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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播放模式簡介與設定 

 

Smart Scheduler 好好播智能排程是一套輕量化、易操作、易使用的排程播放軟

體，分別有兩種播放模式： 

 

⚫ A 指定應用程式模式 

可自定時間排程播放 Smart Apps Creator 跨屏跨螢互動多媒體數位內容設

計工具所產出的 exe 互動應用程式檔。（工具取得可訪問軟體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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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martappscreator.com） 

⚫ B 多媒體輪播模式 

可自定時間排程播放各種多媒體檔案，如：圖片、影片、網頁等，更可自由

設定天氣和跑馬燈字幕。 

 

http://www.smartappscre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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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定應用程式模式 

操作步驟如下： 

Step 1. 請先準備 Smart Apps Creator 軟體所產出的 exe 應用程式檔。 

1. 選擇輸出 EXE 檔 

2. 點選桌面窗體樣式 

3. 勾選【是否全螢幕執行】 

4. 最後點選確定即會開始輸出 exe 檔 

 

Step 2. 開啟 Smart Scheduler 並點選【A 指定應用程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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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若有多個 exe 要排程播放，可分別載入檔案並設定開始時間，如果選

擇到錯誤的檔案，可點選右方的垃圾桶圖示刪除，最後可點選【設定完

成】並自動跳轉回首頁。 

 

 

Step 4. 確認當前播放模式是否為【A 指定應用程式模式】，最後點選【開始播

放】即可完成排程並播放設定好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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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播放節目尚未開始時，如需重新設定排程內容，可按【Esc】回到 Smart 

Scheduler 首頁。 

⚫ 播放 exe 過程中，如需離開回到 Smart Scheduler，可按【Alt+F4】關閉

exe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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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媒體輪播模式 

操作步驟如下： 

Step 1. 開啟 Smart Scheduler 並點選【B 多媒體輪播模式】。 

 

Step 2. 在播放的版型可視您的螢幕顯示需求，選擇直版或橫版的畫面。接著選

擇字幕呈現的方式，完畢後點選下方的【下一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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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輪播表提供了 31 張排程表，分別可以設定我們要輪播的內容。 

 

在此以【排程一】的輪播表名為示範。 

 

1. 自訂排程名稱：自訂輪播表的名稱方便辨識 

2. 是否加入天氣：自訂要顯示的城市天氣，可設定是否顯示背景條 

3. 背景音樂：可設定當前排程表的輪播內容使用同一個背景音樂 

4. 播放模式：可選擇單版畫面或雙版畫面 

（若是播放模式選擇雙版畫面，會出現左右版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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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1：播放模式為【單版】 

 

1. 自訂排程名稱：可以更改成較容易分辨的排程名稱 

2. 開啟天氣【ON】並在下拉列表中選擇要顯示的城市，若不想顯示

天氣的背景條則不勾選【背景顯示】 

3. 選擇 mp3 音樂素材且可調整音量及預聽聲音檔，若不使用點選【垃

圾桶】刪除 

4. 播放模式選擇【單版】 

5. 選擇檔案：可設定圖片、影片或網頁 

(1). 圖片格式支援 jpg、jpeg、png、gif，在此必須特別注意，若

是要顯示滿版的畫面，可參考提示的圖片最佳解析度尺寸，素

材需設定與圖片最佳解析度相同的圖片尺寸 

(2). 影片格式支援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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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網頁：可直接輸入欲播放的網頁 URL 

新增自訂頁面：可自由的編排畫面內容 

 

 

 

6. 整體播放時間套用：當我們新增好所有的檔案時，可使用本功能將

每個檔案要播放的時間長度套用到全部的內容 

7. 整體字幕設定：可設定全部的輪播內容使用相同的文字，且可設定

要顯示字幕或隱藏字幕 

8. 單一時間設定：可設定該內容要播放的時間長度 

9. 設定自訂頁面名稱：可設定自訂頁面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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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一字幕設定：說明如下 

 

(1). 切換至整體字幕：若是有設定整體字幕，可點選切換 

(2). 文字輸入區：可設定三段跑馬字幕，且無字數限制，每段字幕

跑完之後，會換下一段跑馬字幕，若要刪除字幕，可點選【拉

圾桶】刪除該段字幕 

(3). 播放模式：分成一段式跑馬字幕模式和二段式跑馬字幕模式 

(4). 文字大小：可設定文字尺寸，字級分別為 22、32、42 

(5). 文字色彩：可調整文字顯示的顏色 

(6). 字幕背景條色彩：可調整字幕背景條顯示的顏色 

(7). 清除：可清除當前字幕所有設定值及文字內容 

(8). 若僅設定單一內容的字幕，完成後點選確定或取消離開 

(9). 上述設定皆可在下方即時預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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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單一內容音樂設定： 

(1). 點擊欄位可選擇要插入的聲音檔 

(2). 點選播放鈕可預聽聲音檔 

 

注意：當有加入整體背景音樂時，此時插入的單一內容音樂會和背

景音樂重疊，請適當調整聲音的設定。 

12. 垃圾桶：可刪除該條輪播內容 

13. 儲存設定：當設定完成後即可點選儲存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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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2：播放模式為【雙版】 

 

1. 自訂排程名稱：可修改為方便辨識的名稱 

2. 開啟天氣【ON】並在下拉列表中選擇要顯示的城市，若不想顯示

天氣的背景條則不勾選【背景顯示】 

3. 選擇 mp3 檔且可調整音量及預聽聲音檔，點選【垃圾桶】可刪除 

4. 播放模式選擇【雙版】 

5. 左右版內容：分別設定左版和右版的內容 

（依螢幕解析度會提示左版或右版的最佳顯示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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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設定【左版】的內容： 

 

1. 選擇檔案：可設定圖片、影片或網頁 

⚫ 圖片格式支援 jpg、jpeg、png、gif，在此必須特別注意，若

是要最佳化顯示圖片，則需設定與螢幕解析度相同的圖片尺寸。 

⚫ 影片格式支援 mp4。 

選擇網頁：可直接輸入欲播放的網頁 URL 

2. 整體播放時間套用：當我們新增完所有的檔案時，可使用本功能將

每個檔案要播放的時間長度套用到全部的內容 

3. 整體字幕設定：可設定全部的輪播內容使用相同的文字，且可設定

要顯示字幕或隱藏字幕 

4. 單一時間設定：可設定該內容要播放的時間長度，若內容設定錯誤

可點選【垃圾桶】刪除單筆內容，若是要重新調整各項內容的排序，

可直接拖曳該筆內容至欲調整的順序 

5. 設定完成後點選【下一步】進行右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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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當右版的內容編輯完成後，請點選【儲存設定】 

（在【雙版】的模式下，可在【右版】的頁面中完成單一字幕設定，單

一字幕及單一內容音樂的設定可參考單版中的說明） 

 

Step 5. 接下來請在播放管理設定每日要播放的排程表內容 

（1） 週播放管理模式 

 

1. 週排程表套用：若當週各日要播放相同的排程表，可使用此功能 

2. 週播放時間套用：若當週各日皆要在相同時間播放，可使用此功能 

3. 待機畫面設定：可自訂待機的 LOGO 畫面 

4. 選擇排程：可選擇該日要播放的輪播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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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定開始播放的時間 

⚫ 若自訂的時間空白，則會直接播放內容 

⚫ 若自訂的時間已超過當前時間，則會直接播放內容 

⚫ 若自訂的時間還沒開始，則畫面會顯示節目尚未開始，待時間

到即自動播放 

說明：若要重新設定週一的內容，點選【垃圾桶】即可重新設定 

當週行程設定完成後，可點選【設定完成】跳轉回首頁 

 

 

（2） 日播放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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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起訖日期：可設定單日或區間 

2. 選擇排程：可選擇要播放的輪播表單 

3. 開始時間： 

⚫ 若到達自訂的時間，則會直接播放內容 

⚫ 若自訂的時間還沒開始或已超過，則畫面會顯示節目尚未開始，

待下一個日期的時間到即自動播放 

4. 新增：完成設定後請點選【+】將設定加入 

5. 設定完成：當日排程完成後即可點選【設定完成】 

Step 6. 確認當前播放模式是否為【B 多媒體輪播模式】，最後點選【開始播放】

即可完成排程並播放設定好的內容。 

若是將【AutoPlay】開啟，則下次執行軟體或下次開機後，會自動開啟軟體

並播放已安排好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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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播放節目尚未開始時，如需重新設定排程內容，可按【Esc】回到 Smart 

Scheduler 首頁。 

⚫ 播放時，如需離開回到 Smart Scheduler，可按【Esc】回到首頁。若要退

出 Smart Scheduler 可按【Alt+F4】關閉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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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程輪播資料匯出 

當我們設定好排程的廣告資料與素材之後，可以透過三種方式將輪播資料提供到

遠端的廣告機電腦主機中。 

本機匯出/匯入 

若是需要將已設定好的輪播內容複製到其它電腦使用時，可使用【本機匯出/匯

入】功能。 

 

如下圖所示： 

1. 匯出：可將週排程內容、排程表內容以及所有的多媒體檔案一起匯出，

選擇要匯出檔案的目的地，匯出的資料夾名稱預設為【export】 

2. 匯入：可將 Smart Scheduler 匯出的資料全部匯入到系統中，選擇來

源資料夾名稱為【export】後，即可將設定值、素材檔案全部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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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管理功能設定與操作 

可透過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的資料同步共用來使用此功能。 

若是有兩台以上電腦使用了 Smart Scheduler，需要將排程內容與其它電腦共

用，可使用【同步管理】功能。 

註：若要在好好播雲平台管理其他電腦時，則每台電腦輸入的序號都要相同，請

參考【合併序號】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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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雲端管理平台 

1. 請先設定雲端硬碟的帳號。 

⚫ 若是使用 Microsoft OneDrive，請先登入您的微軟帳號。 

⚫ 若是使用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請先下載 googledrive 電腦版

並安裝至你的電腦。 

2. 將資料夾儲存路徑指定到 OneDrive 或是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的根

目錄下即可（或是自行在雲端硬碟新增一個專用的資料夾並指定它）。 

3. 其它有安裝 Smart Scheduler 的電腦也必須設定相同的資料夾路徑。 

注意：若沒有設定雲端硬碟路徑，則無法使用雲端管理功能。 

 

4. 當路徑設定完成後，請點選右邊【匯出】的按鈕，系統會開始將排程設

定檔和相關的素材全部匯出到指定的雲端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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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匯出之後，可以點選左邊【雲平台】的按鈕，會導引至好好播雲平

台進行設定。 

 

多點派送功能設定與操作 

本功能可透過 URL 下載的方式將已設定好的排程資料如素材、廣告播放設定派

送至指定的遠端電腦。若是分區的廣告機電腦要播放不同的內容，即可分別設定

好素材及播放時間再分別派送檔案至各分區的電腦即可。 

使用前請先確認是否已有 Google 雲端帳號或是任何可共享下載的網路硬碟。 

操作步驟: 

Step1. 點選【多媒體輪播排程設定】並選擇【多點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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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點選【匯出】。 

 

Step3. 輸入檔案名稱並點選【下一步】。 

 

Step4. 選擇要儲存的資料夾，即會產生一個 .tar 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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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 將.tar 的檔案上傳至 Google 雲端硬碟或任何可公開下載的網路硬碟。

在此以 Google 雲端硬碟為例。 

 

（1） 上傳至 Google 雲端硬碟後，找到檔案並按滑鼠右鍵後點選【取

得連結】 

 

 

（2） 點選【複製連結】 註:權限需設定為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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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開啟雲端管理平台，並點選【派送】頁籤。 

 

Step7. 請依序設定如下內容。 

（1） 派送的名稱  

（2） 檔案的 URL 位址 

（3） 選擇要派送的遠端電腦  

（4） 完成設定後，點選【立即派送】即可完成檔案派送至遠端的廣告

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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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或是點選【預約派送】，時間到了就會派送至遠端的廣告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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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軟體反啟用 

若是要更換電腦，可在【關於】的【序號管理】中將序號反啟用。 

操作方式如下： 

請在軟體裡面點選【關於】→【序號管理】。 

 

點選【序號反啟】即可使用同一組序號在另一台電腦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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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好好播雲平台設定與操作 

登入好好播雲平台 

1. 第一次登入請先輸入 Smart Scheduler 的序號並點選【確定】。 

 

2. 點選【設定隨行碼】，可以輸入一組數字，下次登入的方式即可使用隨

行碼來登入平台。 

若再次輸入新的數字，即會更新隨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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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功能設定 

可以使用【批次管理】的功能來套用所有的遠端電腦，如： 

⚫ 【遠端重啟】可將所有在線的遠端電腦執行軟體重新開啟的功能。 

⚫ 【遠端播放】可將所有在線的遠端電腦執行播放的功能。 

⚫ 【匯入雲端檔案】若是使用同步管理功能，可點選此功能將資料匯

入並播放。 

⚫ 【遠端預覽】可快速預覽所有在線的遠端電腦。 

⚫ 【遠端拍照】若遠端電腦有裝視訊鏡頭，可即時拍一張遠端現場照。 

⚫ 【AutoPlay】可開啟或關閉所有在線的遠端電腦的自動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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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遠端播放】會開始將檔案匯入到選定的播放主機的資料夾，完成

後會自動播放排程內容。 

 

4. 當遠端的某台電腦出現問題時，點選【軟體重啟】即可將該台電腦的

Smart Scheduler 軟體重新啟動並自動播放排程內容。 

 

 

5. 點選【遠端預覽】可立即檢視遠端電腦目前正在執行的畫面。若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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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異常或是未播放，可以點選【軟體重啟】或是【遠端播放】的功能。 

 

6. 點選【關機／睡眠】可設定遠端電腦自動關機、睡眠及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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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設定要自動關機、睡眠及喚醒的時間，若勾選【每日重複】則每日

到了設定的時間就會執行該動作。 

 

注意：並非每台電腦都有支援睡眠及喚醒的功能，若該電腦無此功能，

系統會提示【不支援】。 

7. 點選【AutoPlay】可設定遠端電腦自動播放排程，即關機後重啟電腦時，

排程軟體會自動播放已排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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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功能設定 

若是遠端的廣告機眾多，可透本功能可設定群組，並將各台廣告機分別設定到指

定的群組。 

 

點選【管理】可設定要設為同一群組的廣告機電腦。 

 

【上線列表】功能設定 

可設定廣告機的暱稱、查看該台廣告機是否在線、查看該台廣告機歸屬在哪

個群組。 

若是要更換電腦時，無法即時在該台電腦反啟用軟體序號時，可在此功能點

選【反啟動】將序號反啟後即可在另一台電腦啟用。 



Smart Scheduler 好好播智能排程播放軟體使用說明書 

第 36 頁，共 40 頁 

 

若是該台廣告機電腦有異常，亦可在此功能遠端將該台電腦重新開機。 

 

【派送】功能設定 

請查看第二章多點派送功能設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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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推播】功能設定 

本功能可以將訊息強制發送到所有已在播放 Smart Scheduler 排程內容的電腦。

點選【訊息推播】，可選擇【推播文字】或【推播圖片】。 

推播文字： 

設定文字色彩、背景色彩、跑馬文字的速度、訊息的開始時間、訊息要播放的持

續時間也可加入背景音樂，最後輸入要推播的訊息內容再點選【確定】即可將訊

息推送至遠端的電腦。 

 

選擇要推播的遠電端腦，最後點選【確定】即可將訊息推送至遠端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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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取消已推播的訊息，可至【已推播明細】並選擇要取消的電腦，最後點選【確

認取消】遠端的電腦就會清除推播的內容。 

 

效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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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播圖片： 

可加入最多 5 張圖片。設定每張圖片的間隔秒數、要播放的開始時間、持續時間，

也可加入背景音樂。最後選擇要推送的遠端電腦，再選擇【確定】即可將圖片推

送至遠端的電腦。 

 

 

【合併序號】功能設定 

若您有 a、b 兩套 Smart Scheduler 軟體，可使用本功能將 a 序號合併到 b 序

號共用管理，即 b 序號可安裝次數會變成 2 次，而 a 序號將會作廢。 

操作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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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合併序號】，輸入要被合併的序號後點選【送出】即可完成。 

注意：當合併後即無法復原被作廢的序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