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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TI-Nspire™ Navigator™ 教師版軟體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提供設定無線教室網路所需的硬體和軟體工具。

在無線教室環境下，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可讓您執行以下

功能 :

• 使用 [簡易投票 ]將投票傳送給您的學生、接收學生對投票的回答，以及

檢閱學生的投票結果。

• 使用 [螢幕擷取 ]以自動或特定時間間隔來擷取學生計算機或電腦螢幕。

• 使用 [現場演示者 ]顯示工作，可讓您如同在自己的計算機螢幕或學生計

算機螢幕上執行時一樣。

• 使用 [檢閱工作區 ]收集和檢閱學生作業，在學生回答問題後即時查看結

果，並分析整個班級或個別學生的資料。

關於 [硬體 ]
依據教室要求，TI-Nspire™ Navigator™系統可能包含以下硬體，以建立無線

通信網路使電腦能夠與學生計算機進行通信 :

硬體名稱 影像 使用

TI-Nspire™無

線網卡

連接至 TI-Nspire™ CX和

TI-Nspire™ CX CAS計算機以啟

用 2.4GHz頻帶的無線通信。

TI-Nspire™ CX
無線網卡 – v2

連接至 TI-Nspire™ CX和

TI-Nspire™ CX CAS計算機以啟

用 2.4GHz或 5GHz頻帶的無線

通信。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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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名稱 影像 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無

線傳輸座

連接至所有 TI-Nspire™ CX和

TI-Nspire™計算機以啟用

2.4GHz頻帶的無線通信。

TI-Nspire™
Navigator™接

入點

連接至教師電腦以提供 2.4GHz
無線通信連結。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

入點

連接至教師電腦以提供 2.4GHz
或 5GHz無線通信連結。

在開始之前

在首次啟用新版本的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時，會顯示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啟動精靈，以輔助您自動設定無線教室。在開始

執行無線設定步驟之前 :



• 確認已安裝並啟動電腦上的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 若使用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請確保每個傳輸座均已充電

( LED 為穩定琥珀色或穩定綠色)。

附註 : 若使用 TI-Nspire™無線網卡，則不需要對其進行充電。無線網卡由

計算機提供電源。

• 移除電腦上的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或 TI-Nspire™ CX Navigator™
接入點。

系統自動啟動

啟用軟體時，啟動精靈將輔助您完成以下所需的步驟 :

• 將學生和教室的所有計算機更新至最新  版本的作業系統。計算機上的

作業系統必須與電腦上安裝的軟體版本符合。

重要資訊！ 更新作業系統時，計算機必須使用 USB傳輸線或 TI-Nspire™
CX  Docking Station 與電腦連接。

• 連接接入點，(如需要)更新接入點韌體。

• 命名班級網路。

• (如必要)為接入點選取一個通道。

• 新增無線用戶端至班級網路。

• 建立班級網路設定的備份。

對傳輸座進行充電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包含充電電池。電池須在課堂使用前充電

整個晚上。傳輸座在充電完成後，可持續運作一整天的時間。傳輸座應每晚

充電。

TI-Nspire™ Navigator™傳輸座充電器可容納一至五台傳輸座。將傳輸座放入

充電器後，便會同時進行充電，直到充電完成為止。電量耗盡的電池最多需

要 12 小時才能充電完成。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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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即使電池留在充電器中的時間超過充電完成所需的時間，也不會對電

池造成損害。另外，電池在充電之前不需完全放電。

請確定有足夠的(3 至 4 個)電源插座可供所有的設備使用。如有需要請使用

延長線，以便有足夠的接地插座。

1. 將 AC9940 電源變壓器線的較小一端插入充電器的電源插孔。

2. 將變壓器的另一端插入電源插座。

3. 將每一台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插入 TI-Nspire™ Navigator™
傳輸座充電器。請確定 LED 指示燈呈黃褐色。

附註 : 可以使用 AC9926 變壓器(另售)為單一無線傳輸座充電。



檢查 LED
每個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頂端都有兩個 LED(小燈)以閃爍或變

色來指示各種操作或狀態。

LED
指示燈

LED 指示燈表示網路活動。 LED 指示燈表示電池充電狀態。

當傳輸座仍位於 TI-Nspire™ Navigator™傳輸座充電器中時 :

• 連續黃褐色的 LED 指示燈表示無線傳輸座目前正在充電。

• 連續紅色的 LED 指示燈表示無線傳輸座與充電器之間的接觸不良。
請重新放好傳輸座以提供良好接觸，LED 指示燈便會轉為黃褐色。

• 連續綠色的 LED 指示燈表示無線傳輸座已充電完成。

更新計算機作業系統

在安裝或更新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後首次啟動軟體時，會顯示

啟動對話方塊。您 必須 將所有學生和教室計算機更新至最新作業系統。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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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下步驟以確保所有的計算機都已執行更新。

1. 若已連接至電腦，移除與接入點的連接。

2. 將計算機連接至電腦。

必須使用 USB傳輸線來連接計算機，或者使用 TI-Nspire™ docking
station 來連接多台計算機。

3. 按一下偵測計算機的作業系統。

• 若所有已連接計算機的作業系統符合軟體版本，則會顯示 [計算機作

業系統更新 ]對話方塊，提示您所有計算機已為最新版本。按一下

[關閉 ]以返回至 [啟動 ]對話方塊。

• 若已連接計算機的作業系統不是最新版本，則會顯示 [計算機作業系

統  需要更新 ]對話方塊。按一下 [更新作業系統 ]。

此時隨即開啟 [新增到傳輸清單 ]對話方塊。



相符的作業系統  檔案傳輸至已連接計算機。可以同時更新

TI-Nspire™ CX計算機和 TI-Nspire™計算機。若無法一次將所有計算

機與電腦進行連接，請連接盡可能多的計算機並更新這些設備的作

業系統。作業系統更新完成後，移除計算機連接並重複作業系統更

新流程，直到所有計算機更新完成為止。連接計算機後，軟體會偵

測所需作業系統並開始進行傳輸。

• 當所有計算機都更新完成後，按一下完成來停止傳輸過程。

- [新增作業系統傳輸清單 ]關閉。

- 此時顯示 [啟動 ]對話方塊。

4. 勾選我的所有計算機都已更新至 3.6 版 勾選方塊。

5. 按一下 下一步。

此時開啟 [連接  接入點 ]對話方塊。

連接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

所有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更新完成之後，系統啟動的下一步是連接接入點。

將接入點連接到電腦後，接入點電源隨即開啟並可與無線網路卡和傳輸座通

訊。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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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USB傳輸線將接入點與電腦連接。

a) 將 USB傳輸線的較小端連接至接入點。

將接入點直接連接到電腦。不要將接入點連接至 USB集線器或擴

充基座。

b) 將另一端連接到電腦上的 USB連接埠。

c) 確定接入點的電源指示燈為開啟狀態。電源指示燈表示接入點正在

從電源變壓器接收電源。訊號指示燈表示無線連結活動。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 TI-Nspire™ CX Navigator™ 接入點

附註 : 若軟體不能在一分鐘內偵測到連接的接入點，則會顯示錯誤資訊。

關閉錯誤資訊，然後移除連接後重新連接接入點。

2. 按一下 下一步。

軟體偵測接入點類型並檢查接入點的韌體版本。若有更新的韌體版本可

用，則軟體會更新韌體。

附註 : 軟體偵測接入點最多可能需要 60 秒鐘。



重要資訊！ 更新完成之前，請勿停止更新動作或移除接入點。

更新完成時，軟體檢查接入點以尋找已設定的教室網路。

• 若存在教室網路，軟體會提示以繼續使用目前設定或進行變更。

• 若不存在教室網路，軟體輔助您完成 [班級網路設定 ]。

3. 選取 [備份我的班級網路 ]來為您的教室網路設定儲存備份。

儲存的網路資訊內容包含無線用戶端 ID 清單、網路名稱和接入點上選取

的通道和國家。

儲存的網路組態資訊可在以後使用網路管理員時重新載入。檔案預設為

儲存在 My Documents/TI-Nspire/Navigator Network 資料夾。

如要放棄儲存備份而直接結束，請選取 [略過備份 ]。

4. 按一下 [結束 ]以完成設定。

附註 : 您可以隨時使用網路管理員來設定網路或編輯現有網路。

故障排除

若韌體更新失敗，則會顯示 [作業系統  警告 ]對話方塊。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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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此問題，嘗試移除連接到接入點的任何接線並重新連接，軟體會自動

開始更新流程。若此方法不能解決問題，請聯絡客戶支援。

確認計算機的作業系統版本

若啟動時沒有更新計算機，精靈會提示您確認教室和學生的計算機已更新至

最新  版本的作業系統。計算機的作業系統版本必須與軟體版本相符後，才可

以設定班級網路。

如要檢查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  版本，請執行以下步驟 :

1. 按下c以開啟計算機。



2. 選取 [設定> 狀態 ]以開啟 [計算機狀態 ]視窗。

3. 確保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  與電腦上的軟體版本相符。

• 若作業系統版本已為最新，請選取 [是 ]。

• 若作業系統版本不是最新，請選取 [否 ]。

4. 按一下 下一步。

• 若作業系統版本不是最新，則顯示 [必須更新計算機的作業系統  ]對
話方塊。按一下 [更新作業系統 ]以開啟 [新增作業系統  傳送工具 ]並
更新計算機。

• 若作業系統版本為最新，則顯示 [班級網路名稱 ]對話方塊，然後繼

續設定班級網路。

命名班級網路

顯示 [班級網路名稱 ]對話方塊時，請遵循以下步驟來完成班級網路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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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TI-NAV-N 欄位中，輸入您為班級網路指派的名稱。

請使用簡單易記且方便識別的獨特名稱。班級網路名稱最長為 22 個字

元。名稱可由字母、數位和空格組成 ;但不能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 " $ \ ! 
[ ] +。

2. 按一下 [下一步 ]來設定沒更改過的接入點。

—或—

3. 按一下 [進階 ]來選取不同頻帶或操作通道。

• 若已連接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 ，則可以選

取不同操作通道。



• 若已連接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 ，可以選取 2.4GHz
頻段、5GHz頻段或不同操作通道。

附註 :所選的可用操作通道根據安裝的軟體版本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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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若使用 TI-Nspire™ CX無線網卡 – v2 網路卡，可以選取

2.4GHz或 5GHz頻帶。若混合使用多種無線網路卡，則必須選取

2.4GHz頻帶。

4. 按一下 [完成 ]。

此時隨即開啟 [設定接入點 ]對話方塊，軟體設定接入點並使用班級網路

名稱。

重要資訊！ 在設定中時請勿移除與接入點的連接。



設定完成後，就可以關聯您的無線用戶端。

在 [網路 ] 中新增 [無線用戶端 ]

在指定班級網路名稱和組態訪問點之後，必須將無線用戶端(無線網卡和無

線傳輸座)關聯至網路。完成此過程的步驟取決於您是否配有能夠同時處理

多台計算機和無線用戶端的擴充基座。

• 若配有擴充基座，請將網卡連接至計算機，然後將計算機插入已連接至

電腦的擴充基座。已連接的擴充基座上可以再額外連接兩個擴充基座。

• 若未配備擴充基座，請將無線網卡或傳輸座連接至計算機。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23



24 設定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

1. 無線網路卡或傳輸座已連接至計算機之後，按一下 [下一步 ]。

此時隨即顯示 [新增無線用戶端至班級網路 ]對話方塊。

訪問點尋找可用的用戶端，並列於 [可用用戶端 ]對話方塊中。接入點尋

找可用的用戶端最多需要六分鐘。檢查可用用戶端的數量以確保所有用

戶端都在清單內。



2. 選取要新增至班級網路的無線用戶端。

• 如要新增清單中所有可用用戶端，請按一下 [新增全部 ]。

• 如要新增特定的用戶端，請一次選取一個用戶端 ID，然後按一下 [新
增 ]。

重要資訊！ 完成此新增步驟之後，用戶端才屬於班級網路。

3. 按一下 [下一步 ]以將無線用戶端與教室網路進行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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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將已連接無線用戶端與教室網路進行關聯。步驟完成之後，隨即顯

示 [設定完成 ]對話方塊。

4. 選取 [備份我的班級網路 ]來為您的教室網路設定儲存備份。

儲存的網路資訊內容包含無線用戶端 ID 清單、網路名稱和接入點上選取

的通道和國家。

儲存的網路組態資訊可在以後使用網路管理員時重新載入。檔案預設為

儲存於 My Documents/TI-Nspire/Navigator Network 資料夾。

如要放棄儲存備份而直接結束，請選取 [略過備份 ]。

5. 按一下 [結束 ]以完成設定。

附註 : 之後可以使用網路  管理員為班級網路新增更多的無線網卡或傳輸座。



將計算機連接到無線網卡

無線 網路卡搭配 TI-Nspire™ CX和 TI-Nspire™ CX CAS計算機使用。如要將

計算機連接到無線網卡，請執行以下步驟。

1. 將無線網卡放在計算機上方，使網路卡的連接器對準計算機上方的連接

器。

À 連接器

Á 用以與計算機對齊的導榫

Â 用以對齊無線網路卡的凹槽

2. 滑入網路卡並固定之，確定網路卡兩側的導榫滑入計算機兩側的凹槽。

3. 確實壓入網路卡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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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計算機到傳輸座

傳輸座可與 TI-Nspire™、TI-Nspire™ CAS、TI-Nspire™ CX和 TI-Nspire™ CX
CAS計算機共同使用。若要將計算機連接至傳輸座，請遵循下列步驟。

1. 將傳輸座背面的鎖定推向 [關閉 ]位置。



2. 欲連接計算機，請將螢幕朝上，然後將計算機推入無線傳輸座的頂端。

確保計算機的兩端都插入兩側導榫。

3. 確實壓入以確保良好連線品質。正確連接後，計算機將固定在傳輸座上

方。

4. 將傳輸座背面的鎖定推向 [開啟 ]位置，以將計算機鎖定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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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每一台傳輸座插入充電器。請確定 LED 指示燈呈黃褐色。

下課後，將無線傳輸座放回充電器，以隔夜充電。當所有 (電源狀態)LED
指示燈顯示連續綠色或黃褐色時，表示傳輸座已充電完成。



建立和管理教師帳號

可以在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中的 [教師偏好設定 ]段落中建立教

師帳號。在計算機上可用教師帳號登入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教師帳

號建立之後可以變更密碼或使用者名稱。

建立教師帳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擇 [課程 ]工作空間。

2. 按一下 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

此時隨即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3. 輸入使用者名稱。

4. 輸入密碼。

5. 選取或取消選取教師偏好設定的圖示會顯示在教室畫面。

若選取此偏好設定，會在教室檢視中顯示教師圖示，並且在 [傳送至班

級 ]、[從班級收集 ]和 [從班級中刪除 ]操作中將您列為收件人。全班的螢

幕擷取畫面包括教師計算機的螢幕。

6. 選取或取消選取下列選項 :在 [螢幕擷取 ]中使用隨機順序以及個人化 [螢
幕擷取 ]中的教師計算機。

• 在螢幕擷取中使用隨機順序。選取此選項會以隨機順序擷取與顯示

學生螢幕，而非以全班學生清單的順序進行。如此可讓學生專心做

作業，而不擔心他們正在檢視誰的螢幕。

• 個人化螢幕擷取中的教師計算機。選擇此選項以在螢幕擷取中顯示

教師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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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

變更教師帳號密碼

1. 確定您未登入計算機的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

2. 按一下 [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

此時隨即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3. 按一下 重設。

TI-Nspire™ Navigator™軟體會清除目前的密碼。

4. 輸入新密碼。

5. 按一下確定。



變更教師帳號的使用者名稱

1. 確定您尚未登入計算機的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

2. 按一下 [檔案  > 設定 > 教師偏好設定 ]。

此時隨即開啟「教師偏好設定」對話方塊。

3. 輸入新的使用者名稱。

4. 按一下 確定。

登入計算機的 TI-Nspire™ Navigator™系統

TI-Nspire™ Navigator™教室學習系統會同時使用您的電腦與學生的計算機。

若要使您和學生能夠經由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彼此連線，學生必須登

入自己的計算機網路。

附註 : 您無需登入即可與學生的計算機進行通信 ;可以使用 [傳送工具 ]刪除檔

案或將檔案和作業系統傳送到學生計算機。不過，如果計劃在 TI-Nspire™
Navigator™課程階段中以您的計算機上課，則必須登入計算機的TI-Nspire™
Navigator™網路。

如需使用計算機的詳細資訊，請參考在 education.ti.com/guides網站提供的

計算機說明手冊。

在登入前，請確定已完成下列動作 :

• 已在 [教師偏好設定 ]中建立您的教師帳號。

• 電腦的課程階段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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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spire™計算機已準備好登入。( 圖示為閃爍狀態。)

在學生登入前，請確定已完成下列動作 :

• 建立學生帳號。

• 向學生提供班級網路名稱、其使用者名稱和(如果有)密碼。

登入 TI-Nspire™ Navigator™網路

1. 若要登入，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 在從 TI-Nspire™計算機的 [主頁 ]螢幕中選取 5:設定  > 5:登入。

• 在 [主頁 ]螢幕以外的螢幕上按~ > 8:登入。

無線客戶端上一次關聯的網路即顯示在計算機螢幕上。

附註 :如果計算機透過 USB連接線連接到電腦，則螢幕上不會顯示網路

名稱，而且可以繼續進行登入動作。

2. 若顯示的網路名稱正確，請繼續登入。若網路不正確，請按一下網路。

計算機螢幕上會顯示無線用戶端已連接的所有網路和其他可用網路。

3. 在清單中選取網路，然後按一下連接。

登入螢幕顯示連接狀態，並在連接成功後顯示網路名稱。

4. 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5. 選取 登入。

此時隨即開啟 [登入成功 ]視窗。



6. 按一下確定。

TI-Nspire™計算機登入狀態圖示

TI-Nspire™ CX、TI-Nspire™ CX CAS、TI-Nspire™與 TI-Nspire™ CAS計算機畫

面上的圖示表示計算機與接入點、無線網卡、無線傳輸座或 TI-Navigator™網

路之間的連線狀態。圖示說明的狀態描述如下。

圖示 狀

態

意義

無圖

示

如果計算機上無圖示，則表示計算機並未搜尋到

接入點。將網路卡或傳輸座分離後再重新連接。

閃

爍

計算機正在搜尋接入點。

連

續

計算機已找到接入點。

連

續

計算機與網路卡或傳輸座之間沒有連接訊號。將

計算機與網路卡或傳輸座分離，等待圖示消失後，

再將計算機重新連接至網路卡或傳輸座。

閃

爍

計算機已連接至網路並準備好登入。

連

續

計算機已登入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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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無線網卡和傳輸座

對計算機進行整晚充電時，可將無線網路卡與計算機保持連接，然後再將計

算機放到 TI-Nspire™ CX Docking Station 中。隔天早上準備使用計算機時，計

算機應已充電完成，且網路卡也可使用。

可移除計算機與無線網卡連結，晚上將網路卡存放在網路卡儲藏盒中。

如果有超過兩週的時間不會使用無線網卡，請移除網路卡與計算機的連結，

然後存放在網路卡儲藏盒中。請將儲藏盒放在陰涼乾燥處。

若 TI-Nspire™ Navigator™傳輸座需要儲存超過兩周，請從傳輸座取下計算

機，然後將傳輸座存放在乾燥低溫的地方。即使電池留放在充電器中的時間

超過充電完成所需的時間，或在未拔除充電器電源線情況下將電池留在充電

器中，也不會對電池造成損害。

使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

存取 TI-Nspire™網路管理員

▶ 按一下工具 > 網路管理員。

此時隨即開啟 TI-Nspire™網路管理員。

附註 :按一下 重新整理可隨時重新整理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

開啟 [網路設定精靈 ]
使用 [網路設定精靈 ]可隨時設定或編輯教室網路。

▶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按一下網路設定精靈。



精靈將會輔助您完成設定班級，其中包含 :

• 將學生和教室的所有計算機更新至最新  版本的作業系統。計算機上

的作業系統必須與電腦上安裝的軟體版本相符。

• 連接接入點，(如需要)更新接入點韌體。

• 命名班級網路。

• (如需要)選取接入點的通道。

• 新增無線用戶端至班級網路。

• 建立班級網路設定備份。

檢查網路狀態

網路狀態顯示於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視窗的側邊欄。

附註 : 若側邊欄處於隱藏狀態，按一下檢視 > 側邊欄。網路管理員已開啟的

情況下，按一下重新整理 即可更新狀態。

網路狀態會顯示以下資訊 :

• 接入點。顯示接入點是否已連接。

• 網路名稱。在設定網路時所命名的網路名稱。

• 頻道。接入點在目前網路的操作頻道。

• 頻帶。選取的通信連結。

• 韌體。接入點的版本。

• MAC位址。辨識接入點的 [媒體存取控制 ]位址。

設定網路後，新增的所有網路卡或傳輸座都將顯示於 TI-Nspire™網路管理員

視窗中。如果無線網卡或傳輸座已充電完成並連接至已開啟電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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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spire™計算機，則 [TI-Nspire™網路管理員 ]會顯示已連接狀態。系統需要

約 30 秒鐘的時間以識別無線用戶端及顯示已連接狀態。狀態視窗也會顯示

電池狀態與訊號強度。

若傳輸座沒有充電，或者網路卡或傳輸座未連接到已通電的 TI-Nspire™計算

機，則 TI-Nspire™網路管理員顯示的狀態為已移除連結。TI-Nspire™網路管

理員會記住您新增的網路卡和傳輸座 ID，TI-Nspire™網路管理員在下次開啟

連接到網路卡或傳輸座的計算機時將會進行識別。

傳輸座 LED
每個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上的 LED 用不同的顏色和閃爍模式

來指示資料活動或電源狀態。無論傳輸座是否位於充電器中，都會發生相同

的情形。

LED 指示燈的狀態如下所示。

活動 LED

顏色與模式 意義

閃綠色燈 表示與接入點互傳資料。

電池 (電源狀態 )LED

顏色

與模

式

意義

在充電器中

連續

黃褐

色

電池充電中。

連續

綠色

電源開啟 ;已透過充電器或電源變壓器充電與提供電源



顏色

與模

式

意義

連續

紅色

電池在充電中，但是與充電器的接觸不良。重新安置傳輸座，以

提供良好接觸。LED 指示燈應轉為黃褐色，以表示正在進行充

電。

不在充電器中

閃綠

色燈

電源開啟 ;已為電池供電。電池電量為 30% 至 99%。

閃黃

褐色

燈

電力不足(電量低於 30%)。

閃紅

色燈

電池電力嚴重不足(電量低於 8%)。

手動新增無線用戶端

可隨時手動新增無線網卡或無線傳輸座。

當您手動新增無線 網路卡或傳輸座時，它會立即顯示在 TI-Nspire™網路管理

員螢幕中。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按一下手動新增無線用戶端。

此時隨即顯示 [依照 ID 編號新增無線客戶端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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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識別所新增的每一個無線網卡或傳輸座背面的 ID 編號，然後輸入於 無

線客戶端 ID方塊中。這個 ID 是 8 位數的最後面 6 位(忽略前面兩個零)。

3. 在 無線客戶端別名 方塊中輸入別名(選用)。

別名可包含英文字母、空格及數字。別名至少必須包含 1 個字元，且最

多可有 64 個字元。

4. 如果要新增多個無線客戶端，請按一下 新增下一個 以新增其他網路卡

或傳輸座。

5. 完成新增所有網路卡與傳輸座後，請按一下 完成。

手動新增無線客戶端後，需要由計算機將其關聯到網路。

6. 開啟每台 TI-Nspire™計算機。

7. 連接無線 網路卡或 無線傳輸座至各計算機。(有關將無線網路卡或傳輸

座連接到 TI-Nspire™計算機的資訊，請參閱相關說明。)

8. 在 TI-Nspire™計算機的 [主頁 ]螢幕 中，選取 5:設定  > 6:網路。

計算機會列出範圍內的可用網路。



9. 選取所新增無線客戶端的網路，然後按一下連接。

無線客戶端即與接入點進行關聯。

變更操作頻道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按一下 變更操作頻道。

此時隨即開啟 [進階接入點選項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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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 若使用 TI-Nspire™ CX Navigator™網路卡 – v2 網路卡，可以

選取 2.4GHz或 5GHz頻帶。若混合使用多種無線網路卡，則必須選取

2.4GHz頻帶。

2. 從下拉方塊中選取不同的頻道。

3. 按一下 [完成 ]。

此時開啟 [設定接入點 ]對話方塊，軟體設定接入點。

儲存 [網路設定 ]
儲存網路設定後，可讓您以後使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重新載入組態。儲

存的網路資訊內容包含無線用戶端 ID 清單、網路名稱和接入點上選取的頻

道和國家。檔案為預設儲存在 My Documents/TI-Nspire/Navigator Network 資
料夾。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按一下操作 > 儲存網路設定。

此時隨即開啟 [儲存 ]對話方塊。

2. 為網路命名，然後按一下儲存。如需要，可以將檔案儲存至其他位置。

再次使用 [已儲存網路 ]
再次使用已儲存網路，可讓您重新載入已儲存網路的組態。再次使用網路可

節省時間，因為您無需再次設定網路。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按一下操作 > 套用已儲存網路設定。

此時隨即開啟 [套用網路 ]對話方塊。

2. 選取網路，然後按一下套用網路。

3. 接入點以已儲存網路設定來進行設定。

識別 [無線用戶端 ]
如要識別無回應的無線用戶端，請完成以下步驟。

1. 在從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的硬體清單中，按一下以選取無線用戶

端。如要選取多個無線用戶端，請按住 Shift 或 Ctrl鍵(Mac®: 「鍵)，然後

按一下要選取的項。

2. 按一下 操作> 識別選取項目。

3. 在教室中檢查。

• 若使用傳輸座，所選取傳輸座上的兩個 LED 將呈現綠色快速閃爍。

• 若使用擴充基座，擴充基座上的兩個 LED 將呈現綠色快速閃爍。



若無線用戶端的 LED 沒有閃爍，則指示該用戶端沒有正常工作。

得知不工作無線用戶端所在的位置後，即可以將這些用戶端再次新增到網

路。

刪除無線用戶端

如要從班級網路中刪除網路卡或傳輸座，請完成以下步驟。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選取要從網路中刪除的無線網卡和傳

輸座。

2. 按一下操作 > 刪除選取內容 或按一下 。

3. 顯示提示時，按一下刪除。

選取的無線用戶端已從清單中刪除。

將接入點重設為預設的出廠設定

1. 在 TI-Nspire™網路管理員螢幕中，按一下操作 > 設定接入點為預設出廠

設定值。

重新設定接入點為預設出廠設定值。

2. 顯示確認訊息時，按一下確定  。

故障排除

此部分說明您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並建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

若需要進一步協助，請聯絡 [客戶支援 ]。

軟體不能偵測已連接的所有計算機。

USB 3.0 技術限制電腦能夠偵測到的計算機數量。

檢查配備是否有 USB 3.0 連接埠 :

• 在 Windows®中前往 [控制台 ]中的 [裝置管理器 ]。

• 在 Mac®中前往 [Apple > 關於此 Mac > 更多資訊 > 系統報告 ]，然後在左

面板中選取 [硬體 > USB]。

可以使用 USB 線一次連接並更新一台計算機，或使用 TI-Nspire™ CX 
Docking Station 一次更新(最多 10 台)計算機。

在軟體安裝期間，接入點更新失敗。

移除後重新連接接入點的任何接線。軟體自動會再一次開始更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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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作業系統沒有安裝到計算機上。

開始更新作業系統  之前，請確保計算機已充滿電。

軟體不接受班級網路名稱。

班級網路名稱最長為 22 個字元。名稱由字母 (A...Z, a...z)、數字 (0...9)、和空

格組成 ;但不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 " $ \ ! [ ] +。請使用簡單易記且方便識別的

獨特名稱。範例 : Ms. Smith Math Rm 65

接入點有連接性問題。

確保插入時接入點附近沒有其他物體。

接入點操作通道或頻帶可能影響連接性。

重要資訊！ 更換接入點通道之前請諮詢 IT 管理員。

• 若已連接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則可以選取操作通道 1、6、或
11。

• 若已連接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使用 TI-Nspire™ CX無線網

卡 – v2 網路卡時，可以選取 2.4GHz頻帶、5GHz頻帶或不同的操作通

道。

• 若混合使用多種無線網卡，則必須選取 2.4GHz頻帶。

5GHz預設操作通道在美國、加拿和中國為 36。5GHz預設操作通道在

其他國家為 149。

要選取不同的頻帶或操作通道，前往 [工具 > 網路管理員 ]，然後按一下變更

操作通道。

無線網路不能正常工作。

如要使用無線網路，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必須與電腦上的 TI-Nspire™軟體版

本相符。



TI-Nspire™ Navigator™ 教師版軟體入門

系統預設為安裝完成後第一次啟動軟體時會開啟「歡迎使用畫面」。

如果要開始使用文件，請按一下圖示或連結，或手動關閉該畫面。

À 名稱。顯示軟體名稱。

Á 快速啟動圖標。按一下其中一個圖示以在所選取應用程式中建立新文

件。圖示應用程式有「計算工具」、「函數繪圖」、「幾何作圖」、「序列」&
「試算表」、「資料」&「統計」、「筆記」及Vernier DataQuest™。「歡迎使用

畫面」自動關閉，然後開啟所選取應用程式。

Â 預覽區域。當滑鼠移到在「教師工具」中的應用程式圖示或連結上時，該

區域會顯示對應的應用程式或工具預覽。同時在區域頂部顯示該圖示或

連結的簡要說明。

Ã 啟動時永遠顯示。取消選取此勾選方塊，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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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歡迎使用畫面」，並在所選取工

具中開啟軟體。

• 檢視內容。打開「內容工作空間」，可以尋找電腦、網路或所連接計

算機中的內容。

• 管理計算機。使用「內容工作空間」來檢視已連接至電腦的每一台計

算機，以及每一台計算機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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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輸文件。在「內容工作空間」開啟「傳輸工具」應用程式，用以傳輸

文件、資料夾或新的計算機作業系統檔案至已連接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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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對話方塊，可以從中選擇開啟電腦上的舊有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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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按

一下文件名稱即可開啟該文件。

「歡迎使用畫面」圖示瀏覽

▶ 按一下 Tab 可在各圖示之間進行瀏覽。

▶ 同時按下 Shift + Tab 按鍵可在圖示之間進行瀏覽。

▶ 按一下以執行所選取圖示。

在圖示間移動時，「預覽」區域顯示應用程式預覽。

手動開啟「歡迎使用畫面」

開啟軟體時會自動開啟「歡迎使用畫面」。如果要手動開啟此螢幕，請執行以

下步驟：

▶ 按一下 說明 > 歡迎使用。

瀏覽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當關閉 [歡迎使用 ]畫面時，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會開啟上

一次使用的工作空間。如果這是第一次使用該軟體，系統預設為開啟「內容

工作空間」。以下說明工作空間的詳細介紹。



以下說明的工具在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的所有工作空間

都可以使用。有關該軟體其他區域的更多資訊，請參見與工作空間的相關章

節。

À 標題列。顯示目前文件的名稱與軟體的名稱。最小化、最大化和關閉按

鈕位於右上角。

Á 功能表列。包含用於在目前工作空間中處理文件以及修改系統設定的工

具。

Â 工作空間選取器。按一下這裡可在 [內容 ]、[班級 ]、[文件 ]、[檢閱 ]與 [公事

包 ]工作空間之間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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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方塊在等待您回答，請輸入回答後再進行工作空間之間的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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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名稱格式 ]可以選擇學生名稱的顯示方式，依照 [姓氏 ]、[名字 ]、
[使用者名稱 ]、[顯示名稱 ]、[學生 ID]進行顯示或隱藏。

• 使用「螢幕截取」工具以截取電腦上的活動文件，或截取一台或所有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入門 47



48 TI-Nspire™Navigator™教師版軟體入門

已連接計算機的螢幕。可截取多張圖片，並將這些圖片複製 /貼上並

儲存。有關更多資訊，請參見擷取螢幕。

• 簡易投票工具可以將傳送給學生的投票即時傳送到學生的計算機

上，並可以接收學生的回應。有關更多資訊，請參見 學生投票。

Ä 班級列表。列出目前存在的班級。

Å 班級動作按鈕。使用該按鈕可以進行開始、暫停、繼續或結束課程。

瀏覽工作空間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使用工作空間，幫助您簡便快捷地存取最

常執行的工作。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提供五個預定義的工作空

間。各工作空間在其相對應章節中有進一步詳細介紹。

• 內容工作空間。使用此工作空間可管理電腦中的內容、網站連結、已連

接計算機以及德州儀器網路內容。

• 班級工作空間。可管理課程與學生、使用課程記錄面板，以及與學生交

換檔案。可以在同一班級中混合使用 TI-Nspire™ CX、TI-Nspire™ CX
CAS、TI-Nspire™和 TI-Nspire™ CAS計算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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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狀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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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工作空間的狀態列提供網路狀態與學生登入狀態的相關資訊。

網路狀態顯示目前有多少台 TI-Nspire™ CX無線網路轉接器和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底座與系統相連結。可以按一下這裡，以開啟「網路管理員」

視窗。

學生登入狀態顯示目前登入課程的學生人數，以及指定給目前課程的學生人

數。



「文件工作空間」中的狀態列還提供其他資訊。

À 頁面大小。顯示文件是否為「計算機」或「電腦」頁面大小。按一下此處查

看文件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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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 問題和頁碼。參照目前文件。在該範例中，1.1 表示活動文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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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機模式中使用文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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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腦模式中使用文件時，請使用粗細尺度以調整文件中的線條粗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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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

Á 柱狀圖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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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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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圖

Á 學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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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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與報告系統使用

參與研究性方案的學校，或者從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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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在自己

的電腦上相應的 TI-Nspire™ Navigator™軟件 資料夾中建立一個名為

「SessionLogs」的資料夾。如果有了 SessionLogs資料夾，軟體會生成追蹤

活動類型、出席情況、班級會話資訊、以及班級課堂期間發生的活動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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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對使用資訊進行準確的追蹤和報告。

建立 SessionLogs資料夾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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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將不會對資料進行追蹤。

建立 SessionLogs資料夾

利用 Windows®瀏覽器(如果使用 Mac®，則為 Finder)，按照以下步驟建立

SessionLogs資料夾。

1. 在您的電腦中，轉到 My Documents(我的文件) (或文件)資料夾。

2. 開啟與您所安裝的軟體相對應的資料夾。該資料夾是您安裝 TI-Nspire™
Navigator™軟體時的預設資料夾。

• 我的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 我的 TI-Nspire™ CAS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 網路電腦專用我的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 網路電腦專用我的 TI-Nspire™ CAS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

3. 建立名為 SessionLogs的資料夾。

附註：資料夾名稱有區分大小寫，且必須依說明命名。

啟動 TI-Nspire™軟體時，系統會建立課堂檔案，並將其儲存在

SessionLogs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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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課堂日誌

系統會自動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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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記錄保持完整。

附註：使用者將負責管理檔案的大小。

• ActivityTypes.csv檔案。該檔案為查找表，供系統生成使用報告時進行參

考。

• Attendance.csv檔案。登入課堂的每位學生的資訊將被記錄在該檔案

中。

• ClassSession.csv檔案。所有班級課堂的資訊將被記錄在該檔案中。

• Activities.csv檔案。班級課堂期間發生的活動將被記錄在該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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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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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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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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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ID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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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班級 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 號是唯一的。

• 班級名稱。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姓氏。學生的姓氏。

• 名字。學生的名字。

• 日期和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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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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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班級 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 號是唯一的。

• 班級名稱。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開始。教師按一下 Begin Class(開始班級)時所記錄的班級開始時間。

• 結束。教師按一下 End Class(結束班級)時所記錄的班級結束時間。

• NumStudent。在班級課堂期間登入的學生人數。

使用活動檔案

系統將班級課堂期間所發生的活動與其相關資訊記錄在該檔案中。這些資訊

包括：

• 班級課堂 ID。資助方案中的班級 ID 號是唯一的。

• 班級名稱。軟體中所定義的班級名稱。

• 活動類型 ID。班級課堂期間所發生的活動的類型。該 ID 與 Activity Type
檔案中所定義的活動類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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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詳細資訊。有關該活動類型的其他資料(如果有)。

• 活動開始。活動開始的時間。

• 活動結束。活動結束的時間。

• NumStudent。參加該活動的學生人數。

封裝並傳送課堂日誌

學區管理人員必須向資助方報告使用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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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傳送給管理人員。該

zip 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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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傳

送給管理人員。

1. 在 Content Workspace(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 File(檔案 ) > Package
Session Logs(封裝課堂日誌 )。

附註：該功能表項只有在建立 SessionLogs資料夾後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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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s package(日誌包)對話方塊開啟。

2. 按一下 Yes(是 )，進入儲存 zip 檔案的位置。

Windows®瀏覽器(或 Finder)開啟。該 zip 檔案儲存在與 SessionLogs
資料夾相同的位置。例如，如果您擁有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那麼 SessionLogs資料夾將儲存在以下位置：

個人電腦：

...\My Documents\My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Mac®

.../Documents/My TI-Nspire™ Nav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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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並保留 zip 檔案。下次您開始新的課堂時，系統將生成新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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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 「資源面板」

使用資源面板找尋電腦上的文件，存取網頁內容，並且如果使用支援連接計

算機的 TI-Nspire™軟體，則可與其進行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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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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電腦內容」可展開與收合，其中可以存取以下預設捷徑：

• 本機磁碟

• 外部磁碟機

• 網路磁碟機

• 桌面

• 文件或我的文件

當在「電腦內容」中選定一個項目後，「內容」面板將顯示其檔案結

構。當選擇一個資料夾或支援的檔案時，預覽面板中會顯示詳細資

訊。

Á 連結。預設為列出連接至德州儀器公司網站的連結。按一下「連

結」時，會在「內容」面板中顯示連結列表。然後按一下其中的連結

後，網頁瀏覽器即啟動該連結。可以將自己的連結新增至此區域，

進行升級時會同時新增最新版本 TI-Nspire™軟體的連結。

美國的用戶可以選擇連結中的搜索選項，以搜索美國標準或教材。



Â 網頁内容  。列出包含 TI-Nspire™活動的德州儀器網站連結。當連

接到網際網路時，可查看「網頁內容」。可以將網站找到的材料儲存

到電腦，並透過「電腦內容」面板和「已連接計算機」(如果使用支援

計算機軟體)共享這些項目。但不能儲存網站連結到「網頁內容」部

分。

附註：可用的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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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面板不會顯示該部分。

從「網頁內容」中選定項目後，活動列表會顯示在內容面板，而所選

活動的預覽會則顯示於預覽面板中。

Ã 已連接計算機。列出已連接電腦的計算機。按一下「已連接計算

機」標籤，就可在內容面板中檢視每台計算機的相關資訊。如果要

檢視特定計算機上的資料夾和檔案，請按一下計算機名稱。計算機

名稱旁的警告標誌表示該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與軟體版本不匹配。

計算機作業系統版本必須與 TI-Nspire™軟體版本相符才能在教室

環境中使用。將滑鼠移到警告標記上，即可打開一個工具提示以查

看詳細資訊。

備註： 如果未連接計算機，或者如果使用網路電腦 TI-Nspire™
Navigator™ NC Teacher Software，則不會顯示已連接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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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 如果 TI-Nspire™文件含有一頁以上，可使用向前箭頭 預覽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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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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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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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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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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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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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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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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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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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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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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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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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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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View™ (.tnsp)、LearningCheck™ (.edc)和
CABRI™ (.fig)類型的檔案才可在 TI-Nspire™軟體中開啟。

• 檔案類型為 .edc和 .fig 的檔案在傳送給全班時會先轉換成 .tns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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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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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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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連接計算機

可以透過 TI-Nspire™軟體在連接至電腦的計算機上檢視內容、管理檔案以及

安裝作業系統更新。

若要使用本章中說明的功能，必須開啟計算機並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法連

接：

• TI-Nspire™ Docking Stations

• TI-Nspire™ Navigator™底座和存取點

• 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和存取點

• 直接透過標準 USB傳輸線連接

附註：本節中的工作只有使用 TI-Nspire™計算機才可執行。

檢視已連接計算機上的內容

在 [內容工作空間 ]的 [資源 ]窗格中選取計算機時，[內容 ]窗格中會顯示該計

算機上所有檔案及資料夾。欲預覽檔案內容，在預覽窗格中選取 [按一下此

處 ]以開啟文件預覽。

À 已連接計算機 -列出所有已連接且已開啟的
計算機。

Á 選項 -根據在 [資源 ]下選取工作的不同，可
用選項會有所差異。

Â 內容窗格 - [已連接的計算機 ]已選取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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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窗格會顯示已連接且已開啟的計算機詳
細資訊：
• 計算機類型：計算機名稱。

• 產品識別碼：計算機產品識別碼

• 開機 1：內部開機執行較省電運作來啟動裝置。

• 開機 2：外部開機執行較省電運作來啟動裝置。

• 作業系統：使用的作業系統。

• 可用空間：計算機上剩餘及可使用的空間量。

• 鋰電池：鋰(充電)電池充電程度(嚴重不足

2%、25%、50%、75%、100% 或者 [--]以說明沒有電池存在)。

• AAA四號電池：AAA四號電池充電程度(嚴重不足

2%、25%、50%、75%、100%，或 [--]以說明沒有電池存在)。

Ã [預覽 ] 窗格 -按一下 [資源 ]窗格中已連接計
算機後，再按一下 [內容 ]窗格中的計算機，
計算機上即提供資訊。如果在 [內容 ]窗格
中選取 TI-Nspire™檔案，[預覽 ]窗格中將顯
示該檔案相對應的預覽。

選取計算機時，[內容 ]窗格中會顯示計算機上的所有檔案及資料夾 。選取檔

案或資料夾時，[預覽 ]窗格中會顯示詳情。按一下圖示以預覽文件。

關於已選取資料夾或檔案的詳細資訊會顯示在預覽窗格中。

所選取資料夾詳情 所選取檔案詳情



▶ 若要檢視資料夾中的檔案，請按兩下 [內容 ]窗格中的資料夾名稱。[內容 ]
窗格中列出資料夾中的檔案。

▶ 若要預覽 .tns檔案的內容，請在預覽窗格中選取 [按一下此處以預覽文件 ]

管理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

在 [內容工作空間 ]中處理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時，請使用 [選項 ]功能表
或內容功能表以管理檔案。

附註：如果選擇的檔案類型不為計算機所支援，則 [選項 ]功能表中的部分選

項將無效。

選項 運作方式

開啟 開啟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

• 按一下要開啟的檔案。

• 按一下 [開啟 ]。文件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儲存到電

腦

在電腦上儲存所選取檔案的副本。

• 按一下欲儲存的檔案。

• 按一下儲存至電腦。此時開啟 [儲存所選取檔案 ]對話方

塊。

• 瀏覽要儲存檔案的資料夾。

• 按一下 [儲存 ]。

複製 /貼
上

建立檔案的副本：

• 按一下要複製的檔案。

• 按一下選項 >複製，以將檔案複製到剪貼簿。

• 如果要檔案貼入其他位置，請瀏覽到新位置，然後按一下

[選項 ] > [貼上 ]。

附註：如果未選取新的位置，則會以新名稱 [ ...副本 ]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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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運作方式

檔案的副本。

刪除 刪除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

• 按一下欲刪除的檔案。

• 按一下刪除。

• 在 [警告 ]對話方塊開啟時按一下 [是 ]。按一下 [否 ] 以取

消。

重新整理 若要重新整理檔案列表，請按一下 [選項 ] > [重新整理 ]。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檔案：

• 按一下欲重新命名的檔案。

• 按一下選項>重新命名。

• 輸入新名稱然後按 Enter。

上一層 在資料夾階層中向上一層 當選取資料夾內的檔案時，可啟用

此選項。

新增資料

夾

建立新資料夾。

• 按一下 [新增資料夾 ]。

• 輸入新資料夾名稱。

• 按 Enter。

打開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文件

要在 TI-Nspire™ Software 中打開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文件：

1. 請確認計算機已連接到電腦。

2. 按一下 以開啟 [內容瀏覽器 ]。

已連接計算機名稱列於已連接計算機窗格中。

3. 按兩下計算機名稱。

計算機上的資料夾和文件隨即列出。

4. 瀏覽至要開啟的文件，然後按兩下其檔案名稱。

文件會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將檔案儲存到已連接計算機

當將電腦中的檔案儲存到計算機時，這些檔案將轉換為 TI-Nspire™文件按

( .tns檔案)。如果要將電腦上的檔案儲存到已連接計算機，請執行以下步驟：

1. 請確認計算機已連接到電腦。

2. 按一下 以開啟 [內容瀏覽器 ]。

電腦上的資料夾和檔案將列於電腦窗格中。

3. 瀏覽要儲存至計算機中的資料夾或檔案。

4. 按一下以選取檔案。

5. 將檔案拖曳到 [已連接的計算機 ]窗格中的另一台計算機上。

該檔案隨即被儲存到已連接計算機。

附註：要將該檔案儲存到計算機上的某個資料夾，請按兩下計算機名稱

以列出資料夾和檔案，然後將檔案拖曳到計算機上的某個資料夾。

如果計算機已存在該檔案，將開啟對話方塊，詢問您是否要取代該檔案。

若要覆蓋檔案，請按一下 [取代 ]。若要放棄儲存，請按一下否 或 [取消 ]。

傳送檔案至計算機

您可以將活動、資料夾、課程套裝包和支援的檔案從電腦傳輸到連接的計算

機，從一台連接的計算機傳輸到另一台連接的計算機，或者從一台連接的計

算機傳輸到所有已連接計算機。

可傳輸的項目包括：

• 資料夾

• 支援的檔案

.tns .edc .fig .tco

.tnc .tno .tilb .tcc

附註：檔案類型 .edc和 .fig 在傳送至計算機時會轉換成 .tns檔案。

傳送教學活動至已連接計算機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可以將活動從網路內容連結傳送至已連接計算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內容工作空間 ]。

2. 在資源窗格中按一下 [網路內容 ]。

3. 按一下要傳送至已連接計算機的活動。

4. 使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將檔案傳送至所選取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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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檔案拖曳到 [所選計算機 ]標籤，以將該檔案傳送到所有已連接計

算機上。若要傳輸檔案到特定的計算機，請拖曳檔案至特定計算機

名稱。

• 若要使用 [傳輸工具 ]傳輸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附註：課程進行中無法使用 [傳輸工具 ]將檔案傳輸至計算機。

- 從工具列按一下 ，然後選取 [傳送至已連接計算機 ]。

—或—

- 按一下 ，然後選取 [傳送至已連接計算機 ]。

此時會開啟 [傳輸工具 ]。

5.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 [開始傳輸 ]。

所選取檔案及資料夾會傳輸至所選取計算機。

6. 傳輸完成時，關閉 [傳輸工具 ]。

傳送檔案至所有已連接計算機

班級不在會話中時，可以傳送檔案至所有已連接計算機。如果要從已連接計

算機傳輸檔案或資料夾至其他所有已連接計算機，請完成下列步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內容工作空間 ]。

2. 從資源窗格選取要傳輸的檔案或資料夾。

附註：可以從 [本機內容 ]、[網路內容 ]或 [已連接計算機 ]中選取檔案。

3.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傳送至已連接計算機。

此時會開啟 [傳輸工具 ]視窗。



4. 按一下開始傳輸。

附註：欲新增其他檔案至傳輸列表，按一下 [新增至傳輸列表 ]。

選取的檔案及資料夾會傳輸至已連接計算機。預設情況下，檔案會傳送

到計算機上的 Transfers-m-d-yy資料夾中。

在計算機之間傳輸檔案

如果已連接多台計算機，也可以從某台計算機傳送資料夾或檔案至 [資源 ]窗
格中 [已連接的計算機 ]列表中的另一台計算機。

1.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內容工作空間 ]。

2. 在資源窗格中，按一下包含要傳輸檔案的計算機。[內容 ]窗格中列出計

算機上的檔案。

3. 按一下欲傳送的資料夾或檔案。

4. 將檔案拖曳到 [已連接計算機 ]列表中的另一台計算機上。

附註：也可以在不同計算機之間複製及貼上檔案。

檢查作業系統更新

連接計算機後，可以從內容工作空間或文件工作空間檢查作業系統更新。

附註：電腦必須連接到網路。

1. 顯示所有已連接計算機。

•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資源窗格中的已連接計算機。

• 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內容瀏覽器 ]並按一下 已連接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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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要檢查的計算機，然後按一下幫助  > 檢查計算機 /實驗室傳輸座作

業系統更新。

• 如果作業系統是最新版本，則會顯示 [檢查計算機作業系統更新 ]對
話方塊，說明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是最新版本。

• 如果作業系統不是最新，TI-Nspire™軟體會提示您立即安裝最新的

作業系統，並提供將作業系統下載到電腦的選項。

3. 如果要關閉自動通知功能，請取消 [自動檢查更新 ]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 以關閉對話方塊，或按一下繼續並按照提示在計算機上安裝

作業系統。

安裝作業系統更新

連接計算機後，可以從 [內容工作空間 ]或 [文件工作空間 ]安裝作業系統更

新。

附註：更新作業系統不會取代或移除文件。

確定已下載最新的作業系統檔案。前往education.ti.com/latest下載最新的作

業系統檔案。



更新單一計算機上的作業系統

1. 顯示所有已連接計算機。

•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資源窗格中的已連接計算機。

• 在 [文件 ]工作空間中，開啟 [內容瀏覽器 ]並按一下 已連接計算機。

2. 按一下要更新的計算機，然後選擇安裝選項。

•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的計算機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按一下安裝計

算機 /實驗室傳輸座作業系統。

• 在文件工作空間中，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安裝計算機 /實驗室傳輸

座作業系統。

此時會開啟 [選取計算機作業系統檔案 ]對話方塊。

3. 瀏覽電腦作業系統檔案所在的資料夾。

附註：TI-Nspire™軟體會自動顯示所選取計算機的作業系統類型。

4. 按一下安裝作業系統。

5. 按一下 [是 ]以確認繼續更新。

6. 等待軟體下載至所選取計算機上，然後遵循計算機上的提示以完成作業

系統更新。

更新多台計算機的作業系統

1. 在內容工作空間中，按一下資源窗格中的計算機內容。

2. 按一下工具>安裝計算機 /實驗室傳輸座作業系統。

此時會開啟 [選取計算機作業系統檔案 ]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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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為所有已連接計算機 /實驗室傳輸座安裝作業系統。

附註：也可以按一下計算機名稱旁的單選按鈕，然後按一下繼續，以更

新個人作業系統。

此時將開啟 [作業系統安裝 ]對話方塊。

4. 按一下新增作業系統檔案。

此時將開啟 [新增到傳輸列表 ]對話方塊。



5. 瀏覽電腦作業系統檔案所在的資料夾。

6. 選擇適用的作業系統檔案。

• 選取 TI-Nspire.tco 以更新 TI-Nspire™ CX計算機。

• 選取 TI-Nspire.tcc以更新 TI-Nspire™ CX CAS計算機。

• 選取 TI-Nspire.tno 以更新 TI-Nspire™計算機。

• 選取 TI-Nspire.tnc以更新 TI-Nspire™ CAS計算機。

7. 按一下 [選取 ]。

[作業系統安裝 ]重新顯示所選取的作業系統檔案。

8. 按一下安裝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版本資訊更新，並且 [選擇作業系統計算機檔案 ]對話方塊重新

顯示更多選定內容。

重新命名計算機

可以從內容工作空間重新命名計算機。

附註：重新命名計算機並不會影響學生的登入資訊。

1. 在 [內容 ]窗格中，在計算機名稱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2. 按一下重新命名。

3. 輸入新名稱。

4. 按 Enter 移至下一個要變更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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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離開 [編輯 ]模式，請按一下計算機名稱以外的畫面區域。在編輯的

最後一個名稱上按一下 Enter 也會離開 [編輯 ]模式。

使用 [識別已選取計算機 ] 來尋找計算機

如果使用的是 TI-Nspire™ Docking Station 或 TI-Nspire™ CX Docking Station，
則可使用此功能尋找計算機。

1. 請確定計算機已開啟，且擴充基座已連接至電腦。

2. 使用 [工作空間 ]選取器選取 [內容工作空間 ]。

3. 按一下工具 > 確定選定的計算機 /實驗室傳輸座 或在 [內容 ]窗格中的計

算機名稱上按一下右鍵 。

計算機所在插槽底下擴充基座的兩顆 LED 燈會閃爍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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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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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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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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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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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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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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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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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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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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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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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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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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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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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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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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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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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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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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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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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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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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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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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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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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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View™ (.tnsp)、LearningCheck™ (.edc)和
CABRI™ (.fig)類型的檔案才可在 TI-Nspire™軟體中開啟。

• 檔案類型為 .edc和 .fig 的檔案會先轉換成 .tns檔案再傳送給全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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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只能傳輸 .tns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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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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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班級工作空間」 105



106 使用「班級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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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只要傳送檔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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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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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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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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欲在收集檔案後並在學生計算機上移除該檔案，請在收集後選擇選

項旁的勾選方塊，以同時將檔案移除。(僅適用於支援計算機的

TI-Nspire™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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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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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選擇欲刪除的檔案，請執行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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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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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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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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取螢幕畫面

利用截取螢幕畫面功能，您可以：

• 擷取班級畫面

- 同時檢視與監視所有學生的螢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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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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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並以即時簡報的方式檢視工作內

容。

- 擷取螢幕畫面堆疊以檢查學生進度或收集學生作業以後檢查。

- 將擷取的影像儲存為 .jpg、.gif或 .png 檔案，以便插入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

• 擷取頁面畫面

- 經由軟體或 TI-SmartView™模擬器，擷取 TI-Nspire™文件中已啟用

頁面為影像。

- 將所擷取影像儲存為 .jpg、.gif或 .png 檔案，以便插入支援影像的

TI-Nspire™應用程式中。

- 複製影像並貼入 Microsoft® Word 等其他應用程式中。

• 擷取所選取計算機畫面

- 擷取已連接計算機上目前的螢幕為影像。

- 將所擷取影像儲存為 .jpg、.gif或 .png 檔案，以便插入支援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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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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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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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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擷取班級畫面 ] 的 [教師偏好設定 ]

使用 Teacher Preferences(教師偏好設定)選項設定隨機畫面選項及顯示教

師計算機偏好設定。建立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以讓教師可登入上課中的班

級。也可以在顯示計算機螢幕時，進行畫面個人化設定。有關更多資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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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 education.ti.com/guides計算機使用指南。

1. 在 TI-Nspire™ Navigator™ Teacher Software 視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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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尚未建立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請立即建立。

3. 選取「將教師新增至教室畫面」，以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顯示您

的計算機。

4. 若要以隨機的順序截取螢幕畫面，請選取「在螢幕畫面截取中使用隨機

順序」。

5. 選取「螢幕擷取中的個人化教師計算機」選項，使 [班級螢幕擷取 ]視窗所

顯示的教師計算機擷取畫面不同於學生計算機的擷取畫面。

6. 按一下 [確定 ]即可儲存設定。

設定 [擷取班級畫面 ] 中的畫面選項

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處理所擷取的畫面時，有數個選項可最佳化螢

幕畫面以呈現給全班，其包括：

• 在並排檢視與影像庫檢視之間進行切換。

• 在並排檢視中比較所選取畫面。

• 依照需要重新整理畫面，或設定自動重新整理功能，其可在定時的間隔

時間自動重新整理畫面。



• 進行縮放以放大或縮小所擷取畫面在視窗中的大小。也可以選取用以增

加或減少螢幕大小的百分比。

• 顯示或隱藏學生姓名。

• 存取 [現場演示者 ]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現場演示者＞。

在 [並排 ]與 [影像庫 ]檢視之間進行切換

在擷取學生螢幕畫面時，[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預設為 [並排 ]檢視。切換

至 [影像庫 ]檢視，以放大顯示所選畫面。左面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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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一下 [影像庫 ]或 [並排 ]。

—或—

▶ 選取 [檢視 ] > [影像庫 ]或選取 [檢視 ] > [並排 ]。

—或—

▶ 如果是 [影像庫 ]檢視，請按 Ctrl + G。( Mac®：“ + G).如果是 Ti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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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示在此畫面左面板欄內。所

選畫面的放大檢視會顯示在右面板中。

• 所擷取的畫面順序會與 [並排檢視 ]中的相同。

• 如果在左面板中選取要進行檢視的多個縮圖，則它們會顯示在右面板

中。

• 如果選取四張以上的縮圖，可將右面板向下捲動以檢視其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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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取顯示學生姓名，則姓名會置中顯示於每位學生所擷取畫面下

方。

• [影像庫檢視 ]中停用縮放功能。

• 可以在 [影像庫檢視 ]中更改畫面的順序。

• 無法更改縮圖面板的寬度。

重新排序所擷取畫面

請完成下列步驟，以更改所擷取畫面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的順序。

1. 按一下欲選取的畫面，以選取之。

2. 按住滑鼠左鍵，將畫面拖曳至想要的位置後放開。

重新排序所擷取畫面

當學生登入班級並在其螢幕上工作時，可以更新所擷取畫面檢視。重新整理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的畫面時，會顯示來自所連接計算機的最新學生

螢幕畫面。可以依需要重新整理畫面，或設定自動重新整理選項，以在固定

的時間間距自動重新整理畫面。

依需要重新整理畫面

▶ 按一下 。

此時會擷取所連接計算機的最新螢幕畫面，並顯示於 [班級螢幕畫面擷

取 ]視窗中。

附註：如果學生的計算機已斷線而無法重新整理畫面，系統會在畫面上

呈現黃色外框。

在無法重新整理畫面時會改變邊界顏色.



啟用自動重新整理螢幕畫面擷取功能

自動重新整理功能有助於監視上課進度。此功能可在固定的時間間距自動重

新整理所擷取畫面的顯示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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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一下 [檢視 ] > [自動重新整理 ] 或選取工具列上的

。

2. 按一下其中一個可用的時間間隔選項。

附註：使用 [並排 ]或 [影像庫 ]檢視時，都可使用自動重新整理。在 [現場演示

者 ]模式中無法使用。

使用放大和縮小

在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使用放大和縮小選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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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也可以從功能表選取

[檢視 ] > [放大 ]。

▶ 在工具列中按一下 ，以減小所檢視的畫面尺寸。也可以從功能表選取

[檢視 ] > [放小 ]。

設定縮放百分比

[縮放百分比 ]選項可讓您選取螢幕影像在放大或縮小時所增加或減少的百分

比。若要選取百分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 [班級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中，按一下 [檢視 ] > [縮放百分比 ]。

開啟可用百分比下拉清單

截取螢幕畫面 123



124 截取螢幕畫面

2. 按一下一個可用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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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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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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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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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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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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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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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擷取已選取計算機 ]

使用 [擷取已選取計算機 ]選項，以擷取已連接計算機上的最新螢幕畫面。

1. 在已連接計算機上，瀏覽功能表或要擷取頁面之文件。

2. 在軟體中選取已連接計算機：

• 在 [內容 ]工作空間的 [資源 ]面板中，從 [已連接計算機 ]列表選取計

算機。

• 由 [文件 ]工作空間中的 [文件工具箱 ]開啟 [內容瀏覽器 ]，然後從 [已
連接計算機 ]列表選取計算機。

• 在 [課程 ]工作空間中，選取一位已登入的學生。



3.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擷取已選取計算機 ]。

—或—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 [擷取已選取計算機 ]。

畫面會複製到剪貼簿及 [TI-Nspi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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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一下 [檢視 ]。

此時會開啟 [螢幕畫面擷取 ]視窗。

可以從已連接計算機上已開啟文件中擷取其他畫面，或在已連接計算機

上開啟其他文件，以從該文件中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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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幕畫面

擷取 ]視窗。所擷取的最後一張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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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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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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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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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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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現場演示者 ]

在 TI-Nspire™ Navigator™教師版軟體中，[現場演示者 ]功能可讓教師即時投

影與顯示正在所選計算機上進行的動作。教師可選擇對自己的計算機螢幕或

任何學生的計算機螢幕進行投影，顯示正在執行的工作，並與全班逐步討論

過程。在現場演示期間，可以觀看正在顯示的 TI-Nspire™計算機，並顯示出

演示者按過的按鍵。

教師也可以控制出現在演示畫面上的內容：學生的名稱、計算機顯示內容和

按鍵歷史記錄。教師還可錄製 [現場演示者 ]階段，並將檔案儲存為影片，以

供之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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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及顯示學生名稱

學生名稱若為顯示狀態，則會顯示在 [現場演示者 ]視窗中的計算機畫面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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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名稱的顯示格式與在 [擷取課程 ]中所選取的格式相同。如果選取在 [擷
取課程 ]中顯示或隱藏學生名稱，則會在啟動 [現場演示者 ]模式時套用相同

的設定。

若要在 [現場演示者 ]模式中隱藏學生名稱，請執行下列動作：

▶ 按一下複選框以取消選取 。

此時會隱藏學生名稱。

隱藏及顯示演示者的計算機

啟動 [現場演示者 ]時預設為顯示計算機。顯示計算機可讓全班觀看在演示期

間按過的按鍵。顯示計算機時：

• 按鍵在顯示畫面中變成紅色，以便全班可以在演示者按下按鍵時遵循操

作。

• 上次所按的按鍵會維持標示的狀態，直到按下不同的按鍵為止。



• 無法按下或點選計算機顯示畫面上的按鍵。此虛擬顯示畫面只會顯示演

示者在其計算機上所按的內容。

隱藏計算機顯示畫面

▶ 若要隱藏計算機，請在 [檢視選項 ]列中取消選取 [顯示計算機 ]。

此時會隱藏計算機，並在左面板中顯示 [按鍵歷史記錄 ]。

顯示計算機

▶ 如果計算機處於隱藏狀態，請選取 [顯示計算機 ]，以在左面板中顯示演示

者的計算機。

計算機會顯示在左面板，而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在選取時會於計算機畫

面下方開啟。

檢視按鍵歷史記錄

啟動 [現場演示者 ]時，[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預設為開啟於計算機畫面下方。

• 現場演示期間所按過的按鍵，會顯示在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

• 按下按鍵時，它們會由左到右，然後由上到下進行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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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演示者多次按下相同的按鍵，系統會在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顯示

每個重複按下的按鍵。如果演示者按住某個按鍵(如同移動滑鼠時)，則
只有一次按鍵記錄。

• 可以將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所擷取的按鍵複製到剪貼簿，然後將影像

貼入其他文件中。也可以清除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學生無法執行此動

作。)

• 在持續很久的現場演示階段期間，按過的按鍵可能會超出畫面上的顯示

區域。在此情況下，會出現捲軸以便在演示階段期間檢閱所有按過的按

鍵。

隱藏按鍵歷史記錄

▶ 若要隱藏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請取消選取 [顯示按鍵歷史記錄 ]。

此時會關閉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

顯示按鍵歷史記錄

▶ 如果 [按鍵歷史記錄 ]處於隱藏狀態，請按一下此複選框以選取 [顯示按鍵

歷史記錄 ]。

• 如果計算機處於顯示狀態，則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會開啟於演示者

的計算機畫面下方。



• 如果計算機處於隱藏狀態，則 [按鍵歷史記錄 ]會顯示於演示者計算

機畫面左邊的面板中。

複製按鍵歷史記錄

可以將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所擷取的按鍵複製到剪貼簿，然後將按鍵的影

像貼入 Microsoft® Word 文件或 PowerPoint簡報。

1. 在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選取要複製的按鍵。

2. 選取 [編輯 ] > [複製 ] 或按 Ctrl + C( Macintosh®：“ + C)。

此時會將按鍵的影像複製到剪貼簿。

清除按鍵歷史記錄

若要清除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的內容，請執行下列動作：

▶ 選取 [檢視 ] > [現場演示者 ] > [清除按鍵歷史記錄 ]。

此時會移除顯示在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中的按鍵。

僅顯示計算機畫面

若在 [現場演示者 ]階段期間只要顯示演示者的計算機畫面，請執行下列動

作：

▶ 取消選取 [顯示計算機 ] 與 [顯示按鍵歷史記錄 ] 選項。

此時會關閉 [計算機 ]與 [按鍵歷史記錄 ]面板，並在視窗中顯示計算機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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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現場演示

可以錄製現場演示並儲存為影片( .avi 檔案)。影片有助於向全班進行演示、

針對困難的概念提供額外的指導，或讓錯過課程的學生有機會複習課程內

容。系統在錄製演示時只會擷取計算機畫面。不會錄製計算機顯示內容與按

過的按鍵。儲存所錄製的演示內容時，檔案會以副檔名 .avi( Audio Video
Interleave)進行儲存。

開始錄製

▶ 按一下 ，或選取 [檢視 ] > [現場演示者 ] > [開始錄製 ]。

此時會開始進行錄製。點選按鈕後，按鈕會變成 [停止錄製 ]。系統會錄製

演示者在計算機畫面上進行的所有工作，直到停止錄製為止。

停止與儲存錄製內容

請完成下列步驟，以停止錄製並儲存影片檔案。

1. 按一下 ，或選取 [檢視 ] > [現場演示者 ] > [停止錄製 ]。



此時會開啟 [儲存 ]對話方塊。影片的預設名稱是「presentation」，而預設

的儲存位置是上課中班級的課程資料夾。可以更改檔案名稱與儲存位

置。

附註：如果不想儲存錄製內容，請按一下 [取消 ]。

2. 瀏覽至要儲存 .avi 檔案的資料夾(如果不同於預設資料夾)。

3. 輸入檔案的新名稱。

4. 按一下 [儲存 ]。

檔案會儲存在指定的資料夾中。

播放與分享錄製內容

將錄製內容儲存為 .avi 檔案後，便可以在電腦上播放。也可以將檔案以電子

郵件附件的方式傳送給其他人。

若要在電腦上播放錄製內容，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使用檔案瀏覽器，瀏覽至您要儲存演示( .avi)檔案的資料夾。

2. 按兩下 .avi 檔案名稱。

此時會開啟預設媒體播放程式並播放影片。

附註：如果 .avi 檔案與預設播放程式不相容，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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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現場演示者 ]

▶ 若要停止 [現場演示者 ]，請按一下 或選取 [檢視 ] > [現
場演示者 ] > [停止演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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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要

停止課程時，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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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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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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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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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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Nspire™觸控板或帶有觸控板的 TI-Nspire™ CAS

• TI-Nspire™多點觸控板或帶有多點觸控板的 T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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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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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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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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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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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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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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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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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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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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153



154 使用「文件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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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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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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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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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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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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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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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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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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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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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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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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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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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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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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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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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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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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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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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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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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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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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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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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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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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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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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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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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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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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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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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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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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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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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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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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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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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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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下面的圖片顯示在啟動的 [函數繪圖  & 幾何作圖 ]檔案中可用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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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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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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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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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TI-Nspire™計算機開啟包含色彩的文件，則會以灰色網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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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確定頁面大小是 [計算機 ]還是 [電腦 ]，具體取決於文件的

用途。這兩種頁面大小的文件在每個平台均能開啟，而且可以隨時轉換頁面

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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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 頁面大小於文件預覽無關。即，您可使用 [計算機 ]或 [電腦 ]預覽來檢

視這兩種大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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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建立一個使用所請求頁面大小的副本。

以 [計算機 ]預覽檢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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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按一下工作區域下方的縮放工具，然後選取預覽放大值。

以 [電腦 ]預覽檢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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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按一下工作區域下方的粗細工具，然後選取一個值來增大或減少

文字和其他項的粗細程度。

設定預設預覽

預設狀態下，在您開啟文件時，會自動使用與文件頁面大小相符合的預覽來

開啟文件。您可忽視本規則並指定想要的預覽。

1. 在主 TI-Nspire™檔案功能表上選取設定>預覽設定。

2. 選取開啟文件時想要使用的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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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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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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說明的是問題和 [序列  & 試算表 ]應用程式在視窗右側的工作空間的顯

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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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值代表使用中頁面的問題編號，而

第二個值表示問題中的頁碼。在範例中，計數器顯示 1.2，表
示是「問題 1 的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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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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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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選取預覽的放大

值。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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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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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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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包含多個頁面的文件中快速移動和重新排列頁面，請使用 [頁面排序程

式 ]列出文件中所有頁面的縮圖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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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頁面排序程式。透過按一下 [文件工具箱 ]上的 [頁面排序程

式 ]按鈕 ( )顯示。顯示目前文件所有問題中全部頁面的縮

圖。使用捲軸檢視位於檢視之外的頁面。

Á 使用中的頁面。在頁面排序程式中標示以及工作區域中使用

的目前頁面。

Â 問題 /頁面計數器。顯示問題編號，其後為頁碼。

選取頁面

[頁面排序程式 ]會一律指出工作區域上使用中的頁面。

• 如果在工作區域中使用某個頁面，則 [頁面排序程式 ]會以彩色邊界標示

該頁面。

• 如果正在使用 [頁面排序程式 ]，則在工作區域中顯示之使用中頁面的 [頁
面排序程式 ]窗格邊界呈現彩色。

• 在 [頁面排序程式 ]中按一下任何頁面，會使其成為啟用頁面並顯示於工

作區域中。

重新排序頁面

使用 [頁面排序程式 ]以變更頁面在問題中的順序。

1. 按一下以選取 [頁面排序程式 ]中的頁面縮圖檢視。

2. 按住滑鼠按鈕並將頁面拖曳至需要的位置，然後放開按鈕以放置頁面於

新的位置。



建立應用程式群組

若要將最多四個頁面設成群組到單一頁面，請執行以下步驟 :

1. 按一下系列中的第一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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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配置會自動調整為顯

示群組中的所有頁面。

若要取消頁面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按一下已設為群組的頁面。

2. 按一下 編輯> 版面配置> 取消群組。

內容項目會變成個別頁面與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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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時會刪除應用程式。

要復原刪除，請按 Ctrl + Z(Mac®: 「+ Z)。

刪除頁面

1. 選取要刪除的頁面。

2. 按一下編輯>刪除。

—或—

按一下 。

—或—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並且按一下 Delete(刪除 )。

使用問題與頁面

當建立新文件時，會新增含有一個問題的頁面。當文件具有多個頁面的一個

問題或多個問題時，請按一下 以在 [文件工具箱 ]中開啟頁面排序程式畫
面，檢視問題與頁面。

將問題新增到文件

文件中最多可包含 30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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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 插入>問題。

—或—

按一下 。

2. 按一下問題。

此時會新增含有一個新問題的一個新頁面至文件。

將頁面新增到問題

每一個問題最多可包含 50 個頁面。

1. 按一下 插入>頁面。

—或—

按一下

2. 按一下頁面。

此時會新增頁面至問題。

3. 選取要新增至頁面的應用程式。

複製與貼上問題

可以在相同或不同文件中的不同位置複製與貼上同一個問題。

1. 按一下 開啟 [頁面排序程式 ]。

2.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問題。

3. 按一下編輯>複製或按 Ctrl + C (Mac®:「 + C)。

4. 前往需要問題出現的位置。

5. 按一下 編輯>貼上或按 Ctrl + V( Mac®:「 +V)。

即會複製問題到新位置。

刪除問題

若要刪除文件中的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按一下問題名稱以選取問題。

2. 按一下 Edit(編輯 ) > Delete(刪除 )或按 Ctrl+X ( Mac®:「 + X)。

此時會刪除文件中的問題。



重新命名問題

若要重新命名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

1. 使用 [頁面排序程式 ]選取問題名稱。

2. 按一下右鍵並選擇重新命名。

此時會清除問題名稱方塊。

3. 輸入新名稱然後按 Enter。

新的名稱會以粗體顯示，表示名稱已變更。

列印文件

如果電腦已連接至印表機，則可列印開啟中的文件。

1. 按一下檔案>列印。

此時會開啟 [列印 ]對話方塊。

2. 選取列印作業的詳細資訊。

[列印 ]對話方塊可控制列印工作的下列設定 :

• 印表機

• 列印內容 :

• 可檢視的畫面 —列印使用中文件所顯示的內容

• 全部列印 —列印所有已開啟文件中所有資料與頁面，包括目前畫面

中未顯示的內容

• 紙張大小

• TI-Nspire™頁面範圍

• 列印張數(最多 100 張)

• 配置 :

• 方向(縱向或橫向)

• 每張紙上列印的 TI-Nspire™頁面數量( 1、4 或 8) (僅供 [可檢視的畫

面 ]選項使用)

• 是否要在列印的每一個 TI-Nspire™頁面下方預留註解的空間(僅供

[可檢視的畫面 ]選項使用)

• 邊距(從 0.25 英吋至 2 英吋)

• 在印出內容中包含說明文件資訊的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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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與頁面標籤

• 標題(最多兩行)

• 頁尾中的文件名稱

• 可將相同問題的頁面放在一起

• 列印預覽

3. 按一下 Print(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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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從 [列印 ]對話方塊預覽文件。

1. 選擇預覽核取方塊。

2. 請使用右窗格最上方的箭號以逐頁瀏覽預覽中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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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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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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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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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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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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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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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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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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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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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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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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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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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何作圖

序列&試算表

數據&統計

筆記

Vernier DataQuest™

問題(  TI-Nspire™ Teacher Software、T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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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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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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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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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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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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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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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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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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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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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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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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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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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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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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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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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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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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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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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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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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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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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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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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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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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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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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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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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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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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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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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 移除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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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影片檔

可以在 PublishView™文件中嵌入 Flash( .flv)影片檔，然後直接從

PublishView™文件播放影片。

附註：也可以插入影片的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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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標示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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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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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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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片控制台

影片控制台可讓使用者控制何時開始與停止播放影片。

主控台包含下列控制項：

À
按一下 以開始播放影片。播放時，按一下 可停止播放影片。

Á 影片播放時，會以分鐘及秒鐘顯示播放的時間長度。

Â 影片開始播放時，會以分鐘及秒鐘顯示影片的時間長度。

Ã 請使用電腦上的音量控制項以提高、降低音量或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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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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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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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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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 PublishView™文件 255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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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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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可執行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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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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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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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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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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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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資料畫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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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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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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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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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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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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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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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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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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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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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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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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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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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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答：文字符合

方程式：f(x)和 y=

座標點

運算式：變數

化學

新增答案會增加正確答案

集。移除答案會讓問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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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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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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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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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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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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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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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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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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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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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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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檢閱工作空間」中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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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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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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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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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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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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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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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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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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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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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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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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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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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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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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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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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令碼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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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程式自動運行。若要查看運行的指令碼程式，必須先啟動包含指令碼程式

的頁面。

指令碼編輯器是供熟悉 Lua 指令碼環境的老師和其他編者使用的。Lua 是一

種強大、快速、輕量的指令碼語言，可被 TI-Nspire™和 PublishView™文件完

全支援。包含指令碼程式的文件可在 TI-Nspire™計算機和 TI-Nspire™文件播

放器開啟。雖然指令碼程式是在計算機或文件播放器中運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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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以存取 TI-Nspire™說明，其中包括指令碼編輯器說明。

• 按 F2 以查看其他 TI-Nspire™資源，如指令碼樣本和到 TI-Nspire™
Scripting API庫的連結。(另請參見

education.ti.com/nspire/scripting/home。)

• 更多關於 Lua 的資訊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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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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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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Software 和

T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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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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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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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指令碼編輯器 309



310 使用指令碼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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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

顯示局部變數在目前函數中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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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Software 和 TI-Nspire™ CAS Student Software 會

在 [文件工作空間 ]中自動開啟。

3. 鍵入指令碼標題。(最多允許 32 個字元。)

4. 按一下 確定。

[指令碼編輯器 ]視窗開啟並顯示空白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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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工具框為空白的。

• 包含指令碼程式的框架將被添加到 PublishView™文件的啟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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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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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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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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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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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 為避免降低指令碼之性能，請將影像的高寬保持在 640 像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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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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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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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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檢視選項

若要變更檢視選項，請執行以下步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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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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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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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資訊

歐盟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 法規遵從

此設備可用于歐盟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 )成員國。接下來段落所列出

的國家在整個本文件中稱為歐洲共同體 :

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

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

士、英國

TI-Nspire™ Navigator™訪問點可以透過無線 802.11b/g 連結與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或 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進行通訊，並提供無線

局域網 (WLAN)功能 ;也可以使用 USB線纜與個人電腦通訊。TI-Nspire™
Navigator™訪問點包含一個 802.11b/g/n 射頻模組。

TI-Nspire™ Navigator™ CX 訪問點可以透過無線 802.11b/g 連結與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或 TI-Nspire™ CX無線網

路卡 – v2進行通訊，並提供無線局域網 (WLAN)功能 ;也可以使用 USB線纜與

個人電腦通信。TI-Nspire™ Navigator CX 訪問點在 802.11b/g/n 2.4GHz操作

下支援 2.412GHz到 2.462GHz，在 802.11 a/n 5GHz操作下支援 5.150 GHz
到 5.250GHz。

符合性聲明

以此符號標示 :

指示符合歐盟 R&TTE指令 (1999/5/EC)的基本要求。

本設備符合下列標準與符合性 :

安全性 : EN 60950-1:2006 + A11:2009

EMC: EN 55022:2006, EN 55024:1998 + A1:2001 + A2:2003, N 301 489-1
V1.8.1/2008-4, EN 301 489-17 V2.1.1/2009-5, CISPR22:1997, CISPR24

包括 : EN 61000-3-2、-3-3、-4-2、-4-3、-4-4、-4-5、-4-6 和 -4-11。產品同時獲

得其他國家特定標準和國際市場的許可。

無線電 : EN 300-328 v.1.7.1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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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相容性和無線電頻譜管理 (ERM);寬頻傳輸系統 ;在2、4 GHz ISM頻段作

業的資料傳輸設備，以及使用寬頻調節技術。認證符合包含 R&TTE指令第

3.2 款基本要求在內的 EN 標準要求。法規遵循包括所提供整合天線進行的

測試。

SAR: EN62209-2:2010

歐洲共同體符合性聲明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特此聲明以下產品符合 1999/5/EC 指令的基本

要求和其他相關條款要求。

•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

•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

• 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v2

•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

英

文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特此聲明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

點、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以及 TI-Nspire™ CX無線網路

卡、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v2、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均

符合 1999/5/EC 指令的基本要求和其他相關條款要求。

有關符合性聲明，請檢閱 education.ti.com 網站的 Product Stewardship
頁面。

保

加

利

亞

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特此聲明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

點、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以及 TI-Nspire™ CX無線網路

卡、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v2、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均

符合 1999/5/EC 指令的基本要求和其他相關條款要求。

有關符合性聲明，請檢閱 education.ti.com網站的 Product Stewardship
頁面。

捷

克

共

和

國

Texas Instruments tímto prohlašuje, že TI-Nspire™ Navigator™ přístupový
bod, bezdrátový stojan TI-Nspire™ Navigator™ a TI-Nspire™ CX bezdrátový
síťový adaptér, TI-Nspire™ CX bezdrátový síťový adaptér - v2 a TI-Nspire™
CX Navigator™ přístupový bod jsou v souladu se základními požadavky a
dalšími příslušnými ustanoveními směrnice 1999/5/ES.

Prohlášení o shodě může být konzultován v na stránce Product
Stewardship education.ti.com.

丹

麥

Texas Instruments erklærer hermed, at TI-Nspire™ Navigator™



文 adgangspunktet, den trådløse TI-Nspire™ Navigator™ holder, den
TI-Nspire™ CX Navigator™ adgangspunktet, den trådløse TI-Nspire™ CX
netværksadapter og den trådløse TI-Nspire™ CX netværksadapter - v2 er i
overensstemmelse med de essentielle krav og andre relevante
bestemmelser i direktiv 1999/5/EF.

Du kan læse overensstemmelseserklæringen på produktforvaltningssiden
på education.ti.com.

挪

威

Texas Instruments erklærer herved at TI-Nspire™ Navigator™
tilgangspunkt, TI-Nspire™ CX Navigator™ tilgangspunkt, TI-Nspire™
Navigator™ trådløs bordholder, TI-Nspire™ C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og TI-Nspire™ C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 v2 overholder de vesentlige
kravene og andre relevante bestemmelser i direktivet 1999/5/EC.

Samsvarserklæringen kan leses på siden Produktforvaltning på
education.ti.com.

芬

蘭

文

Texas Instruments vakuuttaa, että TI-Nspire™ Navigator™-liityntäpiste,
TI-Nspire™ CX Navigator™-liityntäpiste, langaton TI-Nspire™ Navigator™-
kelkka, TI-Nspire™ C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ja TI-Nspire™ CX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 v2 täyttävät direktiivin 1999/5/EY oleelliset
vaatimukset ja ja muut asianmukaiset ehdot.

Vaatimustenmukaisuusvakuutus on tarkasteltavissa tuotevastuusivulla
osoitteessa education.ti.com.

法

文

Texas Instruments déclare que le point d’accès TI-Nspire™ Navigator™, le
point d’accès TI-Nspire™ CX Navigator™, le socle de synchronisation
TI-Nspire™ Navigator™, l’adaptateur de réseau sans fil TI-Nspire™ CX et
l’adaptateur de réseau sans fil TI-Nspire™ CX - v2 sont conformes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et aux autres clauses applicables de la Directive
1999/5/CE.

La Déclaration de conformité peut être consultée à la page Gérance du
produit à education.ti.com.

德

文

Texas Instruments erklärt hiermit, dass der TI-Nspire™ Navigator™
Zugangspunkt, TI-Nspire™ CX Navigator™ Zugangspunkt, die drahtlose
TI-Nspire™ Navigator™ Basisstation, der drahtlose TI-Nspire™ CX
Netzwerkadapter drahtlose und der TI-Nspire™ CX Netzwerkadapter - v2
mit den wesentlichen Anforderungen und anderen relevanten
Bestimmungen der Richtlinie 1999/5/EG konform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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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Konformitätserklärung kann auf der Seite “Engagement für die
Umwelt” unter education.ti.com angezeigt werden.

希

臘

語

Με την παρούσα, Texas Instruments δηλώνει ότι το σημείο πρόσβασης
TI-Nspire™ Navigator™, ασύρματο λίκνο πλοηγός TI-Nspire™ και
TI-Nspire™ CX ασύρματο προσαρμογέα δικτύου, TI-Nspire™ CX ασύρματο
προσαρμογέα δικτύου - v2, και σημείο πρόσβασης TI-Nspire™ CX
Navigator™ είναι σύμφωνα με τις βασικές απαιτήσεις και τις λοιπές
σχετικές διατάξεις της οδηγίας 1999/5/εκ.

Δήλωσης συµµόρφωσης μπορούν να συμβουλεύονται στη σελίδα
Διαχείριση προϊόντων στο education.ti.com.

義

大

利

文

Con la presente, Texas Instruments dichiara che il punto di accesso
TI-Nspire™ Navigator™, il punto di accesso TI-Nspire™ CX Navigator™, la
base di ricarica wireless TI-Nspire™ Navigator™, la basetta wireless
TI-Nspire™ CX e la basetta wireless TI-Nspire™ CX - v2 sono conformi ai
requisiti fondamentali e ad altri provvedimenti della Direttiva 1999/5/CE.

È possibile consultare la Dichiarazione di conformità alla pagina Product
Stewardship (Gestione responsabile del prodotto), all’indirizzo
education.ti.com.

荷

蘭

文

Hierbij verklaart Texas Instruments dat het TI-Nspire™ Navigator™
accesspoint, de TI-Nspire™ CX Navigator™ accesspoint, de TI-Nspire™
Navigator™ draadloze slede, de TI-Nspire™ CX draadloze netwerkadapter
en de TI-Nspire™ CX draadloze netwerkadapter - v2 voldoen aan de
essentiële vereisten en andere relevante bepalingen van Richtlijn
1999/5/EC.

De verklaring van overeenstemming kan worden geraadpleegd op de
pagina Product Stewardship (Productbeheer) op education.ti.com.

葡

萄

牙

文

A Texas Instruments declara, pela presente, que o ponto de acesso
TI-Nspire™ Navigator™, o ponto de acesso TI-Nspire™ CX Navigator™, a
base sem fios TI-Nspire™ Navigator™, o adaptador de rede sem fios
TI-Nspire™ CX e o adaptador de rede sem fios TI-Nspire™ CX - v2 estão
em conformidade com os requisitos essenciais e outras disposições
relevantes da Directiva 1999/5/CE.

A Declaração de Conformidade pode ser consultada na página
Administração do Produto em education.ti.com.

西 Mediante el presente documento, Texas Instruments declara que el punto



班

牙

文

de acceso TI-Nspire™ Navigator™, el punto de acceso TI-Nspire™
Navigator™ CX, el soporte inalámbrico TI-Nspire™ Navigator™, el
adaptador de red inalámbrica TI-Nspire™ CX y el el adaptador de red
inalámbrica TI-Nspire™ CX - v2 cumplen con los requisitos esenciales y
otras disposiciones relevantes de la directiva 1999/5/CE.

Puede consultar la declaración de conformidad en la página
Administración de producto en education.ti.com.

瑞

典

文

Texas Instruments deklarerar härmed att TI-Nspire™ Navigator™
anslutningspunkt, TI-Nspire™ CX Navigator™ anslutningspunkt, TI-Nspire™
Navigator™ trådlös tillkopplingsenhet, TI-Nspire™ CX trådlös
nätverksadapter och TI-Nspire™ CX trådlös nätverksadapter - v2 uppfyller
de väsentliga kraven och övriga relevanta bestämmelser enligt direktivet
1999/5/EG.

Deklarationen om överensstämmelse kan läsas på sidan Produktansvar
på webbplatsen education.ti.com.

捷

克

文

Texas Instruments vyhlasuje, že TI-Nspire™ Navigator™ Access Point,
bezdrôtový kolísky TI-Nspire™ Navigator™ a TI-Nspire™ CX bezdrôtový
sieťový adaptér, TI-Nspire™ CX bezdrôtový sieťový adaptér - v2 a
TI-Nspire™ CX Navigator™ prístupový bod sú v súlade so základnými
požiadavkami a inými príslušnými ustanoveniami smernice 1999/5/EC.

Vyhlásenie o zhode k nahliadnutiu na stránke produktu správcovstvo v
education.ti.com.

斯

洛

文

尼

亞

文

Texas Instruments izjavlja, da TI-Nspire™ Navigator™ dostopno točko,
TI-Nspire™ Navigator™ wireless zibelka in TI-Nspire™ CX brezžično
omrežno kartico, TI-Nspire™ CX brezžično omrežno kartico - v2 in
TI-Nspire™ CX Navigator™ vstopne točke so v skladu z bistvenimi
zahtevami in drugimi ustreznimi doloèbami Direktive 1999/5/ES.

Izjava o skladnosti se lahko posvetuje nadzor izdelkov na strani
education.ti.com.

歐洲共同體中可操作本產品的國家以及使用限制

在歐洲共同體中使用 2.400 到 2.4835 GHz頻道操作

安裝程式及 /或使用者須使用本產品隨附的組態公用程式來確認目前的操作

頻道、預期的發射功率等級，以及確認該裝置符合所選歐洲共同體國家的頻

譜使用規則。如果操作於本指南說明所允許之外的頻道，請必須立即停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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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操作，且請安裝人員諮詢當地負責無線網路的技術支援人員。

這些裝置可以操作於歐洲共同體的所有國家。除以下說明的情況以外，所有

歐共體國家無論在室內還是戶外都可以使用 2.400 至 2.4835 GHz頻段內第

1 至 13 通道的頻率 :

• 希臘、義大利、拉脫維亞和西班牙的使用者必須向國家通訊傳播管理局

申請執照，才可在室外操作本裝置。

• 更多有關戶外組態的限制和執行條件，請檢閱 TI-Nspire™ Navigator™教

師版軟體手冊。

警告聲明

警告！ 在安裝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或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

入點時，發射元件和所有人員之間至少應維持 20 釐米(7.9 英寸)的間距。此

安全性警告符合 FCC 無線射頻暴露限制。

警告！ 在天線發射或接收資料時，請勿觸摸或移動 TI-Nspire™ Navigator™接

入點或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

警告！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

座、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點、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v2 僅限在室內使用。請勿在室外安裝和操作裝置。

警告！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

座、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為有意發射體。TI-Nspire™ CX Navigator™接

入點、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 v2 不適合透過非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提供的其他任何天線執行。有意發射器只能搭配核准天線進行

操作。

警告！ TI-Nspire™ Navigator™接入點射頻和 TI-Nspire™ CX Navigator™接入

點射頻預設為停用，只有系統管理員才可透過管理軟體應用程式來進行啟

動。

警告！ 無線電頻段、操作頻道和發射功率，會因系統管理員使用管理軟體在

設定和安裝時指定的操作國家而有所不同。

警告！ 只有符合資格的人員才可以執行安裝。請閱讀並遵守所有標示在產

品上或包含在文件內的警告說明和輔助資訊。

中國 SRRC CMIIT驗證

產品名稱 CMIIT ID



TI-Nspire™ Navigator™無線傳輸座 2010DJ5746

TI-Nspire™ Navigator™訪問點 2012DJ1441

TI-Nspire™ CX無線網路卡 2011DJ1546

TI-Nspire™ CX Navigator™訪問點 2013AJ6928

TI-Nspire™ CX Navigator™無線網路卡 – v2 2013AJ6929

安全交流網路卡操作的重要資訊

除了特別注意 TI產品的製造品質標準之外，安全是我們設計每一件產品時的

主要考量。當然您也有責任注意安全。本節所列的重要資訊有助您正確使用

本 TI產品與配件器材，確保您愉快之使用經驗。請先細心閱讀，然後再操作

和使用您的產品。

安裝

• 閱讀並遵循操作說明 :操作產品之前，應閱讀所有安全與操作說明。遵循

所有操作說明。

• 保留操作說明 :應儲存所有安全與操作說明，以供日後參考之用。

• 注意警語 :遵守產品上和操作說明中的所有警語。

• 使用建議的交流電變壓器 :必須使用產品隨附的變壓器。

• 檢查電源 :您的 TI產品交流電變壓器必須搭配使用 AC100V-230V
50Hz/60Hz電源插座。若不確定您家用電源的類型，請洽經銷商或當地

電力公司。

• 切勿超載 :請勿讓牆壁插座或延長線超過負荷，否則可能導致起火或觸

電危險。交流電插座、延長線超過負荷，電源線磨損，電線絕緣體損壞或

破裂以及插頭破損都具有危險性。定期檢查線路，如果從外觀判斷線路

已損壞或絕緣體失效，請找維修技術人員予以替換。

• 保護電源線 :電源線佈線時應避開行進路線以免被踩到，也不要放在會

被夾住的物品上面或旁邊。特別注意連接插頭和電源插座的電源線部

份，並檢查電源線與 TI產品的連接點。

• 檢查通風情況 :外殼上的槽縫和開口的目的為通風，可確保 TI產品的操

作可靠度並避免產品過熱。請勿阻塞或蓋住這些開口。切勿將 TI產品放

在床上、沙發上、地毯上或其他類似的表面，這樣會封鎖開口。切勿將 TI
產品放在靠近散熱器、電熱器或任何其他熱源(包括擴大器)附近或上方。

請勿將 TI產品放在嵌入式的裝設內，例如書架或設備機架，除非是有適

當的通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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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使用配件 :請勿使用非 TI建議的附件，否則可能導致電氣危險或起

火危險。

• 請勿在近水處使用 :請勿在近水處(例如，靠近浴缸、水槽或洗衣盆)、潮
濕的地下室中或游泳池附近使用 TI產品。

• 請勿放在高溫來源附近 :請勿在爐灶、壁爐或散熱器等熱源附近使用 TI
產品。

• 安裝 TI產品時應注意 :請勿將 TI產品放在不平穩的表面上。TI產品可能

掉落，造成兒童或成人嚴重受傷，並導致 TI產品嚴重損壞。

• 請勿在醫療器材附近使用 :請勿在易受電磁干擾或具醫療用途的器材附

近操作本產品。請勿在心臟起搏器或醫院的病患照護區附近使用本產

品。

重要資訊

• 中斷後請等待至少 10 秒鐘，再重新連接 TI產品和交流電變壓器。

• 從牆壁插座拔除產品插頭時應小心，因為交流電變壓器可能發熱。

使用與維護

• 清潔之前應先拔除電源插頭 :請勿使用液體或噴霧清潔劑。使用濕布清

潔。

• 勿讓物體阻塞開口 :切勿將任何種類的物體從通風口等開口推入本TI產
品，因為這些物體可能會接觸到高壓電路與「短路」零件，而導致起火或

觸電。切勿讓液體濺灑到本 TI產品上。

• 避免閃電危險 :雷電交加期間，或一段期間無人照料與不使用時，應拔除

本 TI產品的插頭。從牆壁插頭取下電源變壓器，並停止連接電纜系統。

這會避免本 TI產品因閃電和電源突波而受損。雷電交加時，應注意不要

接觸到本 TI產品或電纜的金屬部份，

維修

• 若有下列狀況，應請合格維修人員進行維修 :

- 電源線或插頭受損。

- 液體濺灑到產品或物體掉入產品內。

- 產品接觸到雨水或水。

- 產品不能如操作說明所述正常運作。

- 產品掉落或外殼受損。

- 產品操作出現明顯的改變，比如無法完成自檢。



• 要求安全檢查 :完成產品維修或修理時，請要求維修技術人員執行建議

的安全檢查，確認產品操作狀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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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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ducation.ti.com/
mailto:ti-cares@ti.com
mailto:ti-cares@ti.com
http://education.ti.com/support
http://education.ti.com/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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