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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Seagull Scientific 的產品啟用功能可幫助您打擊軟體盜版並確保您的 Seagull Scientific 軟體為
正版。使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可輕鬆完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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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的使用方法

什麽是啟用？
啟用是輕鬆、匿名地驗證軟體授權的處理過程。啟用是 Seagull Scientific 與我們重要客戶之
間的電子授權合約。

您必須啟用軟體才能使用 BarTender Suite 中的應用程式，包含 BarTender Designer。

啟用軟體後，您可以使用 BarTender Suite 中的所有應用程式。您可以測試或預覽未包含在
BarTender 授權版本中的功能和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會顯示訊息，告訴您所使用的功能需要
更高版本，若您使用未授權功能列印項目會有浮水印，代表該項目是以示範模式列印而
成。

啟用需要哪些資訊？
您只需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輸入產品識別碼。通常，此識別碼可從下列其中一個
來源取得：

l 購買 BarTender 後收到的包含授權和安裝指示的電子郵件

l 您從我們的網站請求“ 30天試用” PKC後收到的電子郵件：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30-day-trial/

l 軟體套件隨附的個別產品識別碼卡片

如果沒有產品識別碼，請連絡 Seagull Scientific。

我要如何啟用軟體？
在安裝期間，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將引導您完成啟用流程。精靈會要求您提供軟體隨
附的產品識別碼，然後 Seagull Scientific 會提供一個安全的網頁伺服器，以便快速輕鬆啟
用。如果要安裝軟體的電腦已連線至網際網路，則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會自動啟用您
的產品。啟用流程不會收集或傳輸任何個人資訊。

即使在無法存取網際網路的電腦上安裝 BarTender，仍可啟用軟體。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下面的「在沒有網際網路連線的電腦上，我要如何啟用軟體？」部分。

如果啟用失敗，可以造訪 BarTender 線上支援中心以取得技術支援連絡資訊。我們會派代
表幫助您完成啟用流程。

BarTender 支援中心：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

在啟用之後是否需要維持網際網路連線？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會定期嘗試與 Seagull Scientific 啟用伺服器進行通訊，以擷取更新
的授權資訊。

如果您擁有永久授權，則可以繼續使用軟體，即使沒有網際網路連線亦然。不過，在網際網
路連線恢復正常之前，您對版本或印表機數量所進行的任何升級都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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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擁有訂閱或限時授權，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必須定期與啟用伺服器進行通訊，
以擷取正確的授權到期日期。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連線，授權可能會過早到期。您可以使用
Administration Console 隨時確認授權狀態是否正確。

我是否可以使用未啟用的軟體？
不可以。您必須使用產品識別碼啟用軟體。

我是否可以在多台電腦上同時啟用軟體？
不可以，但若您在已啟用軟體的電腦上執行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就可以視需要在任
意數量的電腦上安裝和執行 BarTender，只要確保它們都能與同一個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進行通訊即可。您的授權會受到可以列印的印表機數量限制，而 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 負責監視印表機使用情况。

如何將授權移至其他電腦？
您可以使用 BarTender Administration Console 中「授權」頁面上的「移動授權」選項，將授權移
至啟用軟體的電腦以外的電腦上。BarTender Administration Console 隨附於 BarTender 軟體。

若要移動授權，需要網際網路連線來與 Seagull Scientific 的啟用伺服器進行通訊。

如果硬體變更了，是否需要重新啟用軟體？
這取决於硬體變更的範圍。如果僅是小幅度變更硬體，則不需要重新啟用。如果更換大量
硬體元件，則軟體會發出提醒，請您連絡 Seagull Scientific 並重新啟用。您會有幾天的時間
來執行此動作。您可以在變更硬體之前先取消啟用軟體，完成變更之後再重新啟用，就不
須連絡 Seagull Scientific。

如果發行了更新版本的軟體，會怎麽樣？我能否啟用舊版本？
能。即使 Seagull Scientific 已經停售該產品，但若您選擇不升級至最新的發行版本，還是能
夠啟用舊版本。

在沒有網際網路連線的電腦上，我要如何啟用軟體？
在啟用時即使沒有網際網路連線，仍可驗證軟體授權。

在沒有網際網路連線可用時，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會顯示訊息 #2033。按一下訊息中
的「確定」，然後按一下精靈中的「使用行動裝置啟用」或「使用 Web 瀏覽器啟用」以開始啟
用流程。要執行的啟用流程視您選取的選項而定。

使用行動裝置啟用

該流程涉及掃描 QR 代碼以從 Seagull Scientific 啟用網站取得產品啟用碼，然後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輸入該代碼。

若要完成此啟用流程，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行動裝置啟用」頁面上，使用您的行動裝置掃描 QR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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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您的裝置上，點選 Seagull Scientific 啟用網站的連結
(https://activate.seagullscientific.com)。

3. 在網站的「成功」頁面上，複製顯示的產品啟用碼。或者，在「傳送電子郵件副本至」欄
位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點選以電子郵件傳送代碼的選項。

4. 在已安裝 BarTender 的電腦上，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行動裝置啟用」頁面
上，將產品啟用碼輸入到步驟 2 的欄位中。

5. 按一下「下一步」，然後完成精靈。

使用 Web 瀏覽器啟用

該流程涉及將您的啟用金鑰傳輸到可以存取網際網路的電腦上，將該金鑰上傳到 Seagull
Scientific 啟用網站，接收產品啟用碼，將該代碼傳輸回已安裝 BarTender 的電腦，然後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輸入該代碼。

若要完成此啟用流程，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瀏覽器啟用」頁面上，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l 按一下「儲存到檔案」以將啟用金鑰儲存為啟用金鑰 (*.ak) 檔案。

l 按一下「傳送電子郵件」以將啟用金鑰檔案附加到電子郵件訊息。該電子郵件訊
息是自動產生的，其中包含收件者要如何繼續完成啟用流程的相關說明。

l 按一下「複製到剪貼簿」以將啟用金鑰複製到剪貼簿。然後，可以將該金鑰貼到
外部檔案中，例如文字檔案。

2. 將包含啟用金鑰的檔案傳輸到已連線到網際網路的電腦上，或將電子郵件訊息傳送
給已連線的電腦。

3. 在已連線的電腦上，請造訪 https://activate.seagullscientific.com，然後執行下列步驟：

a. 在「啟用金鑰」欄位中，輸入啟用金鑰。若要這樣做，請貼上剪貼簿中的金鑰，或
按一下「上傳啟用金鑰」以選取並上傳所儲存的 *.ak 檔案。

b. 提交對 reCAPTCHA 測試的回覆，然後按一下「產生產品啟用碼」。

c. 在「成功」頁面上，按一下「儲存到檔案」以將產品啟用碼儲存為產品啟用碼
(*.pac) 檔案。或者，在「傳送電子郵件副本至」欄位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然後
按一下以電子郵件傳送 *.pac 檔案的選項。還可以將該代碼複製到剪貼簿，然
後貼到外部檔案中。

4. 將包含產品啟用碼的檔案傳輸到已安裝 BarTender 的電腦上。

5. 在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的「瀏覽器啟用」頁面上，將步驟 3 中的產品啟用碼輸入
到相應欄位中。若要這樣做，請按一下「選取檔案」以上傳所儲存的 *.pac 檔案，或按
一下「從剪貼簿貼上」以將該代碼貼到欄位中。

6. 按一下「下一步」，然後完成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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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註冊

註冊有哪些優勢？
註冊軟體非常重要，主要優勢包括免費取得我們所提供的世界級技術支援，以及接收關於
安全性和產品升級的通知。

註冊需要哪些資訊？
註冊需要您的姓名和連絡資訊、您購買軟體的位置以及產品識別碼。

我要如何註冊軟體？
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來註冊產品：

l 完成 BarTender Licensing Wizard 中的註冊頁面。

l 在 BarTender 中，按一下「說明」功能表，然後按一下「線上註冊」。需要網際網路連線。

l 請造訪下列網站：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support/product-registration/

我在嘗試註冊時，收到了「連線至啟用伺服器失敗」的錯誤訊息。我應該做些
什麽？
此訊息指出有網際網路連線問題。請檢查您的網際網路連線設定與纜線連線，然後再試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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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說明文件

技術文件

l 32位元和 64位元 BarTender
l 以印表機為基礎的授權

l 無訊息安裝

若要檢視及下載技術文件，請造訪：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resources/white-papers/

使用者指南

l 開始使用 BarTender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hc/categories/200267887

BarTender 說明系統

l 開始使用 BarTender

其他資源

請造訪 BarTender 網站：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m。

© 2021 Seagull Scientific, Inc.BarTender, Intelligent Templates, Drivers by Seagull, the BarTender
logo, and the Drivers by Seagull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eagull Scientific,
Inc.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版本 2021/6/2 Copyright © 2021 Seagull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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