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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wePresent WiPG-1000 是專業的無線投影系統。wePresent WiPG-1000 革命性的

「互動」與「無線」功能讓使用者得以從 PC、Mac、iPad、iPhone 或是任何 

Android 裝置上以無線方式提供簡報給投影機，也可以用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控制 PC/Mac，或是觀看簡報投影片！ 

 

基本功能 

 無線螢幕與音訊投影 

 遠端桌面控制 

 支援 Windows：7/8/10 

 支援 Mac OS X：10.9 及以上版本 

 隨插即秀！無需安裝，只要將隨附的 Token 插入 USB 連接埠即可使用，

幾秒內便能毫不費力地開始簡報。 

 MirrorOp Presenter 應用程式支援 iOS/Android 行動裝置 

 高速投影 (最高 30 fps) 

 四分割螢幕投影 (讓一台投影機發揮四台的效果，立即提升會議生產力) 

 會議控制 (讓會議控制者提升會議效率) 

 提供工作階段安全登入、無線 WEP/WPA/WPA2 金鑰與閘道管理員功能，

以保護簡報內容和辦公室網路的安全 

 網頁管理 (包括軟體下載與裝置設定) 

 支援 WiFi AP 用戶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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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裝內容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 

 wePresent USB Token 

 電源變壓器 (DC +5V、2.6A) 

 2 條 WiFi 天線 

 快速安裝指南 

 保固卡 

 CE DoC  (CE 符合性聲明書) 

3. USB Token 內容 

 Windows 適用的 MirrorOp 安裝程式 

 Mac 適用的 MirrorOp 安裝程式 

 Windows 適用的 MirrorOp 應用程式執行檔 

 Mac 適用的 MirrorOp 應用程式執行檔 

 SVS 驅動程式 (適用於 Mac 延伸螢幕) 

 SNMP MIB 檔案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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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物細節 

 前面板 

 

 
 

 說明 

電源按鈕與 LED 電源開啟/關閉按鈕。 

LED 指示燈：系統載入中 (紅)、就緒 (綠) 

USB 連接埠 (正面) USB 連接埠，用於 USB 滑鼠與鍵盤 

 

 後面板 

 

 

 

 說明 

天線 WiFi 天線 

USB 連接埠 (背面) USB 連接埠，用於 USB IWB 裝置 (HID 型) 

RJ-45 10/100M RJ-45 連接埠 

VGA VGA 影像介面端子 

HDMI HDMI 影像介面端子 

音訊端子 音訊端子 (3.5mm) 

電源輸入端子 電源輸入端子 (5V/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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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端 

 

 
 

 說明 

重置按鈕 按下裝置的重置按鈕及電源按鈕，可執行硬體重置。 

 

5. 可能需要的物品 

 具有 VGA/HDMI 介面的投影機/顯示器 

 Windows 或 Mac 電腦/筆記型電腦 

 Apple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Android 手機或平板電腦  

 喇叭 (選購，用於音訊投影功能) 

 USB 滑鼠與鍵盤 (非必要，用於遠端桌面功能) 

 USB HID IWB 裝置 (非必要，用於透過 IP 功能的 I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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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快速安裝 

1) 透過 VGA/HDMI 連接埠將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連接到投影機/顯示器，然後開啟投影

機/顯示器電源。 

 

2) 將電源變壓器接到 WiPG-1000 機盒上，然後按下電源按鈕開啟 WiPG-1000 機盒。 

 預設待機畫面如下所示，系統就緒後即會顯示此畫面。 

 

3) 將喇叭線連接至 WiPG-1000 音訊端子以輸出音訊 (使用 VGA 時需要)。 

4) 將 USB 滑鼠與鍵盤連接至 WiPG-1000 正面 USB 連接埠，以實線 OSD (螢幕顯示) 與遠端桌面

控制。 

5) 將 USB IWB (互動式白板) 連接線連接至 WiPG-1000 的背面 USB 連接埠，以控制 I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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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PG-1000 接收裝置 

1) 透過 VGA/HDMI 連接埠將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連接到投影機/顯示器，然後開啟投影

機/顯示器電源。 

2) 待機畫面會顯示以下資訊：(a) 軟體下載說明；(b) WiFi 網路名稱或 SSID (預設的 SSID 為 

WiPG-1000)；(c) IP 位址 (預設 IP 位址為 192.168.100.10)；(d) 登入代碼。 

3) 如果有傳送裝置連接至 WiPG-1000 機盒，按一下 ，所有已連線的傳送裝置即會列表顯

示在待機畫面上。會議控制者可以使用 USB 滑鼠或鍵盤來選擇要使用哪一台裝置，並從遠

端進行控制。 

 

4) 如果需要更多進階資訊，請按一下「Setup (設定)」圖示 ，即可：(a) 看見韌體版本、

解析度與 WiFi 安全性資訊；(b) 產生隨插即秀 USB Token。 

 
 

5) 如果未連接任何傳送裝置，則會啟動螢幕保護程式模式。連接到傳送裝置後，系統會立刻

返回待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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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網頁管理 

8.1. 首頁 

1) 請確認傳送裝置成功連接至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 

2) 請開啟傳送裝置的瀏覽器，並在瀏覽器的位址列中輸入接收器的 IP 位址。

您可以在投影機/顯示器的待機畫面上找到接收器的 IP 位址。(預設 IP 位址為 

192.168.100.10) 

 

8.2. 軟體下載 

1) 請選取「Download (下載)」功能。 

2) 請選取「Utility for Windows (Windows 公用程式)」或「Utility for Mac (Mac 

公用程式)」，並按下「Download (下載)」。接著請執行安裝程式。 

附註：請停用 IE 瀏覽器的「Smart Screen Filter (智慧型螢幕過濾)」，否則會

無法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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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會議控制 

1) 請選取「Conference Control (會議控制)」功能，即會顯示連線的傳送裝置清

單。 

2) 請輸入密碼，然後按一下「Login (登入)」。(預設密碼：moderator) 

 
3) 登入後，您會在畫面上看到使用者清單，此清單表示所有已連線到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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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三欄：「Name (名稱)」、「Play Control (播放控制)」以及「IP Address (IP 位

址)」。 

5) Play Control (播放控制)：有六個按鈕 – (a)  (全螢幕)；(b)  (畫面的左上象

限)；(c)  (畫面的右上象限)；(d)  (畫面的左下象限)；(e)  (畫面的右下

象限)；(f)  (停止) 

6) 取消勾選「Allow control from this page only (僅允許從此頁面控制)」，集中控

制功能便會停用，讓使用者可自由將畫面投影至 WiPG-1000。 

 

 

8.4. WebSlides 

1) 按下「WebSlides」按鈕以進入 WebSlides 頁面。 

2) 如果有需要請輸入密碼。 

3) 開始擷取目前的投影畫面。 

 

8.5. 管理畫面 

1) 按一下 [Admin (管理)]，然後輸入密碼以登入網頁管理畫面。(預設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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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8.5.1. 系統狀態 

1) 按一下 [System Status (系統狀態)]，即會顯示目前的系統狀態。 

<Model Name (機型名稱)>：產品機型名稱 

<Versions (版本)> 

 Firmware Version (韌體版本)：已安裝的韌體版本編號 

<Network Status (網路狀態)> 

 IP address (IP 位址)：WiPG-1000 裝置的 IP 位址 

 Subnet Mask (子網路遮罩)：子網路遮罩 

 Default Gateway (預設閘道)：預設閘道 

 Wireless MAC address (無線 MAC 位址)：無線 MAC 位址 

 Wire MAC address (有線 MAC 位址)：有線 MAC 位址 

<Connection Status (連線狀態)> 

 Projecting Status (投影狀態)：「Waiting for Projecting (等待投影中)」或

「Projecting (投影中)」 

 Total Users (使用者總數)：登入 WiPG-1000 裝置的使用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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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裝置設定 

按一下 [Device Setup (裝置設定)]，即會顯示裝置設定項目。 

 請選擇 <VGA> 或 <HDMI> (輸出選項) 

 <Resolution (解析度)>： 

HDMI：720p、1080i、1080p 

VGA：UXGA (1600*1200)、WXGA+ (1440*900)、WXGA (1360*768、

1280x768、1280x800)、XGA (1024*768) 及 SVGA (800*600)。 

 <Code (代碼)>：您可以選取「Disable (停用)」、「Random (隨機)」或

「Use the following code (使用下列代碼)」設定指定的 4 位數字作為登

入代碼。 

 <IWB USB Port (IWB USB 連接埠)>：您可以將 IWB USB 連接埠設定為支

援「IWB (HID)」或「Mouse/Keyboard (滑鼠/鍵盤)」裝置 

 <Apply (套用)>：確認並儲存所有修改 

 <Cancel (取消)>：取消所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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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網路設定 

按一下 [Nework Setup (網路設定)]，即會顯示網路設定項目。 

<附註：WiPG-1000 的網路組態會透過 DHCP 自動設定完成>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的預設設定為 DHCP 用戶端。當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連接到的 LAN 已經有 DHCP 伺服器存在時，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會使

用伺服器指派給它的 IP 位址。當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連接到的 LAN 沒有 

DHCP 伺服器時，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會變成網路中的 DHCP 伺服器。 

 

<IP Setup (IP 設定)> 

 您可以選取「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 (自動取得 IP 位址)」或

「Use the following IP address (使用下列 IP 位址)」 

 IP Address (IP 位址)：預設值為 192.168.100.10。 

 Subnet Mask (子網路遮罩)：預設值為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預設閘道)：預設值為 192.168.100.10 

 DNS Server (DNS 伺服器)：預設值為 192.168.100.10 

 

<DHCP Server Setup (DHCP 伺服器設定)> 

 您可以選取「Auto (自動)」(啟用/停用 DHCP 伺服器) 或「Disable (停

用)」 

 Start IP (開始 IP)：DHCP 伺服器的開始 IP 位址 

 End IP (結束 IP)：DHCP 伺服器的結束 IP 位址 

 Subnet Mask (子網路遮罩)：預設值為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預設閘道)：預設值為 192.168.100.10 

 DNS Server (DNS 伺服器)：預設值為 192.168.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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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Setup (無線設定)> 

 Wireless LAN (無線 LAN)：預設值為「Enable (啟用)」 

 Host Name and Domain Name (主機名稱與網域名稱)：預設名稱為

「WiPG-1000」 

 SSID Broadcast (SSID 廣播)：預設值為「Enable (啟用)」 

 Band (頻帶)：預設值為「2.4 GHz」(「5 GHz」的選項在部分地區可以使

用) 

 802.11 mode (802.11 模式)：預設值為「2.4G B/G/N mixed (2.4G B/G/N 

混合)」 

 Channel (通道)：預設值為「Auto (自動)」(也可以選擇設為固定通道)。

「Auto (自動)」選項表示開啟 WiPG-1000 機盒的電源後，系統會掃描所

有無線通道，並自動選取一個順暢的通道。 

 Encryption (加密)：預設值為「Disable (停用)」(也可以選擇「WEP」、

「WPA」或「WPA2」) 

 Key (金鑰)：如果啟用「Encryption (加密)」功能，則必須根據所選擇的

加密模式設定金鑰值 

 Channel (通道頻寬)：「20MHz」或「Auto (自動)」(20MHz/40MHz) [預設

值為「Auto (自動)」] 

 

<AP Client (AP 用戶端)> 

 Connect to Existing AP (連線至現有 AP)：預設值為「Disable (停用)」(如

果選擇「Enable (啟用)」，請輸入您想要連線的現有 AP 的 SSID)。 

 Encryption (加密)：預設值為「Disable (停用)」(如果「Enable (啟用)」

「Connect to Existing AP (連線至現有 AP)」功能，則可選擇「WEP」、

「WPA AES」、「WPA2 AES」、「WPA TKIP」或「WPA2 TKIP」) 

 Key (金鑰)：(如果啟用「Encryption (加密)」功能，) 必須根據所選的加

密模式來設定「Key (金鑰)」值。 

 

<Gatekeeper (閘道管理員)> 

 可選擇「All Pass (全部通過)」、「All Block (全部封鎖)」或「Internet Only 

(僅網際網路)」[預設值為「All Pass (全部通過)」] 

 

<SNMP> 

 可選擇「Enable (啟用)」或「Disable (停用)」[預設值為「Enable (啟

用)」] 

 

<Apply (套用)>  

 請按一下「Apply (套用)」按鈕，並按照畫面上出現的重新啟動指示操

作 (讓修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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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 (取消)> 

 取消所有修改 

 

 

8.5.4. 待機畫面 設定 

按一下 [OSD Setup (OSD 設定)] 即可變更待機影像 

 

<Change Standby Image (變更待機影像)> 

 Restore to default (還原為預設值)：將待機影像還原為預設值。 

 Browse (瀏覽)：請瀏覽並選擇想要顯示在待機畫面上的影像檔案。 

 Image File Upload (影像檔案上傳)：上傳所選的影像檔案。 

 

<Display Option (顯示選項)> 

 Device Information (裝置資訊)：「Show All (顯示全部)」或「Hide All 

(隱藏全部)」[預設值為「Show All (顯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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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List (使用者清單)：「Enable (啟用)」(顯示使用者清單) 或

「Disable (停用)」(隱藏使用者清單) [預設值為「Enable (啟用)」] 

 Connection Info (連線資訊)：「Enable (啟用)」(顯示疊層連線資訊) 或

「Disable (停用)」(隱藏疊層連線資訊) [預設值為「Enable (啟用)」] 

 Font Color (字型色彩)：調整系統資訊的字型色彩 [預設值為白色 

(#FFFFFF)] 

 Screen Saver Settings (螢幕保護程式設定)：(a)「Enable (啟用)」或

「Disable (停用)」螢幕保護程式 [預設值為「Enable (啟用)」]；(b) 設

定「Idle Time (閒置時間)」(分鐘) [預設值為 5 分鐘] 

 

8.5.5. 密碼變更 

按一下 [Change Password (變更密碼)] 可變更密碼設定。 

(長度：最多 8 個字元) 

 

<Conference Control (會議控制)> 

 <Enter New Password (輸入新密碼)>：請輸入「Conference Control (會議

控制)」想要使用的新密碼。 

 <Confirm New Password (確認新密碼)>：請再次輸入新密碼作為確認。 

 <Apply (套用)>：確認並儲存新密碼。 

 

<Admin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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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New Password (輸入新密碼)>：請輸入「Admin (管理)」想要使用

的新密碼。 

 <Confirm New Password (確認新密碼)>：請再次輸入新密碼作為確認。 

 <Apply (套用)>：確認並儲存新密碼。 

 

 

8.5.6. 設定重置 

按一下 [Reset to Default (設定重置)] 可將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還原為原廠

預設值設定。 

 

<Apply (套用)>：確認執行重置動作。 

 

*** 若要強制將 WiPG-1000 機盒重置為原廠預設值設定，請依照下列程序操

作： 

A. 按住「Reset (重置)」按鈕不放。[請參見第 6 頁] 

B. 請開啟 WiPG-1000 機盒。 

C. 等待 10 秒以上，再鬆開「Reset (重置)」按鈕。 

D.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會還原為原廠預設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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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韌體更新 

按一下 [Firmware Upgrade (韌體更新)] 可以匯入/匯出系統組態及更新韌體。 

 

<System Configuration (系統組態)> 

 Export (匯出)：將目前的系統組態匯出至組態檔案 

 Import (匯入)：將系統組態檔案匯入到 WiPG-1000 

 

<Firmware Upgrade (韌體更新)> 

A. 首先請先自您的廠商取得最新的韌體影像檔案。 

B. 按一下「Browse (瀏覽)」選取要更新韌體的檔案。 

C. 按一下「Upgrade (升級)」以執行升級。 

D. 畫面上會出現警告訊息與進度列。 

E. 數分鐘後，畫面上會顯示升級完成的訊息。 

F. WiPG-1000 會重新啟動以完成升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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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韌體正在升級時請不要關閉 wePresent WiPG-1000 機盒的電源，否

則 WiPG-1000 機盒可能會當機，而必須將裝置送回原廠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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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WebSlides 設定 

按一下 [WebSlides Setup (WebSlides 設定)] 可設定 WebSlides 功能。 

 

<Auto Refresh Interval (自動重新整理間隔)>：請選擇「Manual Refresh (手動重新

整理)」或「10」、「20」、「30」、「45」、「60」、「90」秒

的重新整理間隔 

 

<Access Password Control (存取密碼控制)>：請選擇「Disable (停用)」、「Use the 

same password as Code (使用相同密碼作為代碼)」或

「Use the following Code (使用下列代碼)」 

 

 

 

附註： 

請務必理解，所有 WebSlides 使用者均會耗用無線網路頻寬。若同時有 10 個以

上的 WebSlides 使用者，建議透過乙太網路將 WiPG-1000 連接到貴公司的網

路，或設定無線路由器來連接 WiPG-1000。然後使用者應透過各自公司的網路

或是無線路由器將裝置連接到 WiPG-1000，以保護投影效能。同時使用 

WebSlides 的使用者數量不可超過 Webslides Setup (WebSlides 設定) 頁面 (如上所

示)，以避免發生連線錯誤或導致投影效能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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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重新啟動 

1) 按一下 [Reboot System (重新啟動系統)] 即可重新啟動系統。 

 <Reboot (重新啟動)>：自動重新啟動系統 

 

8.5.10. 登出 

1) 按一下 [Logout (登出)](位於畫面右上角)，即可登出 WiPG-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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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 MirrorOp (Sender) 開始投影 

9.1. 啟動 MirrorOp 應用程式 

Windows： 

 

1) 請按一下桌面上的 MirrorOp 圖示  以執行應用程式，或直接從 USB Token 

啟動 MirrorOp 應用程式。 

2) 應用程式會自動搜尋 WiPG-1000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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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按一下 WiPG-1000 裝置並輸入顯示器上出現的登入代碼。 

 

 

4) 按一下「PLAY (播放)」  按鈕，開始螢幕分享。 

 

 

 

 

 

 

 

Mac： 

 

1) 按一下 Applications (應用程式) 資料夾的 MirrorOp 圖示  以執行應用程

式。 

 

 

2) 應用程式會自動搜尋 WiPG-1000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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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按一下 WiPG-1000 裝置並輸入顯示器上出現的登入代碼。 

 

 

4) 按一下「PLAY (播放)」  按鈕，開始螢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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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MirrorOp (Sender) 的主要使用者介面 

 

 

 

 

 

 

 

 

 

 

設定 

展開/摺疊 

裝置清單 

完整/分割投影 
開始/停止投影 音效/靜音 

離開/關閉應用程式 

將使用者介面縮至最小 摺疊/展開資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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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MirrorOp (Sender) 的完整使用手冊 

1) 如需 MirrorOp (Sender) 的完整使用手冊，請按一下資訊面板左上角的「設

定」圖示 。然後按一下功能表列的「關於」。 

 

 

 

2) 請按一下畫面右下角的「取得說明」，即可檢視「MirrorOp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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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 MirrorOp Receiver 使用 SidePad 功能 

1) 簡介：SidePad 功能可從執行 MirrorOp Receiver 應用程式的 iOS/Android 裝置

控制進行簡報的 PC/Mac。 

 

 

2) 如何使用 SidePad 功能： 
 
A. 執行 MirrorOp (Sender) 應用程式的 PC/Mac 

 請按一下資訊面板左上角的「設定」圖示 。然後按一下功能表列的

「偏好設定」。 

 

 

 請勾選「允許從平板控制本機」 

顯示器 

平板電腦/智慧型手

機 

(遠端控制) WiPG-1000 

PC/Mac 

(投影) 

(投影) 

HDMI/VGA 連接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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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設定密碼 (預設密碼：1111) 

 
 

B. 執行「MirrorOp Receiver」應用程式的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Android 

 請由 Google Play 商店安裝「MirrorOp Receiver」應用程式。 

 請開啟「MirrorOp Receiver」應用程式。請按住 Android 裝置上的 

Menu (選單) 按鈕，再按一下「Settings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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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勾選「Search for senders on start (搜尋開啟的傳送器)」。 
 

 
 

 請關閉 MirrorOp Receiver 再重新開啟。 

 您會看到已安裝 MirrorOp (Sender) 應用程式的 PC/Mac 名稱。 
 

 

          

 請選取想要控制的 PC/Mac，並輸入先前設定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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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即可從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遠端控制 PC/Mac。 

 

iOS 

 請由 Apple App 商店安裝「MirrorOp Receiver」應用程式。 

 請前往 iOS 裝置的「Settings (設定)」 ，再按一下「(MirrorOp) 

Receiver」。 

 

 

 請啟用「Search for senders on start (搜尋開啟的傳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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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開啟「MirrorOp Receiver」應用程式。 

 您會看到已安裝 MirrorOp (Sender) 應用程式的 PC/Mac 名稱。 

 

 

 

 請選取想要控制的 PC/Mac，並輸入先前設定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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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即可從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遠端控制 PC/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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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啟動 WebSlides 

 

簡介：Webslides 功能可在進行簡報時讓簡報器 (裝有 MirrorOp Sender 應用

程式的 PC/Mac) 將投影畫面/投影片廣播給觀眾 (多重登入裝置)，如此觀眾

便能將投影片儲存下來留待之後作筆記。 

 

附註：啟動四分割投影模式時，無法使用 WebSlides 功能。 

 

 

- 將您的行動裝置透過 WiFi 連線至 WiPG-1000 裝置。 

- 開啟您的瀏覽器，在瀏覽器的位址列上輸入 WiPG-1000 的 IP 位址。 

- 在您自身的裝置上觀看或儲存投影畫面，以作為筆記、註釋或其他用途。 

- 一種新型式的無紙化會議。 

 

1) 簡報器： 

 您的 PC/Mac 必須透過 WiFi 連線至 WiPG-1000 裝置。 

 請確認 MirrorOp Sender 應用程式是否啟用 Webslide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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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眾： 

 觀眾也必須透過 WiFi 連線至 WiPG-1000。 

 請開啟觀眾登入裝置的瀏覽器，在瀏覽器的位址列中輸入 WiPG-1000 的 

IP 位址。[預設位址為 192.168.100.10] 

 觀眾的裝置上會顯示以下影像。請按一下畫面中間左側的

「Websil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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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會在裝置上看見以下影像，此時即可開始接收投影畫面/投影片。按

一下畫面頂端的功能表列中的  即可將投影畫面儲存下來 (留待之後作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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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壁掛安裝架工具 

1. 請將兩顆短螺絲 ( ) 插入 WIPG-1000 機盒底側的兩個洞。[請記得

在兩顆短螺絲 ( ) 和 WIPG-1000 機盒之間裝上兩個塑膠墊圈 

( )。] 

2. 請以四顆長螺絲 ( ) 將安裝支架裝在牆上。 

3. 請將 WIPG-1000 機盒固定在安裝支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