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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Notebook 訂閱說明 
 

關於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是免費軟體，設計用於 SMART Board 互動式

顯示器或 SMART Board 互動式電子白板。它具有許多功能，可用於創建、編

輯和向學生提供引人入勝的課程。 

 

 創意畫筆工具 

 SMART 數位墨水，用於書寫和繪圖 

 SMART Ink 演示工具，例如螢幕遮蔽、聚光燈、放大鏡等 

 無限複製器 

 插入形狀、線條和圖庫資源 

 與頁面物件互動 

 添加文字和表格 

 數學測量工具，例如直尺、圓規、量角器等 

 插入圖像和小部件，例如互動式骰子、時鐘、計時器和旋轉盤等 

 匯入PowerPoint（僅 Windows）和 PDF 檔案，並將它們轉換為 

SMART Notebook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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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訂閱 SMART Notebook 後的相關附加功能 

首次安裝 SMART Notebook 時，您將擁有 45 天的時間來試用 SMART 

Learning Suite 隨附的其他 SMART Notebook 功能。 在此期間結束或您的訂

閱到期之後，這些額外附加的 SMART Notebook 功能不再可用，但您仍可以

免費使用 SMART Notebook 軟體的基本版。 此外，若原本設計的課程包含已

訂閱的功能仍可以按設計進行教學，但是您將無法使用需要訂閱的功能來編輯

內容或建立新內容。 

下表列出了訂閱隨附的其他 SMART Notebook 功能，並將它們與 45 天期

限結束後在基本版的 SMART Notebook 中的進行比較。 

 

 

功能 包含訂閱的 SMART Learning 

Suite 軟體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軟體 

活動 使用基於遊戲的活動範本來創建

互動式活動。活動類型包括配

對、填空、標籤顯示、排序等遊

戲式互動模板。 

 

這些活動可幫助學生記住概念和

事實，識別物件、學習詞彙定義

等。 可以在課堂上進行活動，或

者學生可以使用他們的設備連接

到活動並以小組或個人的方式進

行活動。 

如果檔案具有現有活動，則

將保留內容，但無法對其進

行編輯。 無法創建新活動。 

 

現有活動可以在 SMART 

Board 上作為課程進行。 

 

只有需要學生設備的活動

（例如 Monster Quiz）才

能在學生設備上單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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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包含訂閱的 SMART Learning 

Suite 軟體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軟體 

形成性評

量 

使用 SMART Response 精靈建

立可操作的問題集。 該功能側重

於形成性評量，支援教育工作者

有效評量學生以指導學習的需

求。 學生可以使用自己的設備完

成評量。 

 

如果檔案具有現有評量測

驗，則內容將保留但不能編

輯。 無法創建新的評量。 

線上影片

搜索附加

元件 

使用 SMART Notebook 中影片

搜索附加元件來搜尋 YouTube 

和其他線上影片，並將影片插入

到白板頁面中播放。 

如果檔案包含現有影片，則

可以播放它們，但不能搜索

或添加新影片。 

 

 

網頁圖片

搜索附加

元件 

直接從 Bing 搜索圖像並將其添加

到您的課程中。僅出現免版權、

適合年齡的圖像結果。 

如果檔案中已有圖像， 它們

仍會出現，但是您無法使用

此附加元件搜索和添加新圖

像。 

 

概念圖附

加元件 

使用概念圖可以快速創建概念

圖，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您可

以將筆勢與傳統互動配合使用來

構建概念圖。 

 

如果檔案具有現有概念圖，

則將保留這些概念圖。 無法

創建新的概念圖。 

 

課程記錄

器附加元

件 

使用 SMART Recorder，您可以

在互動式產品上記錄您的操作。 

如果將麥克風連接到電腦，則也

可以錄製語 音。創建記錄後，可

以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Windows 作業系統） 或 

QuickTime 軟體（macOS 作業系

統軟體）在任何電腦上播放記錄。 

 

任何現有的錄音錄影都會播

放，但是您無法創建新的錄

音錄影。 



嘉穎科技 www.carwin.com.tw  4  

功能 包含訂閱的 SMART Learning 

Suite 軟體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軟體 

SMART 

Blocks 

數學運算

模塊附加

元件 

SMART Blocks 是一個可用於數

學運算的附加元件，您可以透過

在頁面上寫數字，然後將其畫線

連接到 SMART Block 來與您的班

級進行數學運算活動。 您可以從

加法、減法、乘法、除法、平

方、根號、隨機等七種不同的運

算類型中進行選擇。 

 

如果檔案具有現有的

SMART Blocks，則可以執

行它們。 

 

您不能添加新的 SMART 

Blocks。 

 

kapp 附

加元件 

將在 SMART kapp 白板上記錄

的筆記直接保存到 SMART 

Notebook 頁面中。 您可以記下 

kapp 筆記，並在 Notebook 課

程中擦除、調整大小，將其轉換

為文字或以圖形方式繪製它們。 

使用時間軸功能可以重放學生所做

的工作，並觀察他們的決策以及他

們的想法如何演變。 

 

不會開啟。 

Maestro 

組件 

Maestro 附加組件將 SMART 

Notebook 軟體和 iPad 的 

SMART Notebook 應用程式連接

起來，使您可以遠程控制 iPad 上 

的 SMART Notebook 應用程式

並與之互動。 

 

不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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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包含訂閱的 SMART Learning 

Suite 軟體 

SMART Notebook 

基本版軟體 

螢幕視圖 上課時，可以使用以下視圖： 
 

 全螢幕顯示透過隱藏標題

列、工具欄、工作列和邊欄

來擴展頁面區域以填充互動

式螢幕。 

 透明背景模式使您可以查看

SMART Notebook 軟體視

窗後面的桌面和視窗，並繼

續與開啟的透明頁面進行互

動。 

 雙頁面顯示將並排顯示兩個

頁面。 

 

雙頁面顯示和透明背景選項不

可用。 

使用連結

分享檔案

至SMART 

Board 

 

使用“共用給白板”或“使用連

結”功能共用檔案。 

這些功能不可用。 

浮水印 當您訂閱 SMART Learning Suite 

時，即使您未連接到 SMART 

Board，都沒有浮水印。 

 

如果電腦未連接到 SMART 

Board，則 SMART 浮水印會

出現在每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