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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資訊
TI-15可由兩顆電池與太陽能提供電源，在光源
充足的地方可以使用太陽能電池正常運作，在其
他地方可以轉換成電池運作。
範例: 請參考範例中代表性的問題與代表TI-15
眾多功能與作用的鍵盤敲擊順序表，在開始進行
任何問題模組前，請先同時按住 與 來重新
開啓計算機，並確定在計算機上的螢幕顯示與範
例中的相同，然而，在Auto自動問題解決模式
中，螢幕的顯示可能與範例的顯示不同，這是因
為這些問題是隨機出現的。

基礎操作
如要啟動TI-15，請按 。
如果計算機已啟動，按 可以關掉。
APD™ (電源自動關閉™)在約五分鐘內沒有敲擊任
何按鍵，會自動關閉TI-15。
請按 可在APD之後再次重新啟動，之前螢幕的
顯示，處理中的運算，設定，和記憶體都會被保
留。

顯示與捲動

 

TI-15具有雙行顯示; 每行具有足夠空間顯示11
個符號，當輸入內容超出第㇐行時，會自動捲動
到第二行顯示，直到第二行被填滿為止。
例外：當計算分式時，TI-15僅顯示第㇐行，當
㇐個問題超過第㇐行的容量空間時才會捲動。
輸入內容可以最多88個符號，例外：在儲存運算
中，最多是44個符號，In 模式下，輸入內容
不會完結，輸入內容無法超過11個符號。
當結果超過螢幕的容量範圍時，會以科學概念的
方式顯示，如果結果大於11^99 或是小於
10^99，分別會得到超出極限錯誤或是低於極限
錯誤。
在  ,  ,  ,和  之間捲動。
按住  和  在輸入內容之間捲動，或是在選
單列表內移動底線標示。
按住  和  在記憶內容之間捲動，換是在
選單內，移動到下㇐頁的選單列表。

清除, 修正和重新設定




 和 



清除游標左邊的符號，在分式
內，會從右下方往左上方清除
清除螢幕顯示與錯誤的情況（無
法消除記憶體中的數值）
清除記憶體中的數值



如要重新設定，同時⾧按 
和  約數秒後再放開，螢幕會
顯示MEM ，表示完全清除計算機
且恢復所有預先設定，你也可用
Mode 選單重新設定（請參考下
方）

清除記憶體中的數值
指示符號

代表意義



計算機處於問題解決模式
計算機處設定位值模式
計算機處於答案四捨五入模式
處於被按住的狀態
其他非零的數值保存在記憶體中
儲存的運行功能處於啟動的狀態
在計算機的模式時，Auto分式的簡化
處於啟動狀態，在  問題解決功能
是處於 Auto 自動的模式
整數除式的函數啟動中（當游標在除
號上時才會出現）
除式的結果會以分式的格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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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的結果會被簡化
可提供更多歷史輸入內容或選單，按
 或  選取



按  或  捲動螢幕顯示超出螢幕
可顯示容量的內容

N/Dn/d

按鍵

選單與顯示項目






.
+1
OP1
N

n/d (小數或分式顯示)
? (在運算中顯示或隱藏)
OP2 (清除儲存的運算功能)
Y (選取或拒絕重新設定)



U n/d
Man

n/d (選擇顯示格式或分式)
Auto (簡化步驟)












Auto
1
2
+,-,x, 
11-.

Man (自動或手動模式)
3 (困難度)
(運算的種類)
-1- (位值功能)


按下  或  來移動線來選取選單項目，
按 選取底線標註的項目，再按  離開

US

儲存運算

TI-15使用公式運算系統(EOSé)來評估其數學算式
1st 在括弧內的數學算式
2nd ）前面所需運算的函數
3rd 分式
4th 指數 (^) 和平方根()

Op1 與 Op2都可以儲存㇐定數值的運算公式，
此時你可以只按下㇐個鍵就可以回復，無論你希
望多少次都可以
1. 按下  或 ，
先輸入運算符號(+,-,x, , Int, or )然後數字

不等式。你可以用鍵測試㇐個不等式而不輸入方

2. 按下  或 
3. 出現㇐個開始的數值
4. 接下來每次按下 或 ，運算後的㇐定數
值便會出現。
儲存運行的算式會顯示在第㇐行，其運算結果會
出現在第二行，如果你不想要算式在第㇐行顯
示，請按   隱藏，或是第㇐行的
空間不足，則算式不會顯現，當空間足夠時，在
第二行會出現㇐個數字代表你按了幾次  或
。
如要清除 Op1 或 Op2的內容，請按 ,
選擇 Op1或Op2，然後按，再按下回到
最後的結果顯示。

位值

5th

負數 (-)

6th
7th
8th

乘式，非明顯的乘式，除式
加式與減式

9th

完成所有的演算

數學算式轉換 (U n/dn/d,Fï

基礎的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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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輸入0到9的數字
加，減，乘，除
插入小數點
輸入㇐個負號（無法當作㇐
個運算符號）
開始或結識㇐個括號內的數
學算式
完成所有的運算

整數除式



四捨五入        
借由與區域數值鍵將特定選取區域的數字做
四捨五入來得到結果（內部儲存的數值無法四捨
五入），計算過後的數值如果需要的話會在後面
附上0，你必須每次都要按鍵來改變區域的數
字。
按鍵

代表動作

當你使用鍵將㇐個正整數用另㇐個正整數相
除時，其結果會以Q r R的格式出現，這裡Q是
指商數，R是指餘數。
假如你屬用整數除式的結果繼續下面的計算，
TI-15僅會使用商數，而省略餘數。



分式



在千位數做四捨五入
在百位數做四捨五入
在十位數做四捨五入
在個位數做四捨五入
在小數點後第㇐位做四捨五入
在小數點後第二位做四捨五入
在小數點後第三位做四捨五入
移除小數點固定的設定






輸入㇐個數字之後按下鍵來指定分式中的分
子。
輸入㇐個數字之後按下鍵來指定分式中的分
母。
分子與分母都必須是整數，假如你輸入㇐個大於
1000的分母，或是㇐個結果出現分母大於
1000，TI-15會將結果以小數點的格式顯示。
分子或分母哪㇐個先輸入都可以。
鍵可以將㇐個非負整數從分式中分離。
鍵可以顯示㇐個選單讓你指定分式如何顯示
U n/d （預設）以混合數字顯示結果
n/d 以簡單（廣義）分式顯示結果
 鍵顯示㇐個選單讓妳指定簡化方式
Man （預設）需要以手動簡化分式
Auto自動地簡化分式結果到最小的程度
N/Dn/d 顯示分式的結果可以被簡化
鍵可讓你以手動的方式簡化㇐個分式。
鍵可在你最後㇐個手動簡化的步驟中顯示用
來簡化㇐個分式的因數，再按㇐次鍵可以恢
復之前的分式。
鍵可轉換㇐個混合數字的分式成㇐個廣義
分式，或是㇐個廣義分式成㇐個混合數字的分
式。
 鍵可轉換分式成小數，或是如果可行的話
轉換小數成㇐個分式。
假如分式或小數兩者都有問題的話，結果會以小
數的格式顯示，然而，如果你按下鍵且選
n/d 除式的結果將會以分式的格式顯示，如果可
行的話。.

百分比



在輸入㇐個數值之後按下鍵來計算百分比
按下鍵來轉換小數或分式來表來百分比

平方根和次方



鍵可讓你獲得㇐個數字的平方根，再輸入㇐
個數字之後，確定要靠近括弧。
鍵可將㇐個數字乘冪你想要次方。

Pi



鍵輸入㇐個內存有13個數字的Pi值
(3.141592653590)，在某些情況下，結果會帶
有符號顯示，而在其他情況下只會有數字出現。

記憶體

模式設定選單



運算的順序



在計算之後，按下鍵來儲存顯示的結果
到記憶體中，假如記憶體已經存有㇐個數值，新
的數執會取代舊的，當記憶體含有㇐個非0的數
值時，M會顯示在螢幕上。
想取回在記憶體中的數值用來計算的話，請按㇐
次 鍵。
想清除記憶體，請按鍵。








這些區域數值鍵也可與鍵運行

問題解決



此功能鍵  讓你可以練習或測試你的演算技
術，你可以選擇自動 Auto 或 Man 人工模式。
在自動模式 Auto （預設），TI-15以在算式中
缺少㇐個要素的方式顯示有問題（例如5+2=? 或
5+?=7 或 5?2=7)，你可以從3個困難程度中選擇
想要的問題類型，預設值都是等級㇐。
困難度，當進入時，按下  取得選單
表並且按下  或  來選取希望的困難度 (1,
2, 或 3)，然後再按下，TI-15會出現所
選取的問題種類。
問題的種類，在，按下  鍵進入選
單列表，在按下 或  來選取想要的問題種類
（加，減，乘，除，或是其他運算符號），再按
下鍵，TI-15將會顯示所選取的問題種
類。
1. 你可以輸入㇐個答案。
2. 假如你的答案正確，會顯示“Yes”，清除螢幕之
後，然後出現下㇐個問題。
3. 假如你的答案錯誤，會顯示“No”，會有指示符
號會提示正確答案比你的答案多或是少。
4. 錯誤的答案會被清除，且你可以對相同的答案
再次回答問題。
5. 如果你對同樣的問題輸入三次錯誤的答案，TI15便會顯示正確的答案，然後清除問題再顯示
新的問題。
計分板：TI-15再每5個問題之後會顯示計分板，
每個你所答對的問題會在計分版上注明“Yes”，且
連續回答三個錯誤的答案時，會出現㇐個“No”，
在100題之後分數版會歸零。
首先當你按下然後按下，螢幕會在出現問
題之前或出現選單之前短暫顯示計分板。
在  Man (人工)模式中，你可以編寫你的問
題，在時按下 獲的選單列表，然在按下
 選擇Man，在按下，這時TI-15準備好讓您輸
入你的問題和解決答案，此模式時僅接受非負數
的整數當作你的答案，你可以按鍵指定想刪掉
的要素。
在  Man模式中，可能輸入㇐個具有㇐個答
案，數個答案，或沒有答案的問題，TI-15會告
訴你，你的問題有幾個答案。
帶有刪除㇐個要素的問題通常只有㇐個答案，
你可以試三次，在三次錯誤的答案之後，計算
機會顯示正確的答案然後清除，你可以輸入新
的問題。
帶有刪除兩個要素的問題通常有複數的答案，例
如?+?=5有6個答案，?x?=24 有8個答案（在這種問題
中，問號通常取代了變數，他們通常不會出現在運算符
號或是答案的位置）這些問題在㇐個正確的解答或三個
錯誤的回答之後不會被清除，問題會保留讓你可以輸入
其他的解答，直到你用手動的方式按 鍵清除這個問
題。

(續)

問題解決

程式，你可以嘗試㇐次，因為不等式的敘述不是
正確就是錯誤，你可以輸入小數在不等式內，按
鍵㇐次可得到 <然後按鍵兩次得到>
要離開問題解決模式，請再按㇐次鍵。

     

在, Man模式，你可以決定位值在哪㇐個數
字，決定㇐個數目含有數個，數十個，數百個，
數千個，數十分之㇐個，數百分之㇐個，或數千
分之㇐個，或是決定在既定數目中位值在哪㇐個
數字。
決定位值:
在輸入㇐個數目之後，先按下鍵然後在按
下問題中的某個數字來決定這個數目中的整
數位或小數位。
如果你有㇐個數目裡面帶有重複相同的數字
時，你所按下的數字TI-15會辨識最靠右邊出
現的數字，如果要設定位值到靠左邊㇐點的
數字，則要在答案出現之前再次按下某個數
字，每次你連續按下某個數字時，就會顯示
到下㇐個靠左邊出現的某個數字並且設定位
值。
在, 模式中，你可以按  鍵進入設定位
值選單中
要找出㇐個數目有幾個，幾十個，幾百個，幾
千個時（預設）：必要時，按下  
 鍵，選擇11- 設定，再按下 鍵，輸
入想被分析的數目，再按，然後按下, ,
, , , , 或
要找出㇐個數目中某個在特定位置的數字時：
按下     鍵，選擇-1-設定，再按
下鍵，輸入想被分析的數目，按下鍵，
然後再按, , , , , , 或
答案會短暫的出現然後消除，此時你可以再按下
另㇐個數字或是位值鍵，當鍵的功能啟動
時，不㇐定要在既定的數目中對你希望檢視的數
字或位值前再按此鍵，在輸入分析㇐個新的數目
前需要按下 鍵並且再按㇐次鍵啟動。
要離開功能，請按 鍵。

錯誤情況
Arith Error 演算錯誤
Syn Error 語法錯誤
0 Error
企圖以0進行除式
Mem Error 在儲存輸入值到記憶體中發生錯誤
在進行步驟使用Op1 或 Op2時發生錯
Op Error
誤
Overflow 超出極限
Error
Underflow 低於極限
Error
在某些情況下， 鍵可以回復出現錯誤訊息前
的最後顯示。
錯誤出現時在瀏覽歷史中以Error代表。

電池更換
取下TI-15外面的保護套並且將計算機翻面平
置。
使用小的Phillips 螺絲起子取下後外殼上的螺絲。
小心地從後往前分開，從底部開始，注意:小心
不要破壞到內部零件。
用小的Phillips 螺絲起子取下舊電池，如果必要的
話，換上新的電池與後外殼。
注意: 在更換電池時避免接觸到其他TI-15的零
件。
必要時，同時按下 鍵和 鍵重啟TI-15 (清除
記憶體與所有設定)
注意: 請小心丟棄舊電池，不要點燃電池或是留
置在小孩可以碰觸到的地方。

可能遇到麻煩時
再次閱讀特定計算功能的說明指示並且重新正確
地執行。
同時按下 鍵與 鍵，可以清除所有記憶與設
定。
檢查並確定電池是新的且正確的安裝，當下列情
況時要更換電池：
按下 鍵沒有啟動計算機
或是螢幕變黑
或是有出現非預期的狀況時
可在下列情況繼續使用TI-15直到下次更換電池
時：
1. 在光源充足處曝曬太陽能板
2. 同時按下 鍵與 鍵來重新啟動計算機

當㇐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個正整數時(例如92時,

TI 產品服務與保證資訊

TI-15會指出沒有解答，但如果你輸入答案，他

TI 產品與服務資訊

將會告訴你是大於會是小於正確答案。

更多有關TI產品的資訊與服務，請用e-mail與TI
聯絡或是拜訪TI計算機全球互聯網官方網頁
e-mail address:
ti-cares@ti.com
Internet address:
http://www.ti.com/calc

服務與保證資訊
關於有關保證條件與效期資訊與產品服務，請參
考與產品內附上的保證說明或是與當地的德州儀
器經銷商/代理商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