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班房使用電腦、notebook、DVD 機的詳細步驟

(up-dated : 07-09-2006)

多媒體教室詳細
多媒體教室詳細使用步驟
詳細使用步驟 （學生版）
於班房使用電腦步驟
1.

2.

3.
4.

5.

6.
7.

8.

請提醒老師帶備布先生派發的班房電腦鑰匙，以便開啟班房電腦枱上的鎖。

先從電腦枱的抽屜裡取出投影機遙控器，然後用投影機遙控器按 “Standby” 開啟投影機。

請確認 switch 是按着 A (PC)。
輸入 login 名稱 (teacher) 及密碼。

如果老師使用電腦期間，想轉用黑板或高影機，而暫時關閉投影機的投射，可以按投影機遙
控器上的 “Mute” ，無需按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如果想恢復投影機的投射，可以再按一次
“Mute”。)
如要電腦發出聲響，請確定已將電腦台旁的牆身的咪線及黑板下的咪線插上，並開啟咪箱電
源。
老師可在班房的電腦使用 k drive or usb drive。(可將 usb drive 接駁到電腦旁的 usb 延長線)
老師使用完畢後：
a) 切記取回光碟
切記取回光碟；
b) 不要關閉電腦電源，以便下次可以更快登入使用；
不要關閉電腦電源
c) 必需鎖住電腦 (按 Ctrl + Alt + Del 然後 click “鎖住電腦”)，避免同學偷用電腦；
d) 按投影機遙控器上的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切勿關閉黑板下的投影機電源掣來關閉投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會弄壞投影機
e) 請將投影機遙控器放回在電腦枱的抽屜
請將投影機遙控器放回在電腦枱的抽屜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
電腦枱的抽屜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以免遺
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
失！

於班房使用 DVD 機步驟
1.
2.
3.
4.

5.
6.
7.
8.

請提醒老師帶備布先生派發的班房電腦鑰匙，以便開啟班房電腦枱上的鎖。
先從電腦枱的抽屜裡取出投影機遙控器及 DVD 機遙控器。
使用投影機遙控器按 “Standby” 開啟投影機。
人手按 DVD 機左面的 “POWER” 開啟 DVD 機。

使用投影機遙控器按 “VIDEO” 以切換 DVD 機畫面。(按 “RGB” 可切換回電腦畫面。)
因為電腦可能
因為電腦可能會搶聲的原故，請將電腦台旁的牆身的咪線拔走。
可能會搶聲的原故，請將電腦台旁的牆身的咪線拔走。(用後請將咪線插回！
會搶聲的原故，請將電腦台旁的牆身的咪線拔走。 用後請將咪線插回！)
用後請將咪線插回！
請確認已將黑板下的咪線插在咪箱，並開啟咪箱電源。
如果老師使用 DVD 機期間，想轉用黑板或高影機，而暫時關閉投影機的投射，可以按投影
機遙控器上的 “Mute” ，無需按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如果想恢復投影機的投射，可以再按
一次 “Mute”。)
9. 如要切換聲道，可按 DVD 機遙控器或 DVD 機上的 “R/L”。
10. 老師使用完畢後：
a) 切記取回光碟
切記取回光碟。
b) 必需用
必需用人手按
人手按 DVD 機左面的 “POWER” 關閉 DVD 機的電源。切勿用 DVD 機遙控器來
關閉電源，否則會弄壞
關閉電源，否則會弄壞 DVD 機。
c) 按投影機遙控器上的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切勿關閉黑板下的投影機電源掣來關閉投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d) 將投影機遙控器及 DVD 機遙控器放回在
機遙控器放回在電腦枱的抽屜
電腦枱的抽屜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
電腦枱的抽屜
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
位置，以免遺失！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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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教室詳細使用步驟 （學生版）
於班房使用 Notebook 步驟
1.

2.
3.

4.
5.
6.
7.

請提醒老師帶備布先生派發的班房電腦鑰匙，以便開啟班房電腦枱上的鎖。
先從電腦枱的抽屜裡取出投影機遙控器。
先用投影機搖控器開啟投影機。

將 video 線插入 notebook，請確認 switch 是按着 B (notebook)。
請確定班房電腦已開啟電源，否則投影機不能輸出畫面。
請確定班房電腦已開啟電源
可用班房電腦鑰匙打開電腦枱右上角的揭蓋位置，內有拖板可供老師插 Notebook 火牛。
如果投影機沒有 signal 的話，可以根據以下圖表按鍵：
Notebook 種類
Dell

Compaq
ASUS

按鍵
在桌面 right click → 圖形選項 →
Intel (R) Dual Display Clone → 監視器+筆記型電腦
or
按 Fn + CRT/LCD(F8)
按 Fn +
/ (F4)
按 Fn + LCD  (F8)

(每按鍵一次，請稍等，直至投影機及 Notebook 同時出現畫面，因為每次按鍵轉換畫面都需
要少少時間。為節省時間，請勿連按數次。)
* 建議先開啟投影機，然後才開啟 notebook。這樣做投影機通常會接收到 notebook signal。
8. 如果老師使用電腦期間，想轉用黑板或高影機，而暫時關閉投影機的投射，可以按遙控器上
的 “Mute” ，無需按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如果想恢復投影機的投射，可以再按一次
“Mute”。)
9. 如要手提電腦發出聲響：
a) 先將原先班房電腦的咪線除下。然後在電腦枱的抽屜裡取出咪線，並將該咪線插在電腦枱
旁的咪線插位。(用後請將咪線放回電腦枱的抽屜內，並將原先班房電腦的咪線插回！)
b) 請確認已將黑板下的咪線插在咪箱，並開啟咪箱電源。
10. 老師使用完畢後：
a)
b)
c)
d)

不要關閉電腦電源，以便下次可以更快登入使用；
不要關閉電腦電源
按投影機遙控器上的 “Standby” 關閉投影機，切勿關閉黑板下的投影機電源掣來關閉投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影機，否則會弄壞投影機
將投影機遙控器放回在電腦枱的抽屜
將投影機遙控器放回在電腦枱的抽屜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
電腦枱的抽屜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以免遺失！
裡，並鎖上電腦枱上的所有上鎖位置
(如有使用咪線)用後請將咪線放回電腦枱的抽屜內
放回電腦枱的抽屜內，並將原先班房電腦的咪線插回
將原先班房電腦的咪線插回！
放回電腦枱的抽屜內
將原先班房電腦的咪線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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