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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實物攝影機

1.8 公尺 Micro-USB 充電線

遮光板

1.2 公尺 USB 延長線

使用手冊

電源轉換插頭

基本功能
iZiggi-HD 無線實物攝影機能隨時將擷取的影像素材，透過便捷的
Wi-Fi 網路即時傳輸資料，讓你不再被電腦束縛，自由決定實物攝
影機的置放位置。

iPad

iZiggi-HD

Windows or Mac

• 支援 iPad 的無線實物攝影機。
• 即時傳輸檔案、照片及 3D 物件的高解析度影像，無線連接到你的個
人電腦或 Mac 上進行教學或展示。
• 透過免費的 IPEVO Whiteboard App 的即時傳送功能，在 iPad 上直接繪
圖，隨時在教材或影像上繪製補充註解或強調重點 。
• 利用 iZiggi-HD 的雙 USB 連接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即時分享或儲
存拍攝的影像。

*請注意：
為了讓iZiggi-HD的即時傳送功能更為順暢，請為iZiggi-HD保留充足的網路頻寬和
系統資源。我們建議在使用iZiggi-HD時，一次僅搭配一台裝置。同時連接多台設
備可能會超過頻寬和系統的負荷能力，造成即時影像的延遲與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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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了解你的 iZiggi-HD

iZiggi-HD USB無線實物攝影機

多重關節自由式旋臂可
調整支架決定拍攝的高
度和角度

無線功能底座

iZiggi-HD 由兩個部分組成 - USB 實物攝影機和無線功能底座。
iZiggi-HD 可從不同材料上擷取影像，包括標準的紙張文件以及智
慧型手機、iPad 等裝置。還可從拍攝中的影音串流擷取出高解析
度的圖檔，透過 Wi-Fi 網路即時傳輸影像檔案到 IPEVO Whiteboard 或
Presenter 軟體上。

A. USB 實物攝影機
鏡頭部位
曝光調整
相機指示燈

麥克風
對焦鈕
對焦模式切換

• 對焦鈕：數秒內自動對焦、銳利化主體影像。
• 對焦模式切換：提供單次和連續自動對焦模式。
• 相機指示燈：當開啟 iZiggi-HD，並提供影像時，指示燈會顯示白色。
• 麥克風：iZiggi-HD 實物攝影機的機身底面、鏡頭旁邊設有一個內建
麥克風。麥克風在 iZiggi-HD 開啟時即同步開啟，在視訊會議上助益
良多。

注意：
iZiggi-HD內建的麥克風只在透過USB埠連接至電腦時啟動，當你使用iZiggi-HD無線
傳輸影像時則無麥克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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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了解你的 iZiggi-HD（續）
調整 iZiggi-HD
多重關節自由式旋臂的可調整支架，讓你可以快速而簡單的調整拍攝
的高度和角度，以符合不同主體的各種拍攝需求。

此外，iZiggi-HD 270 度的旋轉鏡頭可讓你隨意改變拍攝角度。

B. 無線網路底座
• LED 指示燈：指示燈顯示裝置上的多種狀態；包括電池電量、USB
裝置和網路連線，更多資訊請參閱 12 頁。
• 電源鈕：按一次可開啟 iZiggi-HD，再按一次將關閉裝置電源。
• USB 連接埠：兩個 USB 連接埠，一個連接 iZiggi-HD 攝影機，如有需
要，另一個可連接其他 USB 儲存裝置。
備註：可同時連接兩個USB裝置，並非同時連接兩台 IPEVO實物攝影機。

• LAN 連接埠：插入一條乙太網路線 ( 產品不內含 ) ，就能連上你的有
線網路。
備註：當採取這個方式連線，請先將iZiggi-HD中，「網路連線設定」上的「無
線網路」功能關閉，請參閱9頁。

• 重設鍵：用大頭針或迴紋針按壓來重新設定裝置，包括 SSID 和密碼。
• Micro USB 連接埠：接上 Micro-USB 電源線，為電池充電。

重設鍵

LAN埠插槽

USB埠插槽1
Micro USB插槽

3

LED 指示燈
電源鈕
USB埠插槽2

設定你的 iZiggi-HD
A. 為 iZiggi-HD 充電
在使用實物攝影機或執行其他設定步驟前，請先為 iZiggi-HD 充
電，確定電池備有充足的電力。
1. 將 Micro-USB 電源線接上電源插頭並插上電源插座，並將 Micro-USB
電源線的另一端接上 iZiggi-HD 的 Micro-USB 插槽。
2. 當 iZiggi-HD 接上電源，「PWR （電源）」 指示燈將顯示紅色。當
電源充飽之後，指示燈會自動關閉。請注意：當 iZiggi-HD 插上電源
時就能馬上使用，不論電池的電力是否充足。

插上

插上

將轉接頭插上iZiggi-HD

電池使用祕訣：

• 必需充電約三小時以上才能將 iZiggi-HD 電池完全充飽。每次充電時
最好將 iZiggi-HD 電源關閉。
• 如果一邊充電一邊使用 iZiggi-HD，將會延長充飽電池所需的時間。
• 電池完全充飽後，iZiggi-HD 的電力約可以維持三個小時。
• 當「PWR（電源）」指示燈呈現橙色，表示 iZiggi-HD 僅存的電源量
很低，需要立即充電。
• 也可以透過你電腦上的 USB 連接埠充電。請注意：這個方式將需要
更長的充電時間，因為 USB 埠的供電能力較弱。

B. 下載和安裝軟體
透過免費的 IPEVO 軟體，iZiggi-HD 可以在 iPad、個人電腦（Windows）
或 Mac 上使用。以下請找到你想要平台版本的下載位置：

iPad
Whiteboard

在「App 商店」中搜尋「IPEVO Whiteboard」後免費下載並安裝。

個人電腦或 Mac
Download and install from

Presenter

IPEVO Presenter 可以在此下載：http://support.ipev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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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你的 iZiggi-HD（續）
C. 開啟 iZiggi-HD 並連接實物攝影機的 USB 電源線
1.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 iZiggi-HD「PWR」電源燈將顯示為綠色。如果出
現閃爍的橘色或紅色，請參閱第 4 頁的章節 A。“WIFI” 指示燈出現
閃爍的橘色也一樣，啟動時則顯示為綠色。
2. 將 USB 線接到 iZiggi-HD 實物攝影機底座上的 USB 埠插槽。

插入底座

D. 為iZiggi-HD橋接Wi-Fi並開始傳輸影像
iPad ( 使用 Mac 或 Windows 個人電腦請參閱第 6 頁 )
設定

飛航模式

Wi-Fi

iZiggi_8888

藍芽

關閉

通知
控制中心

1. 點擊 iPad 上的「設定」、並選擇「Wi-Fi」，瀏覽可用的無線網路並
連上 iZiggi-HD 的 SSID。專屬 SSID 的資料標籤就貼在無線底座下方。

iZiggi-HD無線底座下方

2. 要啟動 IPEVO Whiteboard，請照螢幕上指示的步驟存取 iZiggi-HD 的功
能，這些功能將在下一頁解說。

警告（注意事項）：
第 一 次 使 用 時 ， 將 花 一 分 鐘 的 時 間 去 連 接 i Pa d 和 i Z i g g i - H D 。 在 啟 動 I P E V O
無線網路連線圖示出現。
Whiteboard之前，請確認iPad左上角有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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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你的 iZiggi-HD（續）
Mac 或個人電腦 ( 使用 iPad 請參閱第 5 頁 )
Wi-Fi：正在尋找網路…

1. 確定 IPEVO Presenter 已經安裝完成，請參閱第 4 頁的 B 章節。
2. 瀏覽可用的無線網路並連上 iZiggi-HD 的 SSID。專屬 SSID 的資料標籤
就貼在無線底座下方。

iZiggi-HD無線底座下方

3. 啟動 IPEVO Presenter 並開始使用 iZiggi-HD。更多的 IPEVO Presenter 功
能與設定請查閱下一章節。

搭配 IPEVO 軟體使用 iZiggi-HD
iPad：搭配 IPEVO Whiteboard 使用 iZiggi-HD
透過 IPEVO Whiteboard；可直接在 iZiggi-HD 所拍攝的即時影像上繪圖並
加註文字。請依照下列步驟連接 IPEVO Whiteboard 和 iZiggi-HD：

1. 啟動 IPEVO Whiteboard
2. 當 iPad 連 上 iZiggi-HD 的 無 線 網 路，Live View 將 自 動 出 現 在 IPEVO
Whiteboard 介面上。如果沒有，請參閱第 5 頁的章節 C 和 D。

Live View

重新整理

相機曝光調整
相機解析度調整
對焦

• Live View：透過實物攝影機觀看 Live View（即時影像）。點擊這個
圖示點出一個網路選單，點選 iZiggi-HD 的 SSID 將會開啟 iZiggi-HD 的
設定頁面。
• 影像解析度調整：點擊以調整影像解析度。較高的解析度會傳送較
多的影像資訊，可能造成較低的畫面更新率（每秒顯示幀數），延
遲圖片顯示的時間。
• 曝光調整：點擊以增加或減少曝光值。換言之，在影像過亮或過暗
時加以調整。
• 對焦模式切換：鏡頭重新對焦。點擊對焦功能幾秒後將顯示更清楚
的影像。
• 重新整理：重新整理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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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PEVO 軟體一起使用 iZiggi-HD（續）
Mac 和 Windows 個人電腦：搭配 IPEVO Presenter 一起
使用 iZiggi-HD。
可 以 在 Mac 或 Windows 上 觀 看 iZiggi-HD 的 影 像。 下 載 和 安 裝 IPEVO
Presenter 後，請依照下列步驟切換到 iZiggi-HD 的：
在 Mac 作業系統

1. 點擊 IPEVO Presenter
2. 如果沒有自動預先點選，請在「選擇影像裝置」中點選 iZiggi-HD
的 SSID

1.

2.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

1. 開啟 IPEVO Presenter
2. 點擊「選擇影像裝置」，並選擇 iZiggi-HD 的 SSID

請注意：
IPEVO Presenter或Whiteboard都只能同時搭配單台iZiggi-HD或其他IPEVO實物攝影機
使用。
警告（注意事項)：在觀看即時影像時，請不要反覆拔插攝影機的USB連接線，這
很可能會造成iZiggi-HD的系統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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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iZiggi-HD 的設定
進入設定頁面時，你可以使用瀏覽器觀看即時影音、將 iZiggi-HD 連
上網路、管理外接的 USB 儲存裝置、客製化登入資訊、設定密碼保
護、和更改進階的網路設定。要做到這些，得確定你的裝置有連到
iZiggi-HD，平台將會按照步驟執行。更多的設定選項等詳細內容，請
參考第 9 頁到第 12 頁。

在 iPad 上
安裝 IPEVO Whiteboard。點擊「Live View」圖示，再點選擴充選單中的
「Settings」可進入設定頁面。
1. Live View

2.

在 Mac 或 Windows 個人電腦上
1. 打開你的瀏覽器，在 IP 位址的欄位上鍵入的預設 IP 位址「10.10.10.1」，
以連上 iZiggi-HD。

2. 輸入登入密碼，預設的密碼為「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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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iZiggi-HD 連上網路
由 於 你 的 電 腦 是 透 過 Wi-Fi 連 上 iZiggi-HD， 當 你 在 使 用 iZiggi-HD
時，網路會斷線。然而，還是可以透過設定，將 iZiggi-HD 連接到
你的 WiFi 網路，再讓你的裝置連上網際網路。一旦 iZiggi-HD 連上
網際網路，連接至 iZiggi-HD 的 iPad、個人電腦或 Mac 也能上網。
一般來說，你的 iPad 或電腦可以經由 Wi-Fi 路由器連上網際網路。

透過 IPEVO iZiggi-HD
你可以從你的 iPad 或電腦進入「Live View」。此外，也可以經由 iZiggiHD 連上的無線網路上網。

按照以下簡單的步驟做

1. 請確認你的 iPad、Mac 或個人電腦已經連上 iZiggi-HD。要連上 iZiggiHD 請參閱第 5 頁上的步驟。
2. 點擊 iZiggi-HD 設定頁面上的「Internet Connection」（參閱第 8 頁做
設定）。
3. 在「Internet Connection」下面選擇「On」（如果偏好有線網路，請
選擇「Off」，並插上乙太網路線到區域網路埠）。

4. 將出現一個可用無線網路的選單，從中選擇你要的網路。
5. 輸入你的網路密碼，並點選 OK。密碼有區分大小寫。
6. 將彈出一個視窗，請點擊「Restart」來重開 iZiggi-HD，並完成所有
程序，或點「Later」來手動重啟 iZiggi-HD。 iZiggi-HD 將在 100 秒內
連上你的網路，此時你的裝置已經由 iZiggi-HD 連上網際網路。

請注意：
當你在進行：設定 > Wi-Fi > iZiggi_xxxx（xxxx就是專屬的SSID）的步驟時，如果沒
有在100秒內回到iZiggi-HD的設定頁面，請重新將你的裝置（透過設定 > Wi-Fi >
iZiggi_xxxx的步驟） 連回iZiggi-HD。

iZiggi-HD無法偵測你的密碼是否正確，或你是否已成功連上網路。如果你重新啟
動後仍無法連上網路，請檢查密碼是否輸入正確，然後再試一次。密碼有區分
大小寫。iZiggi-HD只支援2.4GHz無線網路頻率，不支援5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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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hiteboard App 將圖檔儲存在你的 USB 裝置上

iZiggi-HD 提供兩個 USB 連接埠，讓你能與 iPad 共享 USB 儲存裝置
上的檔案，或查看攝影機拍攝的即時畫面。透過「快照」功能
，
不僅能儲存在 Whiteboard App 上繪製和標示的註解，也能將攝影機
拍下的照片直接儲存到連接 iZiggi-HD 的 USB 儲存裝置上。
按照下列步驟將影像儲存到 USB 儲存裝置
1. 點開 IPEVO Whiteboard 上的

圖示。

2. 選擇「傳送到外接硬碟」下的「iZiggi_XXXX」
3. 當影像成功被儲存後；會自動跳出「傳送完成」的訊息框。

快照

你也可以從 USB 儲存裝置上輸出影像到 iZiggi-HD 上進行簡報。按照以
下步驟，從 USB 儲存裝置上輸出影像：

1. 點選

圖示

2. 點擊下方

圖示

3. 從 iZiggi_xxxx 選擇影像
4. 選擇 USB 儲存裝置，並找到你要的影像並找到你要的影像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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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Ziggi-HD 分享檔案
iZiggi-HD 提供兩個 USB 連接埠，讓你可以連接 USB 儲存裝置，存取
裝置內的影片、音樂、圖片和其他檔案文件等，並在瀏覽器上查
看與分享。
利用這個功能的特性，只需將 USB 儲存裝置插入 iZiggi-HD 底座中任一
個連接埠，當兩者確實連接，相應的 USB 指示燈就會亮起；啟動你的
網路瀏覽器，進入 iZiggi -HD 的設定頁面。請參閱第 8 頁的設定程序。
在設定頁面上，點擊「Wireless Disk」來管理 USB 裝置裡的檔案。

注意：
1. 為避免檔案損毀，請先將iZiggi-HD的電源關上，再安全的移除任何已連接的儲
存裝置。
2. 為了讓iZiggi-HD的Wireless Disk運作更加流暢，請保留充足的網路頻寬和系統資
源。在存取Wireless Disk的同時，最好先把攝影機的連接線從底座拔出。如未能保
留足夠的網路頻寬或系統資源，可能會導致檔案無法上傳或下載。

設定保護 iZiggi-HD Live View 和 WiFi 的密碼
在原先的設定值中， iZiggi 的「Live View」功能和「Wireless Disk」
上的檔案都沒有密碼保護。任何連接到 iZiggi-HD 系統的裝置都可
以進入「Live View」和存取「Wireless Disk」中的檔案。
為了保護 iZiggi-HD 系統，並防止你的「Live View」和儲存裝置上的檔
案被侵入，你可以透過「無線密碼」功能添加密碼保護 iZiggi -HD 的
Wi-Fi 網路。

1. 進入 iZiggi-HD 設定頁面，設定一組無線密碼 。( 參閱第 8 頁 )
2. 選擇無線密碼。在此更改 iZiggi-HD 網路名稱 (SSID) 和網路密碼。
設定好請點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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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使用者登入資料
你可以為設定頁面新設一組密碼。你也可以新增 8 個 iZiggi -HD 訪
客帳號。訪客用戶將有機會進入 USB 儲存裝置（如果有的話）和
觀看即時影像，但不能存取網路連線、管理員密碼、無線密碼或
進階設定等功能。
1. 進入 iZiggi-HD 設定頁面，設定一組管理員密碼 。( 參閱第 8 頁 )
2. 選擇管理員密碼。管理員帳戶名稱不能更改，但密碼可以更改；訪
客名稱和密碼可以新增和刪除。
註：要刪除訪客用戶，清空該用戶的帳號和密碼欄位後，按OK。

認識 LED 指示燈
iZiggi-HD 的底座上有 5 種 LED 指示燈 ，不同顏色（持續或閃爍）分
別代表不同的狀態。
1. 電源 — 電源與電池電量
綠：表示 iZiggi-HD 電源已打開，而且電源充足。綠燈也表示電池已
經充飽了。
橘：表示 iZiggi-HD 電源已打開，而且正在充電。
閃爍橘：表示 iZiggi-HD 電源已打開，但電池就快沒電了，應該馬上
接上電源插頭。
紅： iZiggi-HD 電源已關閉，正在充電中。

2. USB 1 和 USB 2 — 對應 iZiggi-HD 底座上的兩個 USB 連接埠。如果連上
任一個 USB 裝置 , 像是 iZiggi-HD 攝影機或儲存裝置，LED 燈顯示為綠
色。當裝置移除後，燈號隨即關閉。
3. LAN —顯示有線乙太網路的連線狀態。當接上網路線時，LAN LED 燈
為綠色，線路移除後即關閉燈號。
4. WIFI — 顯示目前 Wi-Fi ( 無線網路 ) 的狀態。
橘到綠：系統正在連線中，請稍作等待以連上網路。
閃爍橘：系統當機了。
綠：Wi-Fi 可以使用了。
閃爍綠：檔案正在透過 Wi-Fi 傳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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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電腦上直接使用 iZiggi-HD
除了以 Wi-Fi 無線連接到 iZiggi -HD 攝影機外，也可以將 iZiggi-HD 直
接連接到個人電腦的 USB 埠。透過 IPEVO Presenter 來觀看即時影像。
1. 你可以直接將 iZiggi -HD 攝影機的 USB 線連接到你的電腦，使它成為
一個 USB 攝影機。如有需要，產品內附的延長線提供了額外的長度。
2. 開啟 IPEVO Presenter 軟體後，當出現 iZiggi-HD 即時拍攝的畫面，就
表示可以開始使用 iZiggi-HD 了。

個人電腦或Mac
延長線

iZiggi-HD

搭配使用 Apple TV AirPlay
你可以用 iPad 和 Apple TV 的 AirPlay，將即時影音和繪圖註解透過
IPEVO Whiteboard 無線投影至大螢幕上。
按照下列步驟將 iZiggi-HD 拍攝的即時影像和註釋，以 Apple TV Airplay
投影出來：

1. 透過設定 > Wi-Fi 的步驟，將你的 Apple TV 連上 iZiggi-HD。
2. 出現一個可用無線網路的選單時，選擇 iZiggi-HD。如有必要，輸入
無線網路的密碼。

TV

iZiggi-HD

iPad

Apple TV

3. 打開 Apple TV 上的 AirPlay 模式。
4. 從螢幕底部向上滑動以進入「控制中心」，接著點擊 AirPlay。
註：Airplay只有在iPad和Apple TV 同時連上iZiggi-HD.時才能使用。

5. 打開 Mirror 開關來啟動 Mirror 模式。
6. 在你的 iPad 上啟動 IPEVO Whiteboard。現在 Apple TV、 iZiggi-HD 和你
的 iPad 正在通訊中。你在 Whiteboard 上面做的任何修改都會投影在
Apple TV 和它的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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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常見問題
• 萬一忘記我的 SSID 或管理員密碼要怎麼辦 ?
你可以透過恢復預設值，再次設定 SSID 和密碼。為此，用大頭針或
迴紋針按壓「重新設定」鈕。 此時「WIFI」指示燈將閃爍橘色，表
示 iZiggi-HD 正在重設。重設一旦完成，「WIFI」的 LED 指示燈會變綠。
然後，您可以用預設的 SSID 和密碼登入 iZiggi-HD。預設的 SSID 和密
碼在 iZiggi-HD 底座下面的標籤上。

• iZiggi-HD 可以透過無線網路連接到多台裝置嗎？
由於頻寬和系統限制，我們建議在使用 iZiggi-HD 時，一次僅搭配一
台裝置。同時連接多台設備可能會超過頻寬和系統的負荷能力，造
成即時影像的延遲與停頓。

• 在 iZiggi-HD 上，哪裡可以找到更多進階的網路設定 ?
進入 iZiggi-HD 設定頁面 ( 參閱第 8 頁 )，你可以在左下角找到進階設
定，裡面包含了 iZiggi-HD 額外的網路設定。

• 我的網路上的所有設備都需要使用靜態 IP，我該怎麼辦？
按照第 8 頁的步驟來設置 iZiggi-HD 的設定。選「進階設定」到有線
網路設置 > 模式 > 固定 IP 位址。在各自的欄位填入 IP 位址、子網路
遮罩，預設閘道和其他設定，然後點選「OK」。

• 多長時間才能完全充飽 iZiggi-HD 的電池？電池充飽後，我可以
使用多久？
如果 iZiggi-HD 的電池耗盡，大約需要 3 個小時將電池完全充飽。關
於 iZiggi-HD 在不同狀態的電池使用時效，請參考下表。

充電時間

剩餘使用時間

1 小時

1 小時

2 小時

2 小時

• iZiggi-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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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影像的方式不同，
因此可能會有各種相容性問題。因此，我們還是建議透過 IPEVO
Presenter 軟體或 IPEVO Whiteboard 以獲得最好的體驗。

• 可以同時將兩台 USB 實物攝影機接到 iZiggi-HD 的底座並同時使
用嗎 ?
不行，iZiggi-HD 一次只能接一台 USB 實物攝影機，兩個 USB 埠同時
都接上攝影機將導致系統故障，「Live View」功能也無法運作。

14

疑難排除
我無法從 IPEVO Whiteboard 或 Presenter 看到 iZiggi-HD 拍攝的即時影像
• 確定攝影機有連上 iZiggi-HD 底座上的 USB 埠。
• 確定你的裝置有透過 Wi-Fi 連接到 iZiggi-HD。按照第 5 頁的步驟做。
• 關機並重新啟動。
• 先拔除攝影機，然後重新將 USB 線插回底座。
• 請檢查 WiFi 圖示是否出現在 iPad 的左上角。如果是這樣，先退出並
重新啟動 IPEVO Whiteboard。

我無法連接到 iZiggi-HD
• 用大頭針或迴紋針按壓「重新設定」鈕來重設裝置，嘗試重設後重
新連接。
• 如果重設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 IPEVO 客服。

我無法將 iZiggi-HD 連上我現有的網路
• 請確認輸入的密碼是正確的。
• 請聯絡你的網路管理員以尋求幫助。

iZiggi-HD 找不到我的 Wi-Fi 網路
• 進入 Internet 連接頁面（參閱第 9 頁），並點擊「刷新網路名單」按
鈕。看看你的網絡名稱是否出現。
• 關閉裝置並重新啟動。重新啟動後搜尋你的網路。
• 確保你的 Wi-Fi 路由器設定為 2.4GHz。iZiggi-HD 只支援 2.4GHz 無線網
路頻道，不支援 5GHz 無線網路頻率。

iZiggi-HD 的「Live View」功能不穩定，延遲或斷斷續續
• 確保設備在 iZiggi-HD 的有效範圍內。你的設備應該在距離 iZiggi-HD
的 10 公尺內的地方。
• 檢查是否有多個設備同時觀看 iZiggi-HD。如果是的話，請只用一台
裝置使用 iZiggi-HD 的「Live View」功能，或是考慮降低解析度。
• 重新啟動 iZiggi-HD，並再次檢視「Live View」。
• iZiggi-HD 沒有關閉。
• 請按壓電源鍵 5 秒，以強制關閉 iZiggi-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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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警語
NCC 警語
•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
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
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
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
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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