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助影音製作坊 –使用指南
1. 準備錄製影片 P.1 – P.8

i. 鏡頭設定 P.1 – P.2

ii. 背景設定 P.3 – P.4

iii. 使用DIY Studio 手提電腦投射多媒體元素到背景 P.5 – P.6

iv. 使用蘋果 (Apple) 裝置投射多媒體元素到背景 P.5, P.7

v. 錄音設定 P.8

2. 開始錄製影片 P.9 – P.16

i. 使用影像擷取卡錄製 P.9 – P.12

ii. 使用ZOOM視像攝錄 P.13 – P.17 

3. 完成錄製影片 P.18



鏡頭設定

按上/下調較鏡頭高度1.  降下攝錄鏡頭

*鏡頭理想高度應該和拍攝者的眼睛平衡。

上下移動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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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設定

3. 啓動 Setting and Recording 手提電腦
4. 選擇英文視窗系統 "EWIN10"

2.  開啓 LED補光燈 (LED fill light)

LED fill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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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設定

點擊 "Sign in"
(請勿更改 Username 和 Password)

1. 在 Setting and Recording 手提電腦上，開啓 Chrome 瀏覽器
2. 點擊 "Sign in" (切勿更改 Username 和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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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小心更改了，請關閉 Chrome 瀏覽器後重新開啓 Chrome 瀏覽器一次



背景設定

3. 移走顯示在瀏覽器內的傢俬或其他物件 4. 點擊 "Refresh Background"

倘若你需要在拍攝時使用傢俬或其他物品，請在點擊 "Refresh background" 後才放
置物品在拍攝區域內。

移走放在攝影區域內的傢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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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多媒體元素到背景上

在 Screen Control Panel 上：

- 使用蘋果 (Apple) 裝置- 使用 DIY Studio 手提電腦

(前往第 6 頁) (前往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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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多媒體元素到背景上 –使用 DIY Studio 手提電腦

1. 啓動 DIY Studio 手提電腦

2. 選擇英文視窗系統 "EWIN10“

3. 打開 PowerPoint 程式，點擊 "Slidesh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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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多媒體元素到背景上 –使用蘋果 (Apple) 裝置

在你的蘋果裝置上：

1. 開啓「控制中心」(Control Center)

2. 點擊「螢幕鏡像輸出」(Screen Mirroring)，選擇 "DIYSTUDIO"

3. 在你的裝置上，
輸入出現在 "Monitor 1" 畫面內的4位數字密碼

1.

2.

3.

Moni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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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設定

開啓領夾式收音咪以及在櫃頂上的接收器的電源

接收器

(在櫃頂上)
領夾式收音咪

(在服務台領取)

同時按壓兩方並拉出

以打開保護蓋

按 " ON/OFF " 鍵

以開啓電源

倘若接收器或收音咪電源耗盡，請到服務台領取新電池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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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擷取卡 –利用USB隨身碟 (Type-C)

1a. 將你的USB 隨身碟插入 Video Capturing Card 底部的 USB (Type-C) 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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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該儲存裝置可供錄影的時間

(前往第 11 頁)



1b. 在 Video Capturing Card 的右方插入SD卡。

底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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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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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擷取卡 –利用SD卡



開始錄影

2. 觸控畫面上 " ⚫ " 鍵開始錄影。

觸控畫面上 " ⚫ " 鍵開始錄影

SD卡內倘餘可供攝錄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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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錄影

3. 觸控畫面上 " ⬜ " 鍵停止錄影。
4. 移除SD卡。

按止停止錄影

切勿遺留SD 卡於Video Capturing Card slot 的卡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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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使用ZOOM視像攝錄
1. 在 Setting and Recording 手提電腦開啓

ZOOM

2. 登入 ZOOM

(如果你沒有 ZOOM 帳戶，你可以用你的
都會大學電郵註冊一個帳戶。)

3. 點擊 "New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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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 "Share Screen"

6. 點擊 "Content from 2nd Camera"

5. 點擊 "Advanced"

6. 點擊 "Content from 2nd Camera"

5. 點擊 "Advanced"

4. 點擊 "Share Screen"

7. 點擊 "Share"

7. 點擊 "Share"

P.14

使用指南–使用ZOOM視像攝錄



開始錄影

9. 點擊 "Record" 開始

8. 點擊 "More"

9. 點擊 "Record" or 
"Record on Cloud"

8. 點擊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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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擊 "Stop Recording"

10. 點擊 "More"

11. 點擊 "Stop Recording"

10. 點擊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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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點擊 "End Meeting for all" 結束ZOOM12. 點擊 "Yes" 停止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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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前：

- 關閉領夾式收音咪及接收器電源

- 昇起攝錄鏡頭

- 關閉 LED fill light

- 關閉 Setting and Recording 手提電腦及 DIY Studio 手提電腦電源

- 到圖書館服務台歸還領夾式收音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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