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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Paper Note Tips 

介紹 

使用這個 App 來建立你的筆記、備忘錄、概念、草圖、筆跡和繪圖。 

 容易地整理、編輯及瀏覽你的筆記本檔案。 

 縮圖瀏覽功能。 

 匯入圖片或拍照插入數位筆記頁內。 

 匯出為 PDF 及 圖片檔案。 

 分享你的筆跡、貼圖或草圖至通訊或社群軟體。(例

如: Facebook、Line 。) 

精細、清晰且具有非常完美的壓力感應效果 

在這個 App 裡面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指來寫、繪圖或者操作所有的功能。 

提示! 為了要得到更精緻、清晰且具有非常完美的壓力感應效果的筆跡或繪圖，我們建議

你擁有一個 PenPaper (數位筆記本 for iPad / iPhone / Android 裝置)。 請拜訪 

www.acecad.com.tw 網站來得到更多資訊。 

 PenPaper 藉由具有壓力感應、免電池且具有墨水之數位筆，將你所有書寫或繪製

於紙張上的筆跡透過藍牙即時傳送至 iPad / iPhone / Android 或 Windows 電腦

。 

 App 中出現的筆跡是根據你所選擇的「筆的工具」，例如：筆的種類、顏色及線條

粗細。 

 在 App 中的「筆的工具」支援 PenPaper 的具有墨水之數位筆。 

 「筆的工具」包含壓力感應筆 、一般筆  及鉛筆 。 

 

點擊上面照片來撥放展示影片 

http://www.acecad.com.tw/
https://youtu.be/PaiiwU7bNz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iiwU7bN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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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enPaper 及這個 App 建立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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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中的工具 

提示! 點擊一本筆記本來選擇它。 

 這個被選擇的筆記本將會被一個橘色框包圍。 

 

新增一本筆記本。 

 

複製被選擇的筆記本。 

 

貼上被複製的筆記本。 

 

刪除被選擇的筆記本。 

 

設定被選擇的筆記本分類顏色及背景樣式。 

 

分享被選擇的筆記本為 PDF 檔案。 

 

App 與 PenPaper 配對 

 連線時，此工具圖示顯示為藍色。 

 斷線時，此工具圖示顯示為灰色。 

 

提示。 

 

App 資訊。 

目前數位筆記頁的工具 

提示! 點擊開啟被選擇或者雙擊開啟未被選擇的筆記本，該筆記本的數位筆記頁將會顯示

在螢幕上。 

 

儲存目前的筆記本並回至書架。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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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壓力感應筆。 

再次點擊可選擇顏色及線條粗細。 

 

一般筆。 

再次點擊可選擇顏色及線條粗細。 

 

鉛筆。 

再次點擊可選擇顏色及線條粗細。 

 

螢光筆。 

再次點擊可選擇顏色及線條粗細。 

 

橡皮擦。 

 

文字框。 

 

選擇字型、文字大小、文字顏色及文字框背景顏色。 

 

匯入一張圖片或拍照。 

匯入圖片後，你可以改變大小、移動及旋轉圖片。  

 

從相簿匯入一張照片。 

 

照相機拍照後匯入。 

 

選擇物件 

點擊一個物件（筆跡、文字框或照片）。 

*** 你可以改變顏色、大小、複製、貼上、刪除、旋轉或移動被選擇

的物件。 

 

方形選擇框 

拖拉一個方形選擇框來圈選你想要選擇的物件。 

 

套索選擇框 

拖拉出一個任意框來圈選你想要選擇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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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選擇 

直接劃過你想要選擇的筆跡。此方式無法選擇照片及文字框。 

 

分享目前筆記頁為 PDF 或 JPG。 

 

檢視瀏覽目前筆記本。（無編輯功能） 

 

App 與 PenPaper 連線狀態指示 

 連線時，此工具圖示顯示為藍色， 

PenPaper 可以在 App 中使用。 

 斷線時，此工具圖示顯示為灰色。 

 

連線中的 PenPaper 電池電量狀態 

當這個圖示從綠色變為紅色且數位筆記板右邊紅色 LED 燈 緩慢地

閃爍，代表 PenPaper 電池為低電量狀態，請為你的  PenPaper 

充電。 

當 PenPaper 在充電時，你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PenPaper。 

 

上一頁。 

 

開啟縮圖瀏覽功能。 

 

下一頁或新增一頁。 

縮圖瀏覽功能的工具 

提示! 在你點擊  縮圖瀏覽工具時，你可以使用手指左右滑動縮圖瀏覽。 

提示! 點擊一個縮圖筆記頁成為目前的數位筆記頁。  

 目前的縮圖筆記頁將會被橘色框包圍。 

 

移動… 

目前的數位筆記頁將會被移動到你指定的頁數。 

 

在目前的數位筆記頁前新增一頁空白數位筆記頁，且它會成為目前的數

位筆記頁面。 

 

選擇及未選擇筆記頁 



6 

 當被選擇時，此圖示顯示為綠色。 

 未被選擇時，此圖示顯示為灰色。 

 

複製被選擇的筆記頁。 

 

貼上複製的筆記頁至目前的數位筆記頁前面，或者貼至其它的筆記本。 

 

刪除被選擇的筆記頁。 

放大或縮小目前的筆記頁 

你可以放大目前的數位筆記頁來尋找或做更精細的繪圖或修改。即使你放大目前的數位筆記

頁，紙張筆記本上的書寫區仍然直接對應整個目前的數位筆記頁。 

PenPaper 自動關機功能 

如果 30 分鐘內數位筆未進入數位筆記板的書寫區域，數位筆記板將會自動關機。 

PenPaper 與 App 支援背景執行 

當 PenPaper 與 App 連線時，即使 App 在背景執行或者 iPad / iPhone 進入睡眠模式

，App 中目前的數位筆記頁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PenPaper。 

Trademark Information 

ACECA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ACE CAD Enterprise Co., Ltd.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ACE CAD Enterprise Co., Ltd. (ACECAD) is under licens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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