結，以在新的瀏覽器視窗或媒體播放器視窗中播放
影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超連結。

插入影片

1. 請確定 [PublishView™物件] 面板為已開啟狀態。

2. 按一下 ，然後將圖示拖曳至文件。

此時隨即開啟 選擇要插入PublishView™影片 對話方塊。



3. 瀏覽至要插入影片檔所在的資料夾，然後選取檔案名稱。

4. 按一下 插入影片。

新增包含嵌入影片的物件至PublishView™工作表。調整大小與定位控點預

設為啟動狀態。

5. 使用滑鼠抓取控點，依需要調整物件的大小，或抓取任何邊界以在文件中

定位物件。例如，您可能想將包含影片的物件定位在包含影片介紹文字

的文字方塊上方或下方。

6. 如要播放影片，請按一下向前的箭頭，或按一下檢視視窗中的任意位置。

使用視訊控制台

視訊控制台可以控制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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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開始或停止視訊。

Á 顯示視訊的已播放時間。

Â 將音訊靜音或取消靜音。

轉換文件

可以將 PublishView™文件( .tnsp檔案) 轉換成 TI-Nspire™文件( .tns 檔案) 以顯
示於計算機上。也可以將 TI-Nspire™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文件。

轉換文件時會建立新文件 — 保留原始文件，且不會連結至新文件。如果變更
某文件，則變更內容不會對其他文件造成影響。

將 PublishView™ 文件轉換成 TI-Nspire™ 文件

無法在計算機上開啟 PublishView™文件( .tnsp檔案) 。不過，可以將
PublishView™文件轉換成可傳輸至計算機並在其上開啟的 TI-Nspire™文件。將
PublishView™文件轉成 TI-Nspire™文件時：

• 只有 TI-Nspire™應用程式會成為 TI-Nspire™文件的一部分。

• 不會轉換文字方塊、影像、超連結與影片等的 PublishView™物件。

• 不會轉換PublishView™文字方塊中包含的文字；不過會轉換 TI-Nspire™筆
記應用程式中的文字 。

• 會轉換包含在 TI-Nspire™應用程式中的影像；但是不會轉換包含於
PublishView™物件中的影像。

請完成下列步驟，將 PublishView™文件( .tnsp檔案) 轉換成 TI-Nspire™文件
( .tns 檔案) 。

1. 開啟要轉換的 PublishView™文件。

2. 按一下 檔案 > 轉換成 > TI-Nspire™文件。

• 新的 TI-Nspire™文件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 所有支援的 TI-Nspire™應用程式會成為新的 TI-Nspire™文件的一部分。

• TI-Nspire™文件的配置為根據 TI-Nspire™應用程式在 PublishView™文件
中由上到下，然後由左到右的順序。

- PublishView™文件中的每個 TI-Nspire™應用程式在轉換後的
TI-Nspire™文件中顯示在同一個頁面上。頁面在 TI-Nspire™文件中
的順序會根據 TI-Nspire™應用程式在 PublishView™文件中的配置。

- 如果兩個或多個問題位於相同階層，則順序是由左到右。

• 系統會維持問題間隔。

• 新的 TI-Nspire™文件不會連結到 PublishView™文件。

3. 文件中的工作完成後，按一下 即可將文件儲存在目前資料夾中。

—或—



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將文件儲存到其他資料夾。

附註：如果文件從未儲存，進行 儲存 與 另存為 選項皆可儲存在不同的資
料夾。

附註：也可以使用 另存為 選項，將 PublishView™文件轉換成 TI-Nspire™文
件。

附註：如果嘗試轉換的 PublishView™文件中未包含 TI-Nspire™頁面或應用程
式，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將 TI-Nspire™ 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 文件

可以將舊有 TI-Nspire™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文件，後者可讓您運用更豐富
的配置與編輯功能，以供列印、製作學生報告、建立工作表與作業，以及將文
件發佈至網站或部落格。

請完成下列步驟，以將 TI-Nspire™文件轉換成 PublishView™文件：

1. 開啟要轉換的 TI-Nspire™文件。

2. 選取 檔案 > 轉換成> PublishView™文件。

• 新的 PublishView™文件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 每頁預設為有六個物件。

• 轉換之後，TI-Nspire™文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在 PublishView™文件中
開始一個新工作表。

• 系統會維持問題間隔。

3. 文件中的工作完成後，按一下 即可將文件儲存在目前資料夾中。

—或—

按一下 檔案 > 另存為 以將文件儲存到其他資料夾。

附註：也可以使用 另存為 選項，將 TI-Nspire™文件另存為 PublishView™文
件。

列印 PublishView™ 文件

可以列印使用 PublishView™功能所建立的報告、工作表與作業。若要列印文
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檔案 > 列印。

此時會開啟 [列印] 對話方塊。文件預覽顯示於對話方塊的右側。

2. 從功能表中選取一台印表機。

附註：列印內容 欄位為停用狀態。

3. 從功能表中選取 紙張大小。選項如下：

• Letter( 8.5 x 11 in)
• Legal( 8.5 x 1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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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210 x 297 mm)

4. 選取要列印的 份數。

5. 在 列印範圍 區域中，選取要列印文件中的所有頁面、某範圍內的頁面，
或僅目前的頁面。

附註：頂端和底部邊距預設為 1英寸，且會在列印 PublishView™文件時維
持此設定。沒有側邊距。PublishView™工作表的列印結果會與其在工作空
間中的顯示相同。

6. 依需要選取或清除方塊：

• 列印問題間隔與名稱。

• 列印標頭

• 列印標尾

• 顯示物件邊界

7. 按一下列印，或按一下另存為 PDF。



使用 [檢閱工作空間 ]
使用此工作空間可檢閱已收集文件集、管理學生答案、執行現場教學活動及
整理資料。

À [檢閱工具箱 ]。包含 [檢閱工具 ]、[頁面排序程式 ]與 [學生回覆工具 ]。按下
每一個圖示以存取可用的工具。所選取工具選項會顯示在工具箱面板
中。

Á [資料畫面 ] 面板。顯示在 [檢閱工具箱 ]中所選取的投票或檔案之資料和
選項。可以在柱狀圖、表格與函數圖形 (如果可用 )資料畫面之間進行切
換。

當您關閉並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軟體會保留每個問題的設定資
料畫面。當您關閉 [檢閱工作空間 ]時，會保留圖形畫面、表格畫面、柱狀
圖畫面以及 [顯示您的工作 ]中的所有隱藏和未隱藏的資料與設定。

使用檢閱工具箱

[檢閱工具箱] 包含處理已收集文件、問題結果與簡易投票結果所需的工具。

圖示 可執行的動作

[檢閱 ]
工具

[檢閱 ]工具可讓您整理答案資料、使用函數繪圖工具、隱藏或顯
示答案，以及將問題與簡易投票回覆標記為正確或錯誤。

頁面
排序
程式

顯示文件或簡易投票中的所有問題、每個問題中的所有頁面，以
及學生對文件中每個問題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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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可執行的動作

[學生 ]
面板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顯示學生名稱與回覆。

瀏覽 [檢閱] 工具

À [整理 ]。按一下 ¢以整理不同畫面中的資料。

Á [繪圖工具 ]。當您處於座標圖畫面時，按一下 ¢可存取函數繪圖工具。

Â 顯示所選取的內容。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顯示所選取的回覆以供檢閱。

Ã [隱藏所選取內容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隱藏所選取回覆。

Ä [將選取內容標記為正確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選取回覆，然後按一下
[將選取項目標記為正確 ]，以將該回覆標記為正確答案。可以將多個答
案標記為正確答案。

Å [將選取內容標記為錯誤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選取回覆，然後按一下
[將選取項目標記為錯誤 ]，以將該回覆標記為錯誤答案。可以將多個答
案標記為錯誤答案。

瀏覽 [頁面排序程式]

使用 [頁面排序程式] 檢視學生對文件中任何問題的回覆。



À 按一下減號 (–)以收合畫面。按一下加號 (+)以展開畫面，並顯示問題中
的所有頁面及文件中的所有問題。

Á 問題中的頁面。按一下頁面，以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開啟頁面。

Â 學生回覆。學生資料圖示會顯示於文件中每一個問題的後面。按一下圖
示可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檢視學生對問題的回覆。

在簡易投票中，該圖示顯示開始投票時已登入的學生數、已回覆的學生
數目以及已提交答案的學生數。在下方範例中，全班有 9 位學生收到投
票，其中有 7 位學生已回覆投票，且還沒有任何學生提交答案。

附註：如果您將投票傳送給缺席的學生，則數目可能會發生變化。

Ã 捲軸。當無法在面板中一次顯示全部頁面時，便會啟用捲軸。

Ä 頁碼。按一下頁碼以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開啟頁面。

瀏覽 [學生] 面板

使用 [學生] 面板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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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要接收所傳送檔案的學生

• 檢視已回應學生

• 檢視學生回覆

• 將回覆標記為正確或錯誤

• 按照學生或回覆、或依簡易投票中的時間排序回覆

À [顯示學生回覆 ]。勾選該複選框，以顯示各個學生的回覆。取消複選框
勾選可隱藏學生回覆。

Á [學生 ]、[回覆 ]和 [時間 ]欄。[時間 ]欄僅在檢閱簡易投票時才可使用。

• 按一下 [學生] 欄可以按照字母順序列出學生。再按一下可以按照字
母反向順序列出學生。

• 按一下 [回覆] 欄可以按照字母或數字順序列出回覆。再按一下可以
按照反向順序列出回覆。

• 若要在檢閱簡易投票時新增 [時間] 欄，請按一下 [選項] 功能表
並選擇 [時間 ]。

• 按一下 [時間] 欄，按照回覆時間的順序列出回覆( 第一筆回覆位於頂
端) 。再按一下可顯示第一筆回覆位於底端的回覆列表。

Â [學生姓名 ]。列出與目前檢閱已開啟文件相關的全班所有學生。學生名
稱會依照 [課程 ] > [學生名稱格式 ]功能表中的選擇顯示。

學生姓名如果以紅色文字顯示，表示其未收到檔案或未回覆簡易投票的
學生。

取消勾選名稱旁邊的方塊，即可隱藏學生的回覆。

Ã [回覆 ]。在學生名稱旁邊列出所有回覆。如果提供多個回覆，則可能會



多次列出該學生。如果檢閱文件是進行中的簡易投票或尚未儲存的問題
文件，則回覆欄可能會有所更改。

• 如果學生已回應，則會顯示回覆。

• 如果學生未回應，則回覆區域顯示空白。

• 如果學生已回應但回覆為隱藏狀態，則會顯示「已回應」。

• 如果學生未回應簡答題或進行中的簡易投票，則會顯示「無回覆」。

• 如果學生已修改其簡易投票的回覆但尚未提交，則會顯示「處理
中」。

Ä 選項功能表。按一下 ¤以開啟功能表，列出可對學生回覆執行的選項：

• 顯示學生回覆。

• 僅顯示學生名稱。

• 僅顯示回覆。

• 在簡易投票結果顯示 [時間] 欄。

• 選取列表中的所有項目。

• 顯示所選取項目。

• 隱藏所選取項目。

• 將一個或多個回覆標記為正確。

• 將一個或多個回覆標記為錯誤。

瀏覽資料畫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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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顯示正確答案 ]。按一下此勾選方塊可顯示您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標記
正確的答案。該正確答案標示為綠色。

Á [回覆 ]。顯示在 [頁面排序程式 ]中所選取資訊。此範例顯示來自所選取
[學生回覆 ]圖示的回覆。可以顯示或隱藏回覆，並將回覆標記為正確或
錯誤。

Â 資料畫面。按一下圖示以不同的格式檢視資料：柱狀圖、圖形或表格。
運算式和方程問題會顯示 [顯示您的工作 ]選項。

了解 [資料畫面]

[資料畫面] 面板顯示開啟中文件的問題以及該問題的回覆。可以在 [資料畫
面] 面板中檢視 即時的結果。資料會隨著學生回覆簡易投票問題和簡答題、
繪製函數或在函數圖形上移動點時進行更新。

[資料畫面] 圖示可讓您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以柱狀圖、函數圖形或表格的
方式檢視回覆。每一個畫面會顯示學生回覆與每個回覆的出現率。

在所有問題類型與簡易投票文件中，都可以使用柱狀圖與表格畫面。在方程
式、座標點與序列問題中可使用函數圖形畫面。

如果您標記問題讓學生顯示其工作內容，則運算式和方程式問題可使用一個
額外的「顯示您的工作」資料畫面。當您關閉並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
仍會保留 [顯示您的工作] 資料畫面。

以下範例說明相同資料在不同資料畫面中的呈現方式。

按一下 以柱狀圖格式檢視資料。

按一下 以函數圖形格式檢視資料。



當處於函數圖形畫面時，可利用[函數繪圖工具] 處理函數圖形。當您關閉並
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仍會保留圖形中的設定。

在柱狀圖與函數圖形畫面中，可將滑鼠游標移至回覆的上方，以查看提供該
回覆的學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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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以表格格式檢視資料。

表格畫面提供頻率表格與學生表格兩種格式。

▶ 若要在不同的表格畫面中檢視資料，請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整理]
工具，然後選擇 [頻率表格 ] 或 [學生表格 ]。

頻率表格會顯示回覆與回覆出現的次數。按一下 [回覆] 標題，按照升冪、降
冪或問題順序排序回覆。按一下 [頻率] 標題，按照回覆的出現率進行排序。

學生表格會顯示學生名稱與其回覆。可以按一下 [學生] 標題，按照字母的升
冪或降冪順序排序回覆。按一下 [回覆] 標題，按照升冪、降冪或問題順序排
序回覆。



當您關閉並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仍會保留每個文件的排序和調整大
小欄的設定。

開啟文件以供檢閱

可以檢閱已從全班收集的文件、進行中的簡易投票或已儲存的簡易投票。無
法檢閱其中未包含問題的文件。

開始簡易投票時，軟體會自動切換至 [檢閱] 工作空間，其可在學生回應時檢
閱資料。在停止與儲存投票時，可在 [檢閱] 工作空間開啟投票，以檢閱所儲
存的回覆。

如果第一次使用該軟體，資料畫面面板可能顯示空白。請遵循以下步驟來開
啟文件以供檢閱。

從 [課程] 工作空間開啟文件

若要從 [課程] 工作空間開啟文件以供檢閱，請遵循以下步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課程] 工作空間。

2. 在 [課程記錄] 中的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 [在檢閱工作空間中
開啟 ]。

軟體會自動切換至 [檢閱] 工作空間，並開啟所選取文件。

附註：可以開啟包含問題 與簡易投票 的文件 ，以在 [班級記錄]
中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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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文件夾] 工作空間開啟文件

若要從 [文件夾] 工作空間開啟文件以供檢閱，請遵循以下步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文件夾] 工作空間。

2. 在某個欄儲存格或學生的列儲存格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 [在檢閱
工作空間中開啟 ]。



軟體會自動切換至 [檢閱] 工作空間，並開啟所選取文件。

檢視資料

可以從 [學生] 面板或 [資料畫面] 面板檢視資料。可以選擇某位學生以檢視
其答案，或可選擇某個答案以檢視有哪些學生提供該答案。

從 [學生] 面板檢視資料

▶ 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學生名稱，以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檢視其答案。可
以同時選取多個學生。

軟體以藍色標示所選取學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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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柱狀圖、表格與函數圖形畫面之間進行切換，軟體會保留所選取的資
訊，並標示所選取學生提供的回覆。

附註：由於學生的回覆對序列問題來說會有所不同，所以軟體不會在 [資料
畫面] 面板中顯示所選取學生的序列答案。

從 [資料畫面] 面板檢視資料

▶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選取回覆，以在 [學生] 面板中檢視提供該回覆的學
生。可以一次選取多個回覆。

軟體會以藍色標示對應的學生名稱。

如果在柱狀圖、表格與函數圖形畫面之間切換，則軟體會保留所選取的資
訊，並標示已回答所選取回覆的學生。

附註：在所選取學生的所有回覆中，含有多個回覆的複選題會在旁邊顯示藍
色區塊。

附註：如果是序列問題，請在表格畫面中任一處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擇
[顯示學生欄 ]，以在學生的回覆旁邊顯示其名稱。



更改長寬比

當學生的計算機或電腦上出現圖形時，[檢閱工作空間] 會在問題應用程式中
顯示這些圖形。圖形有時後可能是以拉伸狀態顯示，因為這些圖形需要改變
長寬比才能在計算機上檢視。

您可以選擇檢視學生提交時的圖形或保留圖形在插入問題應用程式中時顯
示的長寬比。

[檢閱工作空間]預設為在問題應用程式中顯示學生提交時的圖形。

如果要保留圖形在插入應用程式中時所顯示的長寬比，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圖形畫面中檢視資料。

2.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的圖形上按滑鼠右鍵 ，然後按一下 [繪圖工具 ] > [長
寬比 ]。

— 或 —

3. 按一下 [檢閱工具箱] 中的 ，然後按一下 [繪圖工具 ] > [長寬比 ]。

如果勾選 [長寬比] 方塊，則會保留長寬比。如果未勾選 [長寬比] 方塊，則
長寬比會發生更改。

整理回覆

可以對序列問題設定圖表列表、整理柱狀圖資料和表格畫面、個人化學生回
覆，以及將含有多個回覆的複選題整理成個別、群組或等值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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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圖表列表

圖表列表設定可在不同圖表設定不同的形狀，幫助您在函數圖形上依循個別
的線條或回覆。

若要設定圖表列表，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函數圖形畫面中，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函數繪圖工具 ]。

2. 圖表列表設定。

此時會開啟 [設定圖表] 對話方塊。



3. 按一下形狀旁邊的向下箭頭，選擇要用哪個列表來呈現 xList 與 yList( 列表
1、列表 2，依此類推) 。

附註：每個列表可以選擇多個形狀。

4. 按一下[確定 ]。

[資料畫面] 面板以所選取的形狀更新函數圖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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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函數圖形畫面中更改圖表列表設定後切換到柱狀圖畫面時，軟體會要求
您選擇要在柱狀圖中顯示的列表。可以選擇個別列表，或一個類別列表及一
個頻率列表。

5. 選擇可用的選項並按一下[確定 ]。

如果按一下 [取消 ]，軟體會將柱狀圖顯示為個別列表，且預設為使用列表
1。

可以隨時在柱狀圖畫面中設定圖表列表。

附註：若要在柱狀圖畫面中設定圖表列表，請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整理 ] ，然後按一下[圖表列表設定 ]。

個人化學生回覆

可以更改每個學生所回覆函數圖形的顏色，以利分辨個別回覆。這對於執行
現場教學活動會有所幫助；您可以檢視個別學生在繪製函數圖形、在圖形上
移動點或回應簡易投票問題時的進度。

▶ 若要更改學生回覆的顏色，請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函數繪圖工具 ]，
然後按一下 [個人化學生回覆 ]。

[資料畫面] 面板會以不同顏色顯示回覆。



整理列表資料

在柱狀圖畫面中，可以按照出現率、數值或依字母順序整理列表資料。

若要整理列表資料，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柱狀圖畫面中，按一下[函數繪圖工具 ]。

2. 選取要按照出現率、數值或依字母順序排序圓柱。

柱狀圖畫面會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更新。

整理柱狀圖資料

按照個別回覆整理會顯示每個個別回覆的結果。例如，所有 A 回覆、所有 B
回覆、所有 C回覆，依此類推。按照群組回覆整理會顯示學生的所有多個回
覆。例如，所有 A 加 B 的回覆、所有 A 加 C的回覆，依此類推。

按照等值性整理會將類似的結果合併為一條圓柱。例如，y=4Mx, y= Mx+4, and
y= M(xM4) 會被合併為一個列或表格列。

複選題的柱狀圖畫面預設為顯示個別回覆。

您關閉並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仍會保留按照單獨或分組回覆整理以
及按照等效性整理的設定。

若要按照分組的回覆整理，請遵循下列步驟。

1. 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整理]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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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顯示同一組的學生回覆 ]。

[資料畫面] 面板會顯示分組的回覆。

3. 若要回到預設畫面，請按一下 [整理] 工具，然後按一下 [顯示分隔的學生
回覆 ]。

[資料畫面] 面板會將資料顯示為個別的回覆。



按照等值性整理

按照等值性整理會將所有類似的回覆歸類為同一個圓柱或列。在柱狀圖畫面
中，仍可按一下圓柱以查看個別回覆。

若要按照等值性整理，請遵循下列步驟。

1. 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整理] 工具。

2. 按一下以按照等效性分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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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畫面] 面板會顯示分組的回覆。

3. 若要回到預設畫面，請按一下 [整理] 工具，然後按一下 [依完全相符項目
形成圓柱 ]。

[資料畫面] 面板會將資料顯示為個別的回覆。

隱藏 和顯示回覆

可以在 [學生] 面板或 [資料畫面] 面板中，隱藏一個或多個學生的回覆。隱藏
回覆時，對應的資料會進行更新，而 [資料畫面] 面板不會顯示出隱藏的資
料。當您關閉並重新開啟 [檢閱工作空間] 時，仍會保留隱藏或顯示資料的設
定。

隱藏回覆時，不同的畫面中會發生下列動作。

• 柱狀圖畫面。系統會使用目前的資料更新並重新排序柱狀圖。

• 表格畫面。系統會使用目前的資料更新並重新排序表格。

• 函數圖形畫面。系統會使用目前的資料更新函數圖形。任何新增的迴歸
會自動重新計算，且函數圖形會顯示新的值。

• 顯示您的工作。會在畫面上隱藏所選學生的工作。

從 [學生] 面板隱藏回覆

若要隱藏回覆，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您要隱藏回覆的學生。

所選取學生的回覆會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以藍色標示。

2. 按一下選項功能表 然後選擇[隱藏選定內容 ]，或者移除該學生姓名旁
複選框的選取。

[資料畫面] 面板會隱藏所選取學生的回覆，並顯示其他學生的回覆。

所選取學生姓名會以灰色文字顯示。



附註：如果回覆儲於隱藏狀態，按一下學生名稱即可顯示該回覆。回覆會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以藍色顯示。系統會使用所選取資料更新所有柱狀
圖、表格和函數圖形畫面。回覆會在畫面中繼續顯示，直到您選取不同的
學生為止。

從 [資料畫面] 面板隱藏回覆

可以在柱狀圖、函數圖形或表格畫面中隱藏回覆。隱藏回覆時，[資料畫面]
面板會更新資料，且不會顯示隱藏的回覆。在 [學生畫面]中，學生名稱會以
灰色顯示。在 [頁面排序程式] 畫面中，軟體不會更改文件或圖示。

若要隱藏回覆，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選取要隱藏的回覆。

所選取學生會在 [學生] 面板中以藍色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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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回覆上按一下右鍵，並按一下 [隱藏所選取內容 ]。

[資料畫面] 面板會隱藏所選取回覆，並顯示其他學生的回覆。

所選取回覆對應的學生姓名，會以灰色文字顯示。

顯示回覆

若要顯示隱藏的回覆，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欲顯示回覆的學生。

2. 按一下選項功能表 ，然後按一下[顯示所選取內容 ]。

學生姓名會以黑色顯示，而 [資料畫面] 面板上顯示學生回覆。



將回覆標記為正確或錯誤

可以使用 [檢閱] 工作空間，將所選取答案標記為正確或錯誤。如果正在檢閱
的文件中有已標記的正確答案，則可更改正確答案。在含有多個回覆的複選
題中，您可以新增額外的正確答案。

如果您已勾選 [顯示正確答案 ] 方塊，則標記為正確的答案會以綠色標示。

軟體會根據正確的回覆重新對資料求值，而 [資料畫面] 面板會更新畫面以呈
現已更改內容。

若要將回覆標記為正確，請執行下列動作：

▶ 在 [學生] 面板中，在學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標記為正確 ]。

▶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在回覆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 [將所選取項
目標記為正確 ]。

▶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按一下回覆，再於 [檢閱工具] 面板中按一下 [將選取
項目標記為正確 ]。

在含有多個答案的複選題回覆旁會顯示勾號。

▶ 按一下勾號將回覆標記為正確。

將回覆標記為錯誤時，軟體會移除綠色標示。

若要將回覆標記為錯誤，請執行下列動作：

▶ 在 [學生] 面板中的學生上按一 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移除正確標記 ]。

▶ 在 [資料畫面] 面板中的回覆按一下滑鼠右鍵，並按一下 [將選取項目標記
為錯誤 ]。

▶ 在含有多個答案的複選題中，按一下綠色勾號。

附註：若將答案更改為正確或錯誤，並不會更改您已因正確或錯誤答案而手
動獎勵學生的任何點數。

標記回覆時，不同問題類型會發生下列動作。

問題類型 動作

複選，一個回覆

影像：標籤，一個回覆

影像：描點，一個回覆

新增答案會取代目前的答案。移除答
案會讓問題失去正確答案。

複選，多個回覆

影像：標籤，多個回覆

影像：描點，多個回覆

新增答案會增加正確答案集。例
如，「A 和 B」的答案會成為「A 和 B和
C」。移除答案會減少正確答案集。

簡答：說明 新增答案會增加正確答案集。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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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動作

簡答：文字符合

方程式：f(x)和 y=
座標點

運算式：變數

化學

答案會讓問題失去正確答案。

運算式：數值 新增新答案 (不管是否標注容錯 )將
取代目前答案。移除答案會讓問題
失去正確答案。

下方範例說明答案在不同資料畫面中標記為正確。

含有多個回覆與兩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柱狀圖畫面，按照 [顯示分隔的學生回覆]整
理，並且在 [學生]面板中未選取任何學生。



含有多個回覆與兩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柱狀圖畫面，按照 [顯示分隔的

學生回覆] 整理，並且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一位學生。

含有多個回覆與兩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柱狀圖畫面，按照 [顯示分為同

一組的學生回覆] 整理，並且在 [學生] 面板中未選取任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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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多個回覆與兩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柱狀圖畫面，按照 [顯示分為同

一組的學生回覆] 整理，並且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一位學生。

含有一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出現率表格畫面，並且在 [學生] 面板中未選

取任何學生。



含有一個正確答案之複選題學生表格畫面，並且在 [學生] 面板中選取一

位學生。

含有一個正確答案之方程式 y= 問題函數圖形畫面，並且在 [學生] 面板

中未選取任何學生。

含有一個正確答案之方程式 y= 問題函數圖形畫面，並且在 [學生] 面板

中選取一位學生。

新增教師資料

有時候可能需要新增自己的資料至上課時會檢閱的函數圖形中。[函數繪圖
工具] 可新增教師座標點與教師方程式至函數圖形、設定圖表列表與個人化
學生回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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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料比學生資料大且使用不同的顏色顯示。

新增教師資料時，軟體會重新對資料求值，而 [資料畫面] 面板更新畫面以呈
現更改內容。

可以隱藏與顯示教師的資料，但無法將教師的回覆標記為正確或錯誤。

新增教師座標點

1. 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函數繪圖工具 ] 。

2. 按一下 新增教師資料點。

此時會開啟 [新增教師資料點] 對話方塊。

3. 在欄位中輸入您的資訊。

按一下 ，以開啟您可新增至欄位的數學範本與符號。

4. 按一下[確定 ]。

座標點顯示在函數圖形上，而且會在 [學生] 面板中將姓名[教師 ] 新增至
姓名列表中。

附註：教師可能有多個輸入項目。



新增教師方程式

1. 按一下 [檢閱] 工具箱中的 [函數繪圖工具 ] 。

2. 按一下新增教師方程式。

此時開啟 [新增教師方程式] 對話方塊。

3. 在欄位中輸入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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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 ，以開啟您可新增至欄位的數學範本與符號。

4. 按一下[確定 ]。

您的直線會顯示在函數圖形上，而且將姓名 [教師 ] 新增至[學生] 面板的
姓名列表中。

附註：教師可能有多個輸入項目。

儲存至 [文件夾 ] 工作空間

可以將包含問題與簡易投票的文件儲存至 [文件夾] 工作空間，以便檢閱與分
析個別的回覆，並指定或更改學生的成績。

當將簡易投票儲存至 [文件夾] 時，學生可以繼續提交答案至簡易投票，直到
停止投票為止。儲存在 [文件夾] 中的簡易投票會自動更新，而不需再次儲
存。

附註：如果從 [文件夾] 工作空間開啟檔案，或已將檔案儲存至 [文件夾]，則
軟體不會再詢問檔案名稱。軟體將檔案儲存至 [文件夾] 工作空間時會使用
舊有的檔案名稱，並更新您已提供給學生的所有成績。可以隨時前往 [文件
夾] 工作空間，並更改成績。

若要將檔案儲存至 [文件夾] 工作空間：

1. 按一下 [檔案 ] > [儲存至文件夾 ]，或按一下 。

此時會開啟[儲存至文件夾]對話方塊。檔案名稱預設為顯示在 文件夾名
稱 方框中。如果檔案是尚未儲存的簡易投票，則預設名稱為 <Class name、
Quick Poll Set#、mm-dd.tns>。例如：Algebra1 - Mrs. Smith, QP Set 2, 10-26.tns。

• 若要新增 [文件夾] 欄，請選擇 [新增為新的文件夾欄 ]。可以使用舊有
的名稱，或輸入新的名稱。

• 若要將檔案新增至舊有的文件夾欄，請選擇 [新增至舊有的文件夾
欄 ]。按一下向下箭頭，以選取欄位。

附註：無法將簡易投票新增至舊有欄位。

2. 按一下[儲存 ]。



檔案會儲存在 [文件夾工作空間]。

將資料儲存 為新文件

您可以使用從學生收集的資料，以表格形式檢視，然後將其儲存為序列&試
算表文件。該文件可以作為一種教具或傳送送給學生，以執行進一步分析。

附註：如果資料來自「列表」問題，則 [表格畫面] 中的欄標題將作為列表變數
的名稱。如果變數名稱為不可用，則軟體會進行重新命名。例如，如果名稱
中包含空格，則軟體會將空格替換為底線。

1. 請確保您是以表格畫面檢視資料，才能將資料儲存到新序列&試算表文件
中。

2. 按滑鼠右鍵選中表格中的任意位置，然後按一下 [將表格傳送到新文件 ]。

附註：無法傳送隱藏的資料。如果資料已排序，新文件會保留排列順序。

[文件工作空間] 中會開啟序列&試算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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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事包工作空間

使用此工作空間可儲存、檢閱、修改成績及管理學生的課程作業。

À 作業窗格。選擇作業以檢視學生資訊及其分數。可以重新分發、重新命
名或移除作業。

Á 工作區域。顯示所選取班級中的學生列表以及這些學生的各項作業所獲
得的分數。可以在此檢視班級或學生的作業；按照作業、分數或學生進
行排序；編輯作業的分數。

瀏覽作業窗格

À 作業摘要。列出儲存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的作業名稱。顯示該工作空
間中的班級和學生平均得分。

• 按一下減號 (-) 以收合個人作業列表，僅檢視作業摘要。

• 按一下加號 (+) 以顯示個人作業列表。

Á 個人作業。按一下某項作業，檢視該作業的學生得分。

Â 選項功能表。選取個人作業後即可使用該功能表。按一下 開啟某功能

表之後可以執行以下動作：

• 開啟「檢閱工作空間」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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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事包工作空間」中移除作業。該作業仍存在於其他工作空間
中。

• 重新命名作業。

瀏覽工作空間檢視

工作空間的外觀會依照在「作業」窗格中所選擇的不同內容而有所不同。

作業摘要檢視

選擇「作業」窗格中的作業摘要後會開啟該工作區域。

À 欄動作。 可在某欄中執行特定動作。 按一下該列中的檔案圖示：

• 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要檢閱的評估

• 按學生對作業進行升序或降序排列。

• 開啟「檢閱工作空間」中的主文件。

• 從公事包移除。

• 重新命名作業。

Á 班級平均得分。 顯示班級在該欄項目上的平均得分。

Â 日期。 顯示收集檔案的日期。 最後收集檔案的日期顯示在左側的第一欄。

Ã 學生。列出班級中的所有學生。

Ä 欄標題。顯示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中的檔案名稱。可以對欄標題執
行與欄動作相同的動作。在欄標題上按一下右鍵以開啟功能表。

列標題平均得分顯示全部作業的平均得分和每位學生的全部作業的平
均分數。按一下右鍵平均得分欄使分數按照昇冪或降冪進行排序。

Å 檔案圖示。顯示檔案類型。檔案類型如下所示：

簡易投票



PublishView™
(僅在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顯示 )

TI-Nspire™

其他檔案類型

(僅在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顯示 )

Æ 學生分數。如果問題為自動評分，則會在此顯示分數。可以變更學生的
作業得分。

個人作業檢視

在「作業」窗格中選擇單一作業後，會在該工作區域開啟。如要檢視該工作區
域，所開啟的作業必須是具有一個或多個問題的 .tns 檔案。

附註：也可以在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中打開 .tnsp檔案。

À 所選取作業的名稱。

Á 可能的總點數。此列顯示以下類別的點數：

• 作業中各問題的可能總點數。可以對此數值進行編輯。

• 作業中可能的總額外點數。可以對此數值進行編輯。

• 作業的總點數。

• 原始得分根據可能總點數除以學生所獲得點數計算得出。

• 最終百分比。當編輯可能的點數或額外點數時，此數值會同時進行
更新。可以對此分數進行編輯。除非對其進行變更，否則最終分數
與原始分數相同。

• 如果已編輯最終分數，則最終分數不會因為變更其他點數而更新。

Â 學生姓名。 接收到所選取作業的所有學生。 按一下右鍵以開啟並編輯「公
事包工作空間」中的文件，或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文件以供查看。

Ã 平均得分。顯示全部學生的平均得分，以及平均總點數、原始分數和最
終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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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 作業中的問題。如果文件中包含多個問題，則此處會顯示所有問題，同
時還顯示出對應問題的可能總分數。

Å 分數。列出每個學生的所選取作業得分。作業中的每一頁都有獨立的分
數。按一下右鍵以編輯得分，開啟「公事包工作空間」中的作業，或在「檢
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文件。

Æ 捲軸。當要檢視作業中的多個問題或要檢視多名學生時，會顯示該捲
軸。

將項目儲存至「公事包工作空間」

如果第一次使用 TI-Nspire™ Software，「公事包工作空間」可能為空白。需要先
將檔案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中才能檢視和編輯分數，以及對檔案執行其
他操作。

可以將已收集、自發及簡易投票的檔案儲存至「公事包工作空間」。還可以將
檔案從「班級工作空間」或「檢閱工作空間」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

當將簡易投票儲存至 [公事包] 時，學生可以繼續提交答案至簡易投票，直到
停止投票為止。儲存的簡易投票會自動更新且不需要再次儲存。

附註：如果從 [公事包] 工作空間開啟檔案，或已將檔案儲存至 [公事包]工作
空間，則軟體不會提問檔案名稱。軟體將檔案儲存至 [公事包] 工作空間時會
使用舊有的檔案名稱，並更新已提供給學生的所有成績。可以隨時變更 [公
事包] 工作空間中的成績。

若要將檔案儲存至 [公事包] 工作空間，請遵循下列步驟。

1. 選取欲儲存的檔案。

• 在「課程工作空間」的「[班級記錄」中，按一下 並選擇[儲存選取項目
至公事包。

• 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檔案，按一下檔案  >儲存至公事包，或按一
下 。

此時會開啟 儲存至公事包對話方塊。

2. 將檔案儲存至新的公事包欄，或將其新增至舊有的公事包欄。

• 如果要增加檔案到新的「公事包」欄，請選擇增加為新的公事包欄。可
以使用舊有的名稱，或輸入新的名稱。

• 如要將檔案儲存至新的公事包欄，請選擇新增至舊有的公事包欄。按
下向下箭頭，從下拉式列表中選取所需欄位。



附註：無法將簡易投票新增至舊有欄位。

3. 按一下[儲存 ]。

檔案會儲存在 [公事包工作空間]。

附註：已儲存在 [公事包] 的檔案在使用 [移除] 指令將其移除之前，一直列於
[班級記錄] 中。

當從「班級記錄」中移除了某檔案時，該移除動作並不會影響「公事包工作空
間」中的檔案副本。該副本在進行移除之前會一直儲存於「公事包工作空間」
中。

將項目匯入公事包工作空間

可以將 .tns 檔案從電腦匯入到某學生的「公事包」項目中。

1. 按一下作業摘要。

2. 標示要匯入檔案的學生所在行儲存格。

附註：每次只能匯入一個檔案到一個學生。

3. 按一下 檔案  > 匯入項目。

顯示開啟的對話方塊。

4. 瀏覽至要匯入的檔案後按一下。

5. 按一下 匯入。

如果檔案已存在於該儲存格中，系統會提示您確認是否要覆寫文件。

• 按一下覆寫以儲存匯入的檔案，使其覆蓋舊有檔案。

• 按一下繼續保存以保留舊有檔案並取消檔匯入檔案功能。

編輯分數

有時候可能需要編輯學生的分數。例如，「簡答題」作業中含有某個問題，且
其正確答案是「Autumn」。某位學生輸入「Fall」。如果要為學生提供滿分或部
分分數，則可通過變更學生回答問題的分數完成此動作。

除了編輯單個學生的分數外，還可以編輯各個問題的可能總點數、額外點數
和最終百分比。

▶ 使用整數來編輯分數。例如，輸入 75，所得分數即為 75%；輸入 100，所得
分數即為 100%，以此類推。

附註：如果已輸入分數但未按下 Enter 鍵，則該變更不會生效，且將保持之前
的分數不變。

預覽學生的答案。

可以在 [預覽] 窗格中預覽學生對個人作業問題提供的答案。這樣就可以快
速、方便和有效地檢閱問題、答案和修改分數。

附註：作業中必須包含至少一個將要預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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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作業摘要] 列表的 [個人作業]。

2. 選擇要預覽的問題儲存格。

[預覽] 窗格會顯示以下資訊。

• Q#問題 具有圖標的原始問題，顯示正確或不正確的答案

• 學生答案。學生回覆

• 正確回覆。教師的正確答案( 如果沒有正確答案，則保留空白)

注意：根據所發布的問題，可能會顯示其他資訊。

修改學生的作業得分

可以在「作業摘要」檢視中編輯某項作業的分數，也可在「個人作業」檢視中編
輯某作業中單個問題的分數。以下說明由以上描述任一個檢視變更分數的步
驟。

1. 在學生列中選擇要編輯的分數。

2. 在儲存格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編輯分數。

3. 輸入替換分數，然後按 Enter。如果要取消鍵入，請按 Esc。

變更某問題的可能總點數

可以編輯單個問題或額外點數的可能總分數。

1. 在「可能總分數」列中選擇一個儲存格。

2. 在儲存格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編輯分數。

3. 輸入問題的點數或額外點數，然後按 Enter。

該軟體會詢問您是否要保留學生該問題的得分，或重新評估各學生的得
分。預設設定為重新評估各學生的得分。

• 如果要保留學生的得分而不對其做任何變更，請按一下保持不變學生
該問題得分。



• 如果要重新評估各學生的得分，請按一下重新評估各學生的得分。

4. 按一下[確定 ]。

變更最終百分比分數

1. 在「個人作業」檢視中，選擇要編輯其分數的學生。

2. 在「最終」欄中的儲存格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編輯分數。

3. 輸入替換分數，然後按 Enter。如果要取消鍵入，請按 Esc。

附註：如果編輯最終分數，則會保留編輯後的分數值，即使之後編輯該行中
的其他分數值，也不會更新最終分數。

匯出結果

如果您或您所在的學區採用電子評分保存和報告程式，則可能需要將分數匯
出到這些程式中。可以從 [活動統計工作區] 中匯出分數，以 .csv格式儲存檔
案。匯出操作為包括所有學生所選取作業或全部作業的全部分數。

匯出的 .csv檔案中包含工作空間中除了「欄動作」列以外的所有欄和列。如果
某學生所對應的儲存格為空白，即沒有分數，則 .cvs 檔案中將顯示該儲存格
為「無分數」。

匯出「目前檢視」

可以通過該操作匯出 [活動統計工作區] 中顯示的單份作業的全部資料。

1. 從清單中選擇一份作業。

2. 按一下檔案>匯出資料或按一下 。

3. 選取匯出目前檢視。

此時會開啟 [匯出] 對話方塊。

• 預設位置為 [我的文件]。
• 預設名稱是作業的名稱。

4. 瀏覽欲儲存檔案的位置。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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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義匯出

可以透過 [自訂匯出] 匯出一份或多份作業的最終分數。這對某個日期範圍
內報告分數很有幫助，僅匯出學生姓名和最終分數。

1. 按一下檔案>匯出資料或按一下 。

2. 選取自定義匯出。

此時會開啟 [匯出] 對話方塊。

3. 選擇要匯出的作業。

• 選取作業名稱旁的核取方塊。

• 按一下全選 以選取全部作業。

• 按一下全部清除 以清除選定內容。

4. 按一下匯出。

此時會開啟 [匯出] 對話方塊。

• 預設位置為 [我的文件]。
• 預設名稱是作業的名稱。

5. 瀏覽欲儲存檔案的位置。

6. 按一下[儲存]。

在「公事包工作空間」對資訊進行排序

1. 按一下欲排序列表的欄標題。

所選取清單按照昇冪、降冪和學生姓名順序進行排序。

2. 再按一下欄標題則會依照其他順序排序。

開啟其他工作空間中的公事包項目

可以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打開 .tns 檔案並對其進行編輯，或者在「檢閱」工
作空間中打開 .tns 檔案或「簡易投票」調查檔案柱狀圖、表格或圖形檢視檢視
學生的答案。



附註：也可以在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中打開 .tnsp檔案。

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開啟項目

1. 按一下要開啟的檔案。

如果要開啟所有學生的 .tns 檔案，請執行以下步驟：

• 按一下「作業摘要」列表中的 .tns 檔案。

• 在「作業摘要」檢視內的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欄動作」列中的圖示，或
按一下「欄標題」。

如果要開啟所選取學生的 .tns 檔案：

• 在「作業摘要」檢視內選擇所選取學生列的某個儲存格。可開啟同一個
欄中的多個檔案，但不能開啟屬於不同欄的多個檔案。

• 在「個人作業」檢視中選擇所選取學生列的某個儲存格。

2. 按一下 檔案  > 以開啟檔案進行編輯、或按一下右鍵並選擇開啟進行編
輯。

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開啟檔案。

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項目

1. 可透過以下其中一個方式按一下要開啟的檔案：

• 在「作業摘要」列表中選擇檔案。

• 在「作業摘要」檢視內的工作空間中，按一下「欄動作」列中的圖示，或
按一下「欄標題」。

• 在「作業摘要」檢視中按一下所選取學生行中的某個儲存格。可開啟同
一個欄中的多個檔案，但不能開啟屬於不同欄的多個檔案。

• 在「個人作業」檢視中按一下所選取學生列的某個儲存格。

附註：無論使用何種方法，都可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含有全部學生
答案的檔案。不能開啟只有一個學生的檔案。但是可以選擇在「檢閱工作
空間」中檢視一個學生的答案。

2. 按一下檔案  >以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或按一下右鍵並選擇在檢閱工作
空間中開啟。

將在「檢閱工作空間」中開啟檔案。

開啟主文件

「主文件」是發送給學生的原始文件，其中包含問題的答案要點，可根據該主
文件對從學生處收集的回覆進行評估。將文件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中
的某欄中時，通常會產生一個與該檔案相關的「主文件」。

可以從「作業摘要」檢視內的「公事包工作空間」中開啟主文件。當開啟主文
件時，該文件以唯讀檔案形式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開啟。

1. 在「欄動作」列中，按一下要開啟的檔案圖示。

2. 在該圖示上按一下右鍵並選擇開啟「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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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件以唯讀檔案形式在「公事包工作空間」中開啟。

新增主文件

有時候可能需要替換舊有主文件，或者要將主文件增加到無主文件的作業
中。例如，某問題的答案錯誤，學生因此未得到任何學分。此時可以透過變
更問題的答案為學生提供學分，同時保留「主文件」將其作為正確答案的永久
記錄。

附註：可以新增或替換 .tns 檔案的「主文件」，但不能替換「簡易投票」檔案的
主文件。

可使用新的「主文件」來評估學生的分數。評估方法如下：

• 如果問題改變，則對新問題的學生答案進行評估。

• 如果新主文件中含有舊主文件所沒有的問題，則對這些問題進行評估。
如果學生沒有看到這些問題，則會導致這些問題的得分為零。

如要新增或替換主文件，請遵循以下步驟：

1. 在「欄動作」列中，按一下要開啟 .tns 檔案所對應的圖示。

2. 按一下 檔案  > 以新增主文件。

隨即開啟對話方塊，可以從中選擇一個檔案。

3. 瀏覽至要作為新主文件的 .tns 文件，然後按一下開啟。

該軟體會顯示警告消息，以提示用戶替換「主文件」會導致軟體重新評估
學生的分數。

4. 按一下新增 /替換主文件以指定新的主文件，或按一下取消來取消此動
作。

重新分發公事包項目

為班級重新分發檔案是返回已評分作業或返回作業進行其他操作的有效方
法。班級必須正在進行中，才進行檔案重新分發。

附註：不可以重新分發「簡易投票」檔案。

1. 在要重新分發的項目上按一下右鍵。

2. 按一下 重新分發至班級，或按一下 。

系統會將檔案發送至登入到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的所有學生。

從學生處收集遺失的檔案

有時可能會將一系列學生檔案儲存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中，但該收集過程可
能會因學生沒有全部參與、要收集的檔案沒有準備好或學生沒有登入而不能
完成。班級必須在進行中，才能收集檔案。

1. 選擇單個檔案或按一下「欄動作」列中的檔案圖示，以選擇該欄中的所有
檔案。



附註：每次只能收集一欄檔案。

2. 按一下 收集遺失檔案。

遺失的檔案是從登入到網路的學生和最初沒有收集其檔案的學生處收集
的。

將遺失的檔案傳送 至學生

有時可能會將一系列學生檔案傳送給學生，但該傳送過程可能會因學生沒有
全部參與、未登入或班級中有新生加入而未完成。班級必須在進行中，才能
傳送遺失的檔案。

1. 選擇單個檔案或按一下「欄動作」列中的檔案圖示，以選擇該欄中的所有
檔案。

附註：每次只能傳送一欄檔案。

2. 按一下 傳送遺失的檔案

遺失的檔案將傳送給登入到網路的學生和最初沒有收到檔案的學生。

重新命名公事包項目

可以透過「作業」窗格或欄標題對作業進行重新命名。

1. 按一下要重新命名的作業名稱或欄標題。

2. 按一下右鍵並選擇重新命名。

隨即開啟「重新命名公事包欄」的對話方塊。

3. 輸入新名稱。

4. 按一下重新命名。按一下 取消 以取消請求。

欄標題和「作業」窗格中的欄以新名稱顯示。

從公事包中 移除欄

有時候可能需要從公事包中移除檔案。例如，傳送給學生或從學生處收集的
檔案有錯誤。可以透過「作業」窗格或欄標題將作業移除。

1. 按一下要移除的作業名稱或欄標題。

2. 按一下右鍵並選擇從公事包中移除。

隨即開啟「從公事包中移除」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移除以將檔案移除。按一下 取消 以取消該請求。

附註：如果儲存檔案到「公事包工作空間」中，且之後從「班級記錄」中移除該
檔案，該移除操作並不影響「公事包工作空間」中的檔案副本。該副本在進行
移除之前會一直儲存於「公事包工作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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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事包中移除單個檔案

有時候可能要從欄列表中移除單個或數個檔案，而不是所有檔案。例如，從
學生處收集的檔案有錯誤。在「作業摘要」檢視中移除工作區域中的單個檔
案。

1. 按一下要移除的單欄內單一檔案或多個檔案。

2. 按刪除。

開啟「移除所選取文件」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移除以將檔案移除。按一下不移除 以取消該請求。

檔案類型選項總結

.tns 具有問題
的 .tns

.tnsp 簡易投
票

其他檔案
類型

儲存到公事包 Ÿ Ÿ Ÿ Ÿ Ÿ

儲存所選取項目至
公事包

Ÿ Ÿ Ÿ Ÿ Ÿ

編輯分數 Ÿ Ÿ Ÿ Ÿ

在檢閱工作空間中
開啟

Ÿ Ÿ

開啟編輯 Ÿ Ÿ Ÿ Ÿ*

重新分發至班級 Ÿ Ÿ Ÿ Ÿ

開啟主文件 Ÿ Ÿ Ÿ Ÿ Ÿ

新增主文件 Ÿ Ÿ

匯出資料 Ÿ** Ÿ** Ÿ** Ÿ** Ÿ**

傳送 /收集遺失的檔
案

Ÿ Ÿ Ÿ Ÿ

重新命名檔案的公
事包欄

Ÿ Ÿ Ÿ Ÿ Ÿ

移除檔案的公事包
欄

Ÿ Ÿ Ÿ Ÿ Ÿ

Ÿ* 檔案在作業系統為檔案類型相關聯的程式中開啟。

Ÿ** 匯出時，空白的、未評分和「其他檔案類型」會顯示
「無分數」。



使用影像

TI-Nspire™應用程式使用影像於參考、評估與教學用途。您可以在以下
TI-Nspire™應用程式中新增影像

• 函數繪圖&幾何作圖

• 數據&統計

• 筆記

• 問題( 包括 簡易投票)

在「函數繪圖&幾何作圖」和「數據&統計」應用程式中，影像在軸和其他物件
之後的背景中設置。在「筆記」和「問題」應用程式中，影像在與文本一致的游
標位置設置( 在前景) 。

您可以插入以下類型的影像檔案：.jpg, .png, 或 .bmp.

附註：不支援 .png 檔案類型的透明功能。透明背景顯示為白色。

使用 軟體中的影像

使用 TI-Nspire™軟體時，您可以插入、複製、移動和移除影像。

插入影像

在「筆記」或「問題」應用程式以及「簡易投票」中，您可以在頁面中插入一幅以
上的影像。「函數繪圖&幾何作圖」和「數據&統計」應用程式的頁面中僅可插
入一幅影像。

1. 開啟您要新增影像的文件。

2. 按一下 插入 > 影像。

「插入影像」對話方塊隨即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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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瀏覽至影像所在的資料夾，然後選擇影像。

4. 按一下 開啟。

• 「函數繪圖與&幾何作圖」和「數據與&統計資料與統計」應用程式中，
在軸後面的背景中插入影像。

• 「筆記」、「問題」和「簡易投票」應用程式中，在游標位置插入影像。您
可以在影像的上方或下方輸入本字，並且可以在頁面中上下移動影
像。

附註 :您也可以這種方式插入影像：將影像複製到剪貼薄，然後粘貼到應用程
式中。

移動影像

在「筆記」和「問題」這類應用程式中，影像在游標位置設置，您可以透過將影
像移動到新的一行、空白區，或將影像放在一行文本中，以此來重新定位影
像。在「函數繪圖與&幾何作圖」和「數據&統計」應用程式中，影像可移動至
頁面中的任意位置。

1. 選取影像。

• 在「筆記」和「問題」應用程式中，按一下影像以將其選取。

• 在「函數繪圖與&幾何作圖」和「數據&統計」應用程式中，右鍵按一下
影像，然後按一下選擇 > 影像。

2. 按一下選中的影像，然後按住滑鼠按鍵。

• 如果影像在前景中，則游標變成 。

• 如果影像在背景中，則游標變成 。

3. 將影像拖至新的位置，然後釋放滑鼠按鍵，以放置影像。



當影像在前景中且將游標懸停在新的一行或空間時，就會變成 。背景
中的影像則可移動至和放置在頁面中的任意位置。

調整影像大小

要保持影像縱橫比例，請拖動影像的四個角調整其大小。

1. 選取影像。

• 在「筆記」和「問題」應用程式中，按一下影像將其選取。

• 在「函數繪圖與&幾何作圖」和「數據&統計」應用程式中，右鍵按一下
影像，然後按一下 選擇> 影像。

2. 將游標移至影像的一角。

游標變成 ( 指向四個方向的箭頭) 。

附註：如果您將游標拖到影像某一邊，則游標變成 ( 指向兩個方向的箭
頭) 。如果您拖動影像邊緣來調整其大小，影像就會變形。

3. 按一下影像的角或邊。

啟用 工具。

4. 向內拖動將影像變小，或向外拖動將影像變大。

5. 圖像大小適合時釋放滑鼠。

刪除影像

要從開啟的文件中移除影像，請執行以下步驟。

1. 選取影像。

• 如果影像在前景中，按一下影像將其選取。

• 如果影像在背景中，右鍵按一下影像，然後按一下 選擇 > 影像。

2. 按 刪除。

影像則會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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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 Lua指令碼

「指令碼編輯器」用於建立和提交動態關聯模擬、強大而靈活的實用程式和其
他教育內容，以研究數學和科學概念。開啟包含指令碼的文件時，指令碼會
按照程式自動執行。若要查看執行的指令碼程式，必須先啟動包含指令碼程
式的頁面。

「指令碼編輯器」為提供熟悉 Lua 指令碼環境的老師和其他編者所使用。Lua
是一種強大、快速、輕量的指令碼語言，TI-Nspire™和 PublishView™文件可完
全支援之。包含指令碼程式的文件可在 TI-Nspire™計算機中開啟。指令碼程
式可在計算機中開啟，但無法檢視或編輯指令碼。

使用「指令碼編輯器」和建立指令碼時可使用以下資源 :

• 按下 F1 以存取 TI-Nspire™說明，其中包括「指令碼編輯器」說明。

• 按下 F2 以查看 TI-Nspire™其他資源，如指令碼樣本和到 TI-Nspire™ Scripting
API 資料庫的連結。( 另請參見 education.ti.com/nspire/scripting。)

• 如需更多關於 Lua 的資訊，請參訪 lua.org。

指令碼編輯器概覽

可使用指令碼編輯器插入、編輯、儲存、運行和除錯 TI-Nspire™( .tns 檔案) 和
Publishview™( .tnsp檔案) 文件中的指令碼程式。

• 指令碼程式在文件、問題和頁面中的運行方式與其他 TI-Nspire™應用程式
一樣。

• 建立新文件或開啟舊有文件時，可在頁面或拆分頁面的工作區域中插入
或編輯指令碼程式。

• 在分割頁面佈局中，可在頁面的每個工作區域添加一個指令碼程式。一
個頁面最多可分割為四個象限。

• 可在指令碼程式中新增影像。請參見插入影像部分。

• 如果關閉 TI-Nspire™或 PublishView™文件時未進行儲存，則將遺失在指令
碼編輯器中所做的工作。

探索指令碼編輯器介面

當您在 TI-Nspire™或 PublishView™文件中插入新指令碼程式或編輯已有指令
碼程式時，[指令碼編輯器] 視窗就會開啟。

開啟文件時，在 [文件工作空間] 的 [插入] 功能表中選取建立新指令碼或編輯
指令碼。

附註 :雖無標記，但 [文件工作空間] 是 TI-Nspire™ CX Student Software 和
TI-Nspire™ CX CAS Student Software 的預設工作空間。

下圖示顯示的是已有指令碼的指令碼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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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功能表列。包含與指令碼編輯器相關的選項。

Á 工具列。提供常用指令碼編輯器功能工具。請參見使用工具列部分。

Â 指令碼標題。顯示指令碼標題。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標題以對其進行變
更，或按一下編輯 > 設定指令碼標題。

Ã 文字方塊。為鍵入指令碼文字留出空間。

Ä 工具面板。顯示指令碼資料。請參見使用工具面板部分。

Å 狀態列。顯示指令碼的運行狀態。請參見使用狀態列部分。

使用工具列

下表是工具列中的選項。

工具名稱 工具功能

暫停
指令
碼

暫停執行指令碼。

恢復
指令
碼

恢復執行指令碼。

除錯時，指令碼將繼續執行到下一中斷點或
指令碼末尾。



工具名稱 工具功能

設定
指令
碼

開始執行指令碼。

焦點
指令
碼

將焦點設定到附加指令碼應用程式的頁面。

• 在 TI-Nspire™文件中設定頁面焦點。

• 在 PublishView™文件中設定頁框的焦點。

進入 除錯時執行目前語句。如果該語句調用了函
數，則除錯器將停在函數第一行。

跳過 除錯時執行目前語句。

如果該語句調用了函數，則除錯器不會停在
函數中，除非函數中有中斷點。

啟用
中斷
點

從正常模式切換到除錯模式。

禁用
中斷
點

從除錯模式恢復正常模式並繼續執行指令
碼。

設定
權限

將權限等級設定為 [受保護 ]、[僅查看 ]或 [無
保護 ]，並允許您設定指令碼密碼。

使用 [工具] 面板

位於視窗底部的 [工具] 面板中可顯示指令碼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除
錯指令碼部分。

標籤 視窗顯示

控制台 指令碼錯誤在此處列印。

指令碼中嵌入的輸出語句也在此處列印。

全域變
數

此時將顯示已選取的通用變數。

若要選取一個通用變數進行顯示，請選擇 [工具 ]面板底部的按
一下新增觀察變數。

調用堆
疊

顯示目前正在執行的函數的調用樹。

區域性 顯示局部變數在目前函數中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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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視窗顯示

變數

資源 在此上載、插入和管理影像。

使用狀態列。

視窗底部的狀態列顯示基本指令碼資料，如以下範例所說明 :碼表，1.1，
  4:1， 正在運行。

• 附加指令碼程式的文件名稱( 碼錶 )

• 問題和頁碼 (1.1)

• 指令碼行和字元，( 4:1描述行 4和字元 1)

• 指令碼運行狀態( 正在運行 ) 。注意可能狀態 :

- 正常模式 :正在運行、暫停或出錯

- 除錯模式 :正在運行( 除錯) 、暫停、或錯誤

插入新指令碼

請按照以下步驟插入新指令碼程式和指令碼。

1. 開啟要插入指令碼的文件。可以是新文件或舊有文件。

2. 按一下插入 > 指令碼編輯器 > 插入指令碼。

即可插入指令碼程式並開啟「指令碼標題」對話方塊。

附註 : TI-Nspire™ CX學生版軟體和 TI-Nspire™ CX CAS 學生版軟體會在「文件
工作空間」中自動開啟。

3. 輸入指令碼標題。( 最多允許 32個字元。)

4. 按一下確定。

隨即開啟「指令碼編輯器」視窗並顯示空白指令碼。

5. 在指令碼行中輸入文字。

附註 :部分非標準 UTF-8寬字元可能無法正確地顯示。對於這些字元，強
烈建議您使用 string.uchar函數。

6. 完成指令碼輸入後，按一下設定指令碼以進行執行。

• 在 TI-Nspire™文件中，該指令碼程式即插入新頁面中。包含該指令碼
程式的頁面啟動後，「文件工具框」為空白。

• 包含指令碼程式的框架將添加到 PublishView™文件的已開啟頁面中。
您可像其他所有 PublishView™物件一樣，移動或調整這個框架，也可
在這個頁面中添加其他 PublishView™物件。

7. 若要檢視指令碼程式，請按一下焦點指令碼。



在「指令碼編輯器」中 縮放文字

您可在指令碼中和任意工具面板中調整文字大小。

功能表方法

1. 按一下要縮放的文字區域。

2. 按一下檢視功能表，選取縮放，然後選取放大、縮小或還原。

請注意功能表同時顯示縮放指令的鍵盤快速鍵。

滑鼠方法

1. 將滑鼠游標移至要縮放的區域。

2. 按住 Ctrl，然後前後滾動滑鼠滾輪。

編輯指令碼

若要編輯舊有指令碼，請執行以下步驟。

1. 開啟包含指令碼的 TI-Nspire™或 PublishView™文件。包含指令碼的頁面必
須為已啟用頁面。

2. 選取該頁面和包含指令碼的工作空間。

3. 按一下插入>指令碼編輯器>編輯 指令碼。

指令碼編輯器開啟並顯示指令碼。如果頁面中所選取工作空間中沒有指
令碼，則 [編輯指令碼] 將顯示灰色。

如果指令碼有密碼保護，則會開啟 [密碼保護] 對話方塊，以提示輸入密
碼。

4. 根據需要進行變更。

• 若要添加注釋，在各注釋行前添加雙連字型大小 (--) 即可。

• 若要變更標題，請按一下編輯 > 設定指令碼標題或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標題並按一下設定指令碼標題。

附註 :

• 部分非標準 UTF-8字元可能無法正確地顯示。對於這些字元，強烈建
議您使用 string.uchar函數。

• 非 UTF-8字元使用 print 函數時可能會出現意外結果。

• on.save 函數返回的部分無法輸出的字元可能會被丟棄。

5. 若要執行指令碼，請按一下設定指令碼。

所有錯誤都會顯示在 [工具] 面板的 [控制台] 區域。

6. 若要檢視指令碼程式( 運行指令碼) ，請按一下焦點指令碼。

變更檢視選項

若要變更檢視選項，請執行以下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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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清除 [工具] 面板中的指令碼資料，使其恢復編輯器預設，請按一下檢
視 > 恢復編輯器至預設值。

▶ 若要檢視文件中和控制台中各輸出語句的指令碼標題，請按一下檢視 >
文件標題視圖。

▶ 若要隱藏或顯示工具列標籤，請按一下檢視 > 工具列文字標籤。

▶ 若要顯示或隱藏 [工具] 面板或區域，請按一下檢視 > 工具面板並按一下
相應選項。

▶ 若要在開啟多個指令碼時建立標籤組，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某個標題然
後按一下新增水準組或新增垂直組。

設定最低 API 級別

每個版本的 T-Nspire™軟體都包含對一組特定 Lua 程式碼編寫功能的 API 支
援。讓程式碼設定最低 API 級別，可讓您指定程式碼至少須具備的一組功
能。

如果使用者嘗試在不符合程式碼最低 API 級別的系統上運行程式碼，將會有
一則訊息通知使用者，並阻止程式碼的運行。

要為程式碼設定最低 API級別 :

1. 確定您所希望程式碼要求的最低級別。

- 為程式碼的功能集設定過低的級別，可能導致程式碼在舊版軟體上運
行錯誤。

- 設定得過高，則可能造成程式碼拒絕在支援該功能集的舊版軟體上啟
動。

2. 在「程式碼編輯器」的文件功能表上，選取設定最低 API 級別。

3. 在對話方塊中，以主要版本.次要版本格式鍵入最低級別。例如，您可以
鍵入 2.3。

運行的程式碼須達到此 API 級別或更高級別。

儲存指令碼程式

按一下 [設定指令碼] 會重設( 更新) TI-Nspire™或 PublishView™文件中的指令
碼。但儲存文件之後才可儲存指令碼和指令碼程式。若未儲存便關閉了
TI-Nspire™ software，則對指令碼所做的工作都將遺失。

為確保工作完成後正確地儲存指令碼程式，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 [指令碼編輯器] 視窗，按一下設定指令碼重設( 更新) 文件中的指令碼
程式。

2. 在開啟的文件中，按一下檔案>儲存文件儲存對 TI-Nspire™或 PublishView™
文件做的變更。

附註 :為確保工作得到備份，請經常設定指令碼並儲存文件。



管理影像

請依照以下步驟，以將影像插入指令碼程式。

將影像新增至資源

1. 按一下資源標籤。

2. 按一下 按鈕。

3. 按一下影像檔案名稱。

4. 按一下開啟。

5. 接受預設的影像名稱，或透過在方塊內鍵入新名稱來重新命名影像。( 例
如 :newimage)

6. 按一下[確定 ]。

附註 :您將在螢幕的右下角看到影像縮圖。您的影像檔案名稱將顯示在螢
幕左下角的影像列表中。

7.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影像名稱以重新命名、複製名稱、預覽或移除影像。按
一下 按鈕也可移除影像。

將多個影像新增至資源。

1. 按一下資源標籤。

2. 按一下 按鈕。

3. 從檔案類型功能表中選取逗點分隔值 (*.csv)

4. 選取自己的 .csv檔案。

附註 : .csv格式有兩個逗點分隔值欄。第一欄是代碼中所用影像資源的本
機名稱。第二欄是影像在目前系統的絕對路徑。

Windows 示例 :

bridge,C:\images\bridge.jpg

house,C:\images\house.jpg

5. 按一下開啟。

6.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影像名稱以重新命名、複製名稱、預覽或移除影像。按
一下 按鈕也可移除影像。

建立調用影像的指令碼

1. 在指令碼列方塊內鍵入下列指令碼 :

myimage = image.new(_R.IMG.img_1)

function on.paint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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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drawImage (myimage, 30, 30)

end

附註 : 使用自己影像的名稱取代上面的 img_1。

2. 若要儲存指令碼，請按一下設定指令碼。您會在「文件預覽」螢幕中看到
自己的影像。

3. 按一下焦點指令碼以將焦點設定在想要附加指令碼應用程式的文件的頁
面上。

附註 : TI-Nspire 文件將焦點設定為頁面 ;PublishView™文件將焦點設定為頁
面上的畫面。

建立調用多個影像的指令碼

1. 在指令碼列方塊內鍵入下列指令碼 :

myimg = { }

for name, data in pairs (_R.IMG)

myimg [name] = image.new(data)

end

function on.paint (gc)

gc:drawImage (myimg[imagename], 30, 30)

end

2. 若要儲存指令碼，請按一下設定指令碼。您會在「文件預覽」螢幕中看到
自己的影像。

3. 按一下焦點指令碼以將焦點設定在想要附加指令碼應用程式的文件的頁
面上。

附註 : TI-Nspire 文件將焦點設定為頁面 ;PublishView™文件將焦點設定為頁
面上的畫面。

設定指令碼權限

可設定指令碼權限並指定保護指令碼的密碼。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在 [指令碼編輯器] 視窗中，按一下檔案 > 設定權限。

[設定權限] 對話方塊將開啟。

2. 在 [權限等級] 區域，選取相對應的安全等級 :

• 受保護。可以運行指令碼，但不能檢視或編輯。

• 僅檢視。可以檢視指令碼，但不能編輯。



• 無保護。可以檢視和編輯指令碼。

3. 若要保護指令碼，請在 [安全] 區域設定一個密碼。

附註 :設定密碼時請謹慎，因為密碼是無法取消的。

4. 按一下 確定。

下次按一下插入>指令碼編輯器>編輯 指令碼時，會彈出 [密碼保護] 對話方塊
提示您輸入密碼。請從以下選項進行選取 :

• 若要編輯指令碼，請輸入密碼並按一下確定。

• 若只檢視指令碼，請不要輸入密碼並按一下檢視。

除錯指令碼

您可除錯您的指令碼以調查運行時錯誤並追蹤執行流程。除錯時，資料將顯
示在 [工具] 面板中。

▶ 若要啟用除錯模式或禁用並返回正常模式，請按一下除錯 > 啟用中斷點
或禁用中斷點。

附註 :禁用中斷點一定會恢復指令碼的執行。

▶ 除錯時請根據需要按一下進入和跳過。請參見指令碼編輯器介面部分。

▶ 若要設定中斷點，請按兩下行號左側空白區域。在按一下啟用中斷點之
前，將一直禁用中斷點。

▶ 除錯時請注意以下因素 :

• 不支援協同程式中的中斷點。

• 若在回調函數中設定中斷點，則除錯器可能不會在此中斷點停止。

• 除錯器不會在諸如 on.save、on.restore 和 on.destroy等函數處停止。

在工具列上，[進入] 和 [跳過] 將隨中斷點同時啟用。

▶ 若要暫停或恢復指令碼的執行，請按一下暫停指令碼和恢復指令碼。指
令碼恢復後，它將一直運行到中斷點處或指令碼末尾。正常模式或除錯
模式下均可暫停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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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儀器支援與服務

首頁： education.ti.com
電子郵件洽詢： ti-cares@ti.com
知識庫與電子郵件洽詢： education.ti.com/support
國際資訊： education.ti.com/international

服務與保證資訊

如需產品服務保證期間和保證條款的相關資訊，請參見本產品隨附的保證聲
明或聯絡您當地的德州儀器零售商/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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