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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在家中開始的。因此您就是他們的第一位老
師。或許您通常會使用書本、教育電視節目來教導孩子。
然而，傳統的書本缺乏激發孩子感官的互動元素。另一方面，
電視節目也會限制孩子們的想象力。為此，我們開發了
，讓您和孩子體驗有趣互動的學習經歷。
是為您的孩子特別設計的互動式學習系統。它為有
趣互動的學習模式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是支可以大聲朗讀書本內容的電子筆。不僅如此，
它更可以讀出字詞的字母拼寫，播出聲音效果，奏出歌曲，甚
至可以引導讀者玩互動的游戲。通過
以及它一系
列的教學素材，孩子將感受嶄新的閱讀經驗，開展他們無窮的
想象，並提昇他們的創造力。
無需外接電源，小巧輕便，容易攜帶。孩子只要帶
著書本和相配的聰明卡，就可以隨時隨地進入互動學習的美妙
世界。
我們專門為3-12歲孩子開發了一系列的教學素材。登上我們的
網站 www.crocolearn.com，便可找到與
兼容的最
新產品。
現在就讓您的孩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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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們,

開始美妙的學習旅途吧!

Chief Edi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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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KING HAZARD – Small parts. Not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的電源開啓

電池安裝

概覽

小提示:
每當插入聰明卡，或者更換另一張卡，請確保卡的名稱與你要閱讀的書本相配。
不論取出聰明卡或插入新卡，都應先把電源關閉。

揚聲器

USB 插孔
(只供專業人員維修產品使
用, 購買者請勿將物件插入
USB孔內. )

用螺絲刀打開電池盒蓋子。
（如圖）

耳機插孔

把與
教材相配的
聰明卡插入筆內。

聰明卡
調高音量

按正負極標誌，把兩節7號鹼
性電池裝入電池盒。（如圖）

調低音量

LED 燈

迎
歡

按著”
持續n/Off )
/關
O
“ 源開
(電 鍵3秒

持續按著“On/Off”
(電源開/關) 鍵3秒，開啓
的電源。

小提示:
如果沒有插入兼容的聰明卡，

LED燈將亮起，
也會播出“歡迎”的信息。

就不能啓動。

電源開/關
(需按住3秒鐘)

調整音量

模式鎖

(只限於特殊模式使用)

OR

穩妥地關閉電池盒蓋子。
（如圖）
小提示:
更換電池前，請必先關閉

電源並取出聰明卡。

電池概述
請使用同一類型的電池。勿把新舊電池混合使用，也勿把鹼性電池、鋅炭電
池、充電電池夾雜使用，否則會縮短電池壽命。
當電池耗盡或LED燈閃動時，請即取出電池。
請勿給非充電電池充電。
請勿把電池投入火中，否則會引起爆炸。
應由成人為孩子更換電池。
如要達致最佳使用效果，最好使用鹼性電池。
勿讓供電終端短路。
應先從
中取出充電電池，方可把電池充電。
應在成人監督下才為充電電池進行充電。

按住
的“+” 或
“—” 鍵調節音量的高低，
你便可從
的反應
中選擇適合的聲量。

另外，你也可用
點觸書本右下方的“+”或
“—”圖標調整音量。

小提示:
可用耳機（不包括在產品內）替代內置揚聲器。這樣也可以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

時刻關心您的孩子:
請確保為孩子調校的音量不會太大。.
耳機線會對孩子造成危險。請在父母監督下才使用。
孩子須在父母的監督下使用本產品。
本產品可能包含細小部件，因此不適合3歲以下兒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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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以上圖片的產品顏色、設計、規格可能會与產品實物有差異。

P2-P3

書本使用說明 (以及其它

教材)

電源開啓後，點觸書本封面的“GO”圖標，便可開始閱讀書本
。然後，點觸內頁右上方的“GO”圖標，就可開始進行頁內的活動。（註
意：有些
教材沒有“GO”圖標，這樣只需直接點觸教材上其它
圖標，即可開始進行活動。）
每種

“Volume Control”
音量控制

教材都有許多有趣的功能。
“Read a Sentence”
閱讀句子

“Say It”
讀音

“Spell It”
拼寫

“Translation”
翻譯

“Game”
游戲

“Stop”
停止

用
點觸這個圖標，再點觸教材上的字詞，你
就可以聽到字詞的讀音。
“Read a Paragraph”
閱讀段落

點觸這個圖標，然後再點觸頁內的字詞，
便會讀出字詞的字母拼寫。
“Rhyme”
押韻詞

如果聰明卡是雙語的，你可點觸這個圖標，然後點觸字詞
或句子，就可以聽到它的翻譯了。
“Sound It”
發音

只要用
點觸這個圖標，你就可以開始玩刺激的
游戲了。
聽清楚問題，找出正確答案。為答對的問題作個記錄，你
便可跟自己或朋友一較高下。

點觸這個圖標，游戲、聲音或其它功能都會停止。

“Sing a Song”
歌曲

“Sing Along”
音樂伴唱

你可以用
音量的大小。

點觸“+”和“—”圖標去調整

點觸這個圖標，然後點觸句子中的任何一個字詞，
便會讀出整個句子。

點觸這個圖標，

會為你讀出整個段落。

在一些章節中，點觸這個圖標，再點觸粗體的字詞，
你就可以聽到這組韻語的押韻詞。

在拼音書中，你可以點觸這個圖標，然後點觸帶顏色
字母的字詞，就可以聽到這個字詞的自然拼音。

在音樂書中，用
到愉快的歌曲。

點觸這個圖標，就可以聽

在音樂書中，點觸這個圖標，
的音樂，你便可跟著音樂一起歌唱。

會奏出歌曲

20˚–30˚

“Repeat”
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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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戲時，點觸這個圖標，你便可重復聽到問題。

小提示:
請記著先點觸每頁右上角的“GO” 圖標，再點觸其它圖標，才能開啓頁上各項
功能。
點觸時，把您的
微微傾斜，與書本頁面成20-30度角度，可達到最理
想的閱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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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P5

的電源關閉
持續按著“On/Off” (電源開/關) 鍵3秒。
會熄滅。

警告
會播放結束語，LED也

小提示:
如果把
閑置達3分鐘，為節省能源，
將自動關閉。
持續按著“On/Off” (電源開/關) 鍵3秒，
會再次開啓。
如果把聰明卡從卡槽中取出，
的電源將會關閉。
除非系統死機，一般情況下，請勿使用此方式關閉
。

如果
受到射頻或靜電干擾，或會短暫停止運作。只要取出電
池，重新裝入，再開啓電源，操作將會恢復正常。
產品包裝內的乾燥劑不可食用，更會導致窒息，因此會對您的孩子構成
危險。請打開包裝後立刻把它取出扔掉。
沒有得到
授權，購買者不得擅自維修產品。否則購買者將
不能享有合法保護的權益。

小故障檢修
維修及保養

小故障檢修
故障
的電源不能開啓

不能正常反應

停止運作，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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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
確定電池的正負極安裝正確。
確定電池蓋安裝穩妥。
檢查電池電量。如果電量較低，請更換新電池。
確定沒有把新舊電池混合使用。
取出電池後再重新裝入。
確保聰明卡正確安裝在
裡面。
確保持續按著“On/Off” (電源開/關) 鍵3秒。
檢查聰明卡，確保卡與所使用的書本(或其它
的
教材)相配。
點觸書本內容時，把
傾斜，與頁面成
20-30度角度。
把書本放在平坦的桌面上。
點觸其它圖標前，先點觸“GO”圖標。
檢查電池電量。
關閉
的電源，然後再把筆重新啓動。
取出聰明卡，再重新插入。然後開啓電源。

是部精密的電子產品，需要小心使用和保養。下面建議有助確保
您獲得質保服務。
請勿把
或聰明卡放置在高溫處或發熱的地方。高溫將會縮短電
子設備的使用壽命，損壞電池，並使塑料變形熔解。
請勿把

或聰明卡放置在冷凍的地方。當產品回復正常溫度時，
內部產生的濕氣，會損壞產品的電子零件。

只有認可的技術人員才可維修

或聰明卡。請勿自行拆開產品。

為免損壞產品內部的電路板，請勿丟擲、敲打或強力搖動

。

請勿把
或聰明卡放置在多塵骯臟處，也勿在這些地方使用產品
，否則將損壞零件和電子組件。
保持
或聰明卡干爽。雨水、濕氣、各種液體水氣都可能含有礦
物，腐蝕電子線路。如果
受潮，請取出電池。待
完
全干透後，再換上新的電池。
使用柔軟干爽的干布（或蘸有清水的微濕布料）清潔
如有一段時間不會使用

外部。

，請取出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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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妥善使用和保養

書本（以及其它

教材）。

請勿折皺或磨損書本。
請勿用橡皮擦在書本錶面拭擦，否則會損壞書本，導致
閱讀
時出現故障。
為書本填色時，請勿為使用黑色或深沉的顏色 。
請保持書本干爽。如果偶然濺濕或浸水，請即用柔軟潔凈的干布輕輕把
書本拭干，請勿用力擦拭致使書本損壞。
只可根據頁內的指示，使用淺色的顏色鉛筆為書上的圖畫著色。使用其
它顏料或書寫用具會對書本造成損傷。
登入www.crocopen.com，可取得更多產品維修的資料。我們的網站有最
新的信息，緊記時常到來。

質保信息
從購買日起，我們為您的

和兼容聰明卡(下稱“產品”)提供為期6個月

的產品有限質保。請在購買後15天內到www.crocolearn.com註冊你的產品。
(有限質保不包括

書本和其它印刷教材.)

有限質保只提供給購買產品的原消費者(下稱“原消費者”)，不可分派或轉讓給
繼後購買者或最終使用者。
任何意外事故或間接造成的損壞，並不包括在產品質保範圍內。
質保不適用於使用不當或不正常使用，例如疏忽、過度使用、浸水、電池泄漏
、安裝不當或未經授權自行維修。如果損壞非因生產缺陷或材料造成，質保將
無效。
此質保單為您提供的具體法律權利或其它權利，將因不同國家或地區而有所分別。
如果你的國家禁止以意外事故或間接造成的損壞作限制或不保事項，上述的限
制或不保事項並不適用。
在產品的保修期內，

將以專業的服務，決定為你維修有問題產品，

或是更換產品。
如果產品已更換，所換的產品將受原來保修期限保障，或為期30天，以較長者為準。
保修期過後，產品維修將要收取配件及人工費用。
因維修而從

或授權服務中心送遞產品，所造成的運輸、交付等費用

將由原消費者自付。
到所在國家的本地代理/經銷商辦理質保服務時，請攜帶產品及原購買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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