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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點讀筆的點讀包與點讀功能碼 

by 鄭靜宜 107/10/02 

     要讓點讀筆點讀出聲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具有點讀碼的頁面或貼紙，二是筆中要有音

檔或點讀包。點讀碼需要和點讀包需相配合，點讀包需要和點讀筆相配合，不同點讀筆有其各

自不同的點讀包格式。 

  就點讀碼而言， DIY O-Pen 點讀筆使用的點讀碼是 YdOT 碼十億碼。除了 DIY O-Pen 點讀

筆的筆頭不能讀一般的松翰(sonic)碼，目前其他點讀筆皆使用松翰(sonic)碼。松翰(Sonix)二代

碼是使用最普及的點讀碼，此系統碼點由 1- 65535。如何可知道各點讀筆的功能碼的號碼？可

使用一些點讀筆中所附的讀碼卡的報碼號功能，目前的小達人、TA、卡米筆 (Comybaby)。只

要是用松翰二代碼的頁面，這些筆皆可藉由讀碼卡的報碼號功能卡而感應報出碼號，一般這個

報出碼號功能的碼號為 65533-65534，有需要可自行使用Oidproducer7鋪碼印出使用。DIY O-Pen

亦有讀碼號的功能，但不能跨筆種讀出碼號，因為它使用的是 YdOT 碼十億碼。 

    為何需要知道這些點讀碼？知道了點讀筆的點讀功能碼，即可使用 OID 鋪碼程式，在版面

上區塊鋪上同樣號碼的碼點，用雷射印表機印出後，再用點讀筆點讀即可有擁有相同的功能，

例如小達人的 mp3 播放碼是 00360，只要將版面中的一個區塊 ID 設定為 360，印出後使用小

達人點讀該區塊即可啟動小達人的 mp3 播放。同理，只要知道錄音貼的區段碼，錄音貼紙用

完後，即可自己使用印表機自行製作。 

 

DIY O-Pen 習碟歐朋點讀筆 

    DIY O-Pen 點讀筆可使用點讀筆附贈的 Oidproducer9 程式自製點讀頁面或是錄音貼紙。錄

音貼紙的號碼設定範圍如下所示。貼紙或其他頁面可用 Oidproducer9 程式鋪瑪，再將之輸出

pdf 後，以彩雷 600pdi 印出。若有相應的音檔於 Oidproducer9 程式鋪瑪 output 為 .dtt 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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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連接點讀筆，將 output 的 .dtt 檔存於點讀筆的 Ebook 目錄中，重新開機點讀頁面即可出

聲。DIY O-Pen 的點讀包檔案格式: dtt 檔，字典包 .dic 檔。自製功能最強，但操作程序較複雜， 

且支援的網站 http://www.o-pen.com.cn/about-o-pen-its-features/常關閉，或被導引至奇怪的中

獎網站而無法使用。Oidproducer9 程式有保護設計，在第一次安裝 Oidproducer9 程式時需要

向廠商索取序號才能開啟。 

 

[一般碼區] 

錄音貼  5001-10000 

書名貼  1-4000 

普通碼  10001-70000 

 

[特殊功能碼號]   (控制碼範圍)  4000-4200 

報碼號    4035 

開始錄音  4021  

停止錄音  4024  

暫停播放  4026  

終止播放       4027  

刪除錄音       4070  

錄音筆記       4020 

刪除錄音筆記   4070 

播放 MP3       4010   

MP3 暫停播放   4011  

MP3 停止播放   4012  

播放上一首 MP3  4013  

播放下一首 MP3  4014  

大聲          4001  

小聲          4002  

重播            4036, 4037 

關機        4016 

瘋狂句子     4091 

執行瘋狂句子 4092 

退出遊戲    4034 

出廠日期     4003 

複讀         4037 

 

http://www.o-pen.com.cn/about-o-pen-its-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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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達人點讀筆  

  小達人點讀筆可讀松翰碼，點讀包可使用點讀筆所附贈的「麥芽用戶端」程式中的小工具

自行製造與安裝。點讀包檔案格式 .dab 檔、.dar、.das。點讀頁面可使用 Oidproducer 7 鋪碼

自製。 

 

[一般碼區] 

智能學習貼  65231-65320 

故事貼      63231-63320 

書名帖      56001-58000 

內容帖      25001-27000 

錄音帖      20001-25000 

 

[特殊功能碼號] 

智能播放卡(報碼號)  65533-65534 

mp3 播放     00360 

mp3 暫停     00361 

mp3 上一曲   00362  

mp3 下一曲   00363 

字典辭庫     00365 

故事卡播放/暫停 400 

轉轉卡暫停     400 

一般的暫停鍵   3 

轉轉卡        401-424 

隨機播放      499 

空白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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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筆 Comybaby、TA 筆 

  卡米筆 Comybaby 和爸媽網的 TA 筆十分類似，無論是筆中的檔案結構或是各種貼紙的碼段

都很雷同。TA 筆的點讀包格式.DP。卡米筆可讀的點讀包種類較多，如 .DP, .bnl, .dab, BXY, .wyt…。

字典檔格式 edict.bin，其他特點如下:  

1. 點讀包檔案格式為 .DP 檔的點讀包可使用爸媽網的 Ta.exe 程式製作，之後直接 copy 至

ebook 資料夾中即可。 

2. 卡米筆也可接受 dab 檔，以麥芽用戶端程式製造的 dab 檔，改檔名後直接 copy 至 ebook

資料夾中即可。 

3. 可用 TA.exe 程式將 dab 檔改為 .DP 檔。 

4. DP 文件改檔名方法： 例如書名貼為 032，內容貼從 0016 開始，需先去除零，改名為：

32-16.DP 

5. 卡米筆無法讀 oidpreoducer7 產生的 .bnl 檔，點讀包需要使用 Ta.exe， 或麥芽用戶端程

式製造的 dab 檔。 

[一般碼區] 

有聲書名貼：65001-65420 

內容帖：25001-27000 

錄音帖：20001-25000 

 

[特殊功能碼號] 

報碼號  65534 

音量變大  369 

音量變小  370 

 

全面錄音卡  65533 

mp3 播放   00360 

mp3 暫停   00361 

mp3 上一曲  00362 

mp3 下一曲  00363 

mp3 單曲循環 00364 

一般的暫停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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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    65530    

加速 65529 

字典:    65421 

 

開始錄音  65525 

停止錄音  65526 

播放錄音  65527 

錄音對比  65528 

 

故事卡 播放/暫停：400 

轉轉卡暫停：400 

轉轉卡：401-424 

隨機播放：499 

 

易讀寶   

   易讀寶的點讀包檔案格式為  .bnl，其他資訊可參考 http://www.e-readbook.com/ 

 

魔術貼   001-300   301~999 

錄音貼   60001~60300 

播放貼   60301-60600 

OK 貼    60601~60630 

 

播放 62701-63399 

錄音 62001~62699 

 

C-pen  

    C-pen 這支點讀筆以錄音功能為主。 

錄音語音貼紙：00001- 

錄音啟動   64042 

記憶啟動   64000 

停止鍵     54021 

音量變大   64003 

http://www.e-read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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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變小        64004 

儲存到 A 檔案夾  64024 

儲存到 B 檔案夾  64025 

儲存到 C 檔案夾  64026 

儲存到 D 檔案夾  64027 

語音錄音格子  05061-05080 

總播放格子  61441-61444 

 

 

 

Upen  AAC 溝通筆 

錄音帖：5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