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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警示與警告

註: 「註」表示可以幫助您更有效地使用產品的重要資訊。

警示: 「警示」表示有可能會損壞硬體或導致資料遺失，並告訴您如何避免發生此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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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手寫筆

Canvas 手寫筆專為高精準度及自然的書寫體驗而設計，可直接在 Dell Canvas 螢幕上使用。此手寫筆採用電磁共振 (EMR) 技術，靠近 

Dell Canvas 螢幕時便會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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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手寫筆功能

1 手寫筆 2 上筆身按鈕

3 下筆身按鈕 4 筆尖

如需有關自訂這些功能之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手寫筆。

筆尖收納座
筆尖收納座包含一個筆尖卸除工具及用來收納筆尖的小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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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尖收納座護蓋 2 筆尖卸除工具

3 筆尖收納座 4 筆尖收納座基座

筆尖
手寫筆共隨附 7 個筆尖。手寫筆上已安裝其中 1 個硬筆尖。而筆尖收納座中有 6 個筆尖，每個類型 (最硬、適中、軟) 各有 2 個筆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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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尖收納座 2 B：軟筆尖

3 H：硬筆尖 4 HB：中等硬度筆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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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軟體驅動程式
Microsoft Windows 10 年度更新版 (1607 版更新或更新版本) 支援手寫筆功能。

您可以登入 dell.com/support 下載 Canvas 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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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互動操作
此手寫筆不需要電池或電源線即可運作。它能感測施加於筆尖的壓力大小及傾斜程度。手寫筆的的四個基本技巧包括：指點、按一

下、連按兩下以及拖曳。

註: 如不使用手寫筆，請將其置於以下位置：Canvas 任一側的磁性固定槽、手寫筆與筆尖收納座，或平坦表面。

表 1. 手寫筆適用的使用者動作

使用者動作 說明

定位 若要定位螢幕上的游標，請在 Dell Canvas 螢幕上方輕輕移動手

寫筆 (不碰觸螢幕表面)。若要選取項目，請在顯示器螢幕上壓下

手寫筆尖端。

按一下 以手寫筆尖端輕觸顯示器螢幕一次，或用手寫筆施加足夠壓力碰

觸 Canvas 螢幕來表示「按一下」。

拖曳 選取物件，然後將手寫筆尖端滑過 Canvas 螢幕，即可移動物

件。

使用上、下筆身按鈕 按鈕具有可自訂選項。依預設，上筆身按鈕設為 Erase (清除)，
下筆身按鈕設為 Barrel Button (筆身按鈕)。您可以在 Canvas Pen 
(Canvas 手寫筆) 設定頁面中自訂選項。

使用壓力靈敏度 若要藉由壓力靈敏度來繪製、著色或書寫，請將手寫筆沿著顯示

器螢幕表面移動，同時對手寫筆筆尖向下施加程度不等的力道。

以較重力道按壓所得的線條較粗或顏色較飽滿。而輕輕按壓所得

的線條較細或顏色較淡。

利用傾斜功能繪圖 傾斜功能可用於任何支援此功能的應用程式，藉此控制線段形狀

與粗細。

清除 在支援此功能的應用程式中，手寫筆的橡皮擦功能就類似於鉛筆

上的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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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手寫筆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前往開始 > Dell Canvas > Canvas Pen (Canvas 手寫筆)，然後自訂手寫筆的設定。

Canvas Pen (Canvas 手寫筆) 控制面板設定提供下列設定：

表 2. Canvas 手寫筆控制面板設定

功能 說明

Tilt sensitivity (傾斜靈敏度) 可讓您調整手寫筆的傾斜靈敏度。這會決定手寫筆可以傾斜的最
大程度，藉此產生最大傾斜效果。設為高靈敏度時，與低靈敏度
相較之下，手寫筆的傾斜角度需要小一點。拖曳滑桿可增加或減
少「傾斜」程度。

Top Barrel Button (上筆身按鈕) 預設選項為 [Erase] (清除)。您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不同功能
來自訂設定。如需清單中不同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按鈕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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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Bottom Barrel Button (下筆身按鈕) 預設選項為 Barrel Button (筆身按鈕)。您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
擇不同功能來自訂設定。如需清單中不同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按鈕功能。

Hover Click (懸浮點按) 按一下核取方塊後，用手寫筆尖端靠近螢幕並按下側邊開關，即
可執行設定的功能。

觸控筆尖選項

Pen Tip Sensitivity (筆尖靈敏度) 可讓您調整點按壓力與壓力靈敏度。拖曳滑桿可將其變更為所需
設定。

Calibrate (校正) 您可以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在 Canvas 螢幕上將螢幕游標與手
寫筆位置對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

Configure Displays (設定顯示器) 可讓您設定顯示器設定。

Show Ripple Effect (顯示漣漪效果) 若要啟用手寫筆的視覺回饋，請按一下核取方塊。

Restore default settings (還原預設設定) 將變更還原為預設設定。

 

主題：

• 按鈕功能

• 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

• 建立手寫筆和觸控輸入與螢幕的關聯

• 扇形功能表設定

• 手寫筆與 Windows Ink 設定

按鈕功能
本主題說明上、下筆身按鈕可套用的不同設定。這兩個按鈕的選項很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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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按鈕功能

功能 說明

Left Click (按一下左鍵) 功能類似於按一下滑鼠左鍵。

Right Click (按一下右鍵) 功能類似於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顯示功能表。

Middle Click (按一下中間鍵) 功能類似於按一下滑鼠中間鍵。

Double Click (連按兩下) 功能類似於連按兩下滑鼠左鍵。

Click Lock (點按鎖定) 拖曳物件或選取文字區塊時很有用。

4th Click (按一下第 4 按鍵) 功能類似於按一下滑鼠的第 4 按鍵。

5th Click (按一下第 5 按鍵) 功能類似於按一下滑鼠的第 5 按鍵。

Keystrokes (按鍵) 選擇此選項可協助您模擬按鍵。

Modifier (輔助鍵) 此選項可協助您模擬輔助鍵，例如：Shift、Alt 或 CTRL 鍵。

扇形功能表 顯示扇形功能表選項。

Pan/Scroll (平移/捲動) 此選項可讓您將影像以任意方向放置在作用中的窗格。

Open/Run (開啟/執行) 此選項會開啟對話方塊，讓您選擇特定應用程式或檔案。

Erase (清除) 在所有支援此功能的應用程式中，筆尖的功能會和橡皮擦一樣。

Barrel Button (筆身按鈕) 筆身按鈕支援 Windows 10 的預設手寫筆按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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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說明

Sketchpad 開啟 Sketchpad。

OneNote 開啟 One Note。

Screen Sketch (螢幕繪圖) 從 Windows Ink 工作區開啟 Sketchpad。

自黏便箋 開啟「自黏便箋」。

Ink Workspace 開啟 Ink Workspace

Cortana 開啟 Windows 的助理應用程式

Disabled (已停用) 停用按鈕

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
為獲得最佳效能，請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在 Canvas 螢幕上將螢幕游標與手寫筆位置對齊。您可以執行下列步驟，在 Dell Canvas 螢
幕上校正手寫筆：

1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前往開始 > Dell Canvas > Canvas 手寫筆。

Canvas 手寫筆控制面板設定頁面隨即顯示。

2 按一下 Calibrate (校正)。

3 若要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4 若要在螢幕邊緣進行校正，必要時請按一下 Run Additional Edge Calibration (執行額外邊緣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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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手寫筆和觸控輸入與螢幕的關聯
若要確保手寫筆和觸控輸入與 Dell Canvas 螢幕建立正確關聯，建議您將 Dell Canvas 螢幕設為主顯示器。您也可以在 Dell Canvas 螢
幕作為延伸顯示器時，將手寫筆和觸控輸入與螢幕建立關聯。

如需有關設定這些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將 Dell Canvas 當作主顯示器

• 將 Dell Canvas 當作延伸顯示器

將 Dell Canvas 設為主顯示器

若要將 Dell Canvas 設為主顯示螢幕，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前往開始 > Windows 設定 > 系統 > 顯示器。

2 按一下識別。

3 從自訂您的顯示器視窗中選取 Dell Canvas 顯示器。

4 選取使其成為主顯示器。

5 按一下 Apply (套用)。

將 Dell Canvas 當作延伸顯示器

Dell Canvas 當作延伸顯示器時，可將其與手寫筆和觸控輸入建立關聯。

1 在工作列的搜尋欄位中輸入校正。

2 選取搜尋結果中的校正螢幕以進行手寫筆或觸控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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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平板電腦設定控制面板中，從顯示選項區段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Dell Canvas，然後按一下設定區段中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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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識別手寫筆或觸控螢幕控制面板中的手寫筆輸入或觸控輸入。

5 詳讀指示內容，然後按下 Enter 鍵，直到設定畫面顯示在 Canvas 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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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手寫筆或手指觸碰 Canvas 螢幕，以建立該輸入方式與 Canvas 螢幕的關聯。

7 按一下平板電腦設定控制面板上的確定。

自訂手寫筆 17



扇形功能表設定
Radial Menu (扇形功能表) 控制面板可讓您快速存取編輯、導覽及媒體控制功能。您可以自訂標籤，並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不同功

能，然後將其新增至 Radial Menu (扇形功能表) 設定中。

您可以按一下扇形功能表，查看可新增至 Radial Menu (扇形功能表) 設定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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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筆與 Windows Ink 設定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前往開始 > Windows 設定 > 裝置 > 手寫筆與 Windows Ink，然後自訂 Canvas 手寫筆的設定。如需更多關

於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icrosoft 網站：https://microsoft.com。

您可在 Windows [控制台] 中自訂下圖中的設定：

自訂手寫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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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筆尖
若要保護您的手寫筆顯示器螢幕不致刮傷，並擁有更佳效能，請定期更換 Canvas 手寫筆筆尖。

您可以在 Dell.com 的 Dell Canvas 產品頁面中線上訂購新的筆尖。

警示: 手寫筆的筆尖尖端會隨著正常使用而耗損。若筆尖變得過短或開始產生扁平狀的觸點，請予以更換。過大的壓力會讓筆尖
耗損較快。

1 若要卸下筆尖，請握住筆尖卸除工具 [A] [1]，並將其開口朝向筆尖的方向 [A] [2]。

2 利用這個工具夾住筆尖，然後將其從筆管中卸下 [B]、[C]。

3 若要插入筆尖，請用手指捏住筆尖 [D] [1]。

4 將新筆尖的尾端直直推入筆管中 [E]、[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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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下表列出使用 Canvas 手寫筆時可能會發生的常見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表 4. Canvas 手寫筆問題

問題 解決方案

手寫筆僅能在滑鼠模式下運作，且無法藉由壓力靈敏度來繪圖或

書寫。
• 確定手寫筆驅動程式軟體已正確安裝。

• 重新安裝驅動程式軟體。

• 確定應用程式中選取的工具以及目前使用手寫筆的應用程
式，均支援壓力靈敏度功能。

手寫筆無法藉由壓力靈敏度來繪圖或書寫。 • 確定目前使用手寫筆的應用程式支援此功能搭配壓力靈敏度
使用。

• 確定已在應用程式內選取正確選項。

不易點按。 • 調整筆尖靈敏度設定。

• 在 Canvas 手寫筆設定頁面中校正手寫筆的準確度。

手寫筆會選取所有項目，或無法停止繪圖。 調整筆尖靈敏度設定。

同步顯示到兩個以上不同長寬比的顯示器時，手寫筆與游標的對

應位置有偏差。

將影像延伸至多部顯示器上，或投影至一台顯示器上。

手寫筆沒有作用。 檢查 Dell Canvas 與主機系統間的 USB 連線。

手寫筆游標出現在 Dell Canvas 以外的顯示器上。 校正手寫筆顯示效果，在顯示器螢幕上將螢幕游標與手寫筆位置
對齊。

執行 [平板電腦設定] 工具，將手寫筆輸入指派給正確的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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