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傳輸影像至 iPad 或 Android 平板，不需電腦

教室隨處可展示，不受連接線限制

使用IPEVO Whiteboard App，iPad 或 Android 平板化身互
動白板

亦可無線連接至 PC 或 Mac

無線連接 iPad、Android 平板或桌機，可顯示1600x 1200
高解析度影像

可為年長者或視力障礙人士放大閱讀材料

多重關節支架與旋轉鏡頭，利於調整拍攝角度

亦可連接電腦之 USB 埠，作為有線實物攝影機使用

看影片

 
看更多 ›

www.ipev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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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和和 Android 用無線實物攝影機用無線實物攝影機

iZiggi-HD 可無線連接至 iPad 或 Android 平板電腦，不需透過電腦即可即時
傳輸文件、教科書、手寫筆記、照片及 3D 物件之高解析度影像，供教學或
展示使用。因此，不論你是在教室、辦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iZiggi-HD 是與
iPad 和 Android 平板電腦共享素材的最佳方式。

www.ipevo.com.tw



 

以全新的方式體驗平板電腦和實物攝影機以全新的方式體驗平板電腦和實物攝影機

透過既有的 WiFi 連線，即可快速、方便地從 iZiggi-HD 輸出並顯示即時影像在 iPad 或
Android 平板電腦上。不受拘束的無線特性，為教學方法帶來無限可能。你可以輕鬆自在
地在課堂中走動，與學生保持密切、一對一的教學互動，這是有線的電腦連線方式所無法

達成的效果。

此外，當 iPad 連接至投影螢幕上時，你還可以將 iPad 變成互動式白板，使
用 iPad 的觸控螢幕在即時影像上進行繪製和標註，彈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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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處拍攝與呈現畫面，在學生課桌上亦可使用隨處拍攝與呈現畫面，在學生課桌上亦可使用

透過 iZiggi-HD 的無線特性，擴大你的教學範圍。實物攝影機不必固定在講桌上，老師和學生可以在任何地點使用它。直接
把攝影機拿到學生身旁，取代以往輪流上台的方式。或者，把實物攝影機拿到無法移動位置的物品附近使用，例如在美術課

中，帶著 iZiggi-HD 拍攝大型或易碎作品。甚至可以將 iZiggi-HD 帶出戶外進行實地教學。以上皆是傳統固定式的實物攝影機
所無法達成的效果 。iZiggi-HD 還可以無線連接到 PC 或 Mac，讓電腦也能享有無線傳輸影像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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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Android 平板連接至平板連接至 Apple TV或或 Chromecast ，化身移動式互動白板，化身移動式互動白板

搭配 Apple TV 的 AirPlay 或 Chromecast ，iZiggi-HD 拍攝的影像和 IPEVO Whiteboard App 做的標註，都可以投影至大螢幕上，
iPad 或 Android 平板就成了移動式的互動白板，不受連接線的拘束。教師不用一直站在教室前方，可以自由地在教室中走動與學
生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學生可以留在自己的座位，在 iPad 或 Android 平板上繪製和標註影像，這些影像同時會顯示在大螢幕上
供大家觀看，且流暢而即時，互動效果比以往的方式都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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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高解析度影像傳輸，和享用高解析度影像傳輸，和 iPad、、Android 平板顯示的加乘好處平板顯示的加乘好處

iZiggi-HD 可透過 Wi-Fi 連線串流影片，支援多種解析度，包括 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720（720p 高畫質），甚至
是 1600x1200。如果使用 1600x1200 仍然不足以看到所有細節，可以在 iPad 上縮放畫面，進一步仔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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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銀髮族和視障人士使用的完美工具適合銀髮族和視障人士使用的完美工具

對於老年人或視力受損的人來說，閱讀報章雜誌或賀卡、帳單上的細小字體是非常吃力的事。但是，只要使用 iZiggi-HD，你可以
將實物攝影機對準讀物素材，然後閱讀 iPad 上的文字，即可輕鬆享受 iPad 的縮放、拖曳功能，獲得更大、更清晰的文字。不論是
對視力障礙者，或疲憊的雙眼而言，iZiggi-HD 和 iPad 皆可提供較佳的視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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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關節旋臂和旋轉鏡頭，不費力多重關節旋臂和旋轉鏡頭，不費力
而直覺的拍攝而直覺的拍攝

iZiggi-HD 延續 IPEVO 特有的實物攝影機功能：簡單的
拍攝選項和多重關節旋臂。有了三個活動關節，你可以

將攝影機調整成多種高度──只需透過雙手輕輕操作，不
需轉開任何旋鈕。此外，iZiggi-HD 的旋轉鏡頭可讓你輕
易改變拍攝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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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切換、自動對焦、內建電池曝光切換、自動對焦、內建電池
和其他便捷功能和其他便捷功能

iZiggi-HD 可自動拍出高品質圖像，但有時你需要調整拍攝選項。相機
機身設有曝光調整鍵和自動對焦開關，因此你只需點擊幾個按鈕，即

可調整你的即時攝影成果。在「連續對焦」（一種「傻瓜模式」，攝

影鏡頭會持續自動設定最佳焦距）和「單次對焦」（適合靜態物件，

如紙張上的文字）之間進行切換。另一項重要特點是 iZiggi-HD 的內建
電池，它的電力可讓你順利完成無線展示工作。

雙雙USB埠埠──連接連接USB儲存裝置存取檔案儲存裝置存取檔案

iZiggi-HD 提供兩個 USB 埠──一個用於 iZiggi-HD 攝影機連接至它的
無線功能底座 ，另一個用於 USB 儲存裝置。利用雙埠優勢，與 iPad
共享儲存裝置上的檔案，並同步查看攝影機拍攝的即時畫面。連接的

儲存裝置也非常適合用來儲存攝影機拍下的照片，還有使用

Whiteboard-App 所標示的註解。

www.ipev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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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既有的使用既有的 WiFi 網路保持網路連線網路保持網路連線

由於 iPad、Android 平板電腦、PC 或 Mac 是透過 WiFi 連接至
iZiggi-HD，因此當你使用 iZiggi-HD 時網路會斷線。然而，iZiggi-
HD 還是可以連接至你的 WiFi 網路，再將你的裝置連上網路。只
需幾個簡單步驟，你的裝置即可以在連接 iZiggi-HD 時保持網路連
線狀態。

亦可有線連接至亦可有線連接至 PC 或或 Mac
當 WiFi 連線無法使用，你可以用 iZiggi-HD 的USB線， 直接連接
到 PC 或 Mac 上。iZiggi-HD 連接至電腦的方式和 Ziggi-HD 完全
相同。使用我們的實物攝影機，可享有相同的照片管理、全螢幕

模式和 IPEVO Presenter 軟體所具備的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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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IPEVO Whiteboard App 加註教學重點加註教學重點

專為教育工作者設計，免費的 IPEVO Whiteboard App，可讓你直接在 iZiggi-HD
所拍攝的即時影像上繪製和加註文字。易於使用的觸控螢幕工具組可加註重點、

高亮反白重要的文字段落、添加文字方塊，讓教材內容更有條理。除了即時影

像，IPEVO Whiteboard App 還可以使用空白白板、匯入平板即時拍攝的圖片或相
簿影像。這些標註的「白板」可以自由切換，還可以儲存起來以供將來參考。

IPEVO Whiteboard App 也有 Android 的版本。此精簡的 Android 版本提供大部份
的白板功能和工具。如果你在學校或公司使用 Android 平板，請多加利用
Whiteboard App，完全免費。

www.ipev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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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即時影片並加上註解和聲音錄製即時影片並加上註解和聲音

當製作線上教學影片、部落格和教學課程，一旦遇到要拍攝桌上物體的時

候，如果不使用 iZiggi-HD，是很難完成的。 iPad 版的 IPEVO
Whiteboard App 可以錄製 iZiggi-HD 的即時影片、旁白和你建立的任何註
解。再將此影片檔儲存至你的 iPad 相簿中。簡單的整合功能，非常適合
用來展示無法繪製或標記的 3D 物件。若是不穩定的手持攝影機所拍攝的
影片，事後還得額外編輯才能添加註釋或配音，現在不需再就於了。此

外，也不要屈就於腳架式攝影機，因為它無法朝下進行拍攝。iZiggi-HD
擁有錄製影片所需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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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VO Presenter 軟體軟體 將桌機使用最佳化將桌機使用最佳化

iZiggi-HD 高解析度 5 百萬畫素攝影機可以直接連至 PC 或 Mac，傳遞最高 2592 x 1944 像素的高
畫質影像。 IPEVO Presenter 軟體，提供實用工具和自訂功能可讓你體驗 IPEVO 實物攝影機最大
的功用。實用工具包括即時拍攝和全螢幕模式。此外還有更多其他功能：最高 6 倍數位變焦、
360 度旋轉、自訂和自動曝光控制、多種解析度、錄製影片能力、 多重實物攝影機支援，和連續
與一鍵對焦。此外還有 「瀏覽模式」，方便管理照片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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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當當  iZiggi-HD 無線連接至無線連接至  iPad、、Mac 或或  PC 時，其可接受的最大距離為何？時，其可接受的最大距離為何？

iZiggi-HD 的有效範圍是 10 公尺。實際範圍可能受環境因素，如障礙物和其它無線訊號
所影響。請調整相對位置，以獲得最佳效果。

iZiggi-HD 可以連接到多台平板裝置嗎？可以連接到多台平板裝置嗎？

由於頻寬和系統限制，我們建議一次只使用一台裝置來顯示 iZiggi-HD 即時取景影像。使
用二台或更多裝置來顯示 iZiggi-HD 即時影像，可能會因為頻寬或系統資源不足而導致影
像延遲或凍結。

我的教室沒有配備我的教室沒有配備  Wi-Fi 網路，仍然可以無線使用網路，仍然可以無線使用  iZiggi-HD 嗎？嗎？
教室不需要配備 Wi-Fi 設備也可無線使用 iZiggi-HD。只需要準備 iPad 或可以接收 Wi-Fi
訊號的 PC 或 Mac。把這些裝置連接到 iZiggi-HD 的 SSID，就能觀看即時影像。

可以用我的桌上型電腦或可以用我的桌上型電腦或  iMac 無線連接至無線連接至  iZiggi-HD嗎？嗎？
可以的。你只需要擁有可接受 Wi-Fi 訊號的桌上型電腦或 iMac 即可無線使用 iZiggi-
HD。

iZiggi-HD 的即時影像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觀看嗎？的即時影像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觀看嗎？

可以。不過，不同的瀏覽器處理 iZiggi-HD 即時影像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會有各種
相容性問題。因此，我們還是推薦以 IPEVO Presenter 軟體或 IPEVO Whiteboard App
獲得最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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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規格商品規格

感光元件：真實 500 萬畫素 CMOS

最高解析度：1600 x 1200 （無線連接 iPad 或 Android 平板）或
2592×1944（有線連接 PC 或 Mac）

近拍距離：5.5 公分

變焦倍率：數位 6 倍

對焦模式：AF-C 連續自動對焦、AF-S 單次對焦

最大拍攝範圍：31.5×23.0 公分

影片拍攝（使用第三方軟體）：30 fps 、640×480 解析度

USB線長：120 公分

收納尺寸：23.7×5.5×6.3 公分

重量：約 566 公克

無線規格：802.11 b/g/n (Up to 300 Mbps)

連接埠：USB 2.0 x2, RJ-45 x1

電流輸入：DC 5V 2A

商品配備商品配備

iZiggi-HD 無線攝影機

遮光板

使用手冊（英文）

充電器

1.8 公尺 Micro-USB 充電線

1.2 公尺 USB 延長線

www.ipev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