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的解決方案，促進學習環境的數位轉型，提供教師
更多教學支援，讓學生更加投入學習討論。

未來教育解決方案

Tomorrow’s Classroom Today



ViewSonic 提供全方位的教育
解決方案，包括                              
一流的智慧互動電子白板產品系列，
以及  採用混合雲技術
的智慧互動電子白板軟體生態系統。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適切的教育科技 
(EdTech) 要件，結合現代教學法所需
的安全、彈性，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應
用情境；提供教師所需的數位工具，
節省寶貴的時間及資源。

參與度
學生可由任何地點即時連接課堂內容
並進行互動。

創造力
使用互動軟體，在顯示幕上繪製更具
吸引力的教材。

開放 | 跨平台 | 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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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
高效無線畫面共用、快速存取內容，
以及雙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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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UP 教室的合作性質，可幫助學生
進行更深入的小組討論。教師從中指導，
推動學生的學習過程。

指派小組報告主題
•  輕易將教材投影到小型討論空間

的顯示器。*

* 註：需要多套 ViewBoard 硬體裝置和軟體/應用程式才能使用。

動態小組討論
•  所有學生都能輕鬆鏡射自攜裝置 

(BYOD) 的內容 *
•  在白板模式下輕易切換標註/數位

標籤，增進討論效果。*

簡報和意見討論
•  快速拖放以共用螢幕內容 *
•  及時提供師生間的雙向意見

討論。*

打造 SCALE-UP 教室

學生互動學習教室 (SCAL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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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討論空間
較小尺寸的 ViewBoard 或非觸控
簡報顯示器，增進小組討論時的
創造力和分享。



美國莫比爾郡公立學校  
(Mobile County Public School) 
科學研究室設備更新為 ViewBoard IFP7550，
鼓勵學區內的積極學習。

美國范德比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世界聞名的范德比大學在小組討論時使用 
ViewBoard IFP8650 互動顯示器。

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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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區
ViewBoard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可
放大教師的教材和學生的功課，
同時鼓勵同儕合作。

中央教學空間
教師可以決定要展示哪位學生的
成果。

* 模擬情境影像

* 模擬情境影像



ViewSonic相信，有充分的
軟硬體，才能協助教師將
教育做最有效率的應用。
因此，新世代教育科技的目
標是創造高互動、高協作的
翻轉學習環境和更佳的使
用者體驗，提供教育工作者
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用 ViewBoard S 進行 
面對面教學
•  ViewBoard S 可讓教師在運用觸

控和投影影像的同時，維持與學
生的目光接觸。

用直覺式標註改善投入程度
•  流暢書寫及繪圖。
•  在任何應用程式上標註。
•  鼓勵小組互動。

用單一來源改善管理
•  管理內部網路上多部 

ViewBoard 的內容及預設值。
•  控制多部 HDMI 裝置。
•  相容於 Crestron/Extron/AMX/

SureMDM。

特色和優勢

新世代的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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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標註
在更大的畫面上。

LAN (Cat5 或 Cat6  
乙太網路線)

HDMI 連接線

USB 連接線



英國阿士福特學校 (Ashford School)
英國阿士福特學校的數位學習主任選擇 
ViewBoard IFP7550 和 ViewBoard S 做為教學
工具首選，在校園及遠端與學生互動。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T)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電競培訓研究室使用 
ViewBoard IFP6550，在競爭中保持領先。

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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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互動電子白板
取代傳統的互動電子白板 (IWB) 
或互動投影機。

 

短焦投影機
以 HDBaseT 或 HDMI 即時同步 
ViewBoard S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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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於現有 
硬體及軟體

智慧個人化設定檔

防眩光玻璃

遠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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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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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沉浸式學習環境的數位白板平台



ViewBoard®

IFP50 Series

Windows Slot-in PC
VPC10-WP-3

55” 65” 75” 86”
IFP5550 IFP6550 IFP7550 IFP8650

解決方案產品組合

數位白板應用程式
 原生應用程式

•  Windows 和 Android 原生應用程式
•  以加密和 SSO 身分驗證維護安全性
•  支援 .iwb 匯入，具備開放格式檔案相容性
•  內部開發，提供更多自訂選項

無線畫面共用應用程式
 投影

•  無線內容共用以達成「連線合作」
•  支援所有 BYOD 行動裝置，包含 

Windows、macOS、iOS (eAirplay)、Android 
和 Google Chrome OS

IFP50 Series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
•  3840 x 2160 4K 解析度
•  20點觸控功能
•  Floating Pen 隨需註記工具列
•  ViewBoard 2.1 互動式觸控白板註記軟體
•  內建ARM Quad-core CPU 及16GB 記憶體
•  內建協同合作

 專用嵌入式電腦
•  支援雙頻無線Wi-Fi(2.4GHz/5GHz)及藍芽功能
•  Intel® Core™ i5處理器
•  內建8GB DDR4 記憶體128GB SSD硬碟 

(可擴充到256GB)
•  4K DisplayPort、HDMI、VGA、USB 3.0 及 

Gigabit LAN RJ45連接埠
•  隨插即用方便存取
•  ViewBoard IFP8650| IFP7550| IFP6550 | 

IFP5550 專用 8



備課
以說明圖表和教材，讓您的課程脫穎而出。從 
Google G Suite、Microsoft Office 365、Smart 
Notebook、Active Inspire 及其他數位白板解決
方案匯入各種課程。

如何讓課程具有吸引力？

採用混合雲技術的白板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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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從雲端呈現您的豐富課程內容，並同時分發到任何連接網際網路的裝置或顯示器，營造引人入勝的
教學環境。

參與
使用各種白板和視聽工具，維持學生專注程度。學生可以進行隨堂測驗，並以文件、影像和影片的
形式分享意見。

立即掃描 QR 碼以獲得更多資訊， 
或在 myviewboard.com 上免費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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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ViewSonic Corporation.版權所有。 
援引影像僅用於產品說明。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人之財產。
如有疏誤，恕不另行更正。

ViewSonic亞太總部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92號9樓

•  全球總部：
美國加州布雷亞。

•  區域總部：
倫敦、台北、上海等全球 
46 家辦事處。

•  產品在 100 多個國家均有
販售。

詳細資訊請見：
education.viewsonic.com
www.myviewboard.com

為何您應該選擇 ViewSonic
ViewSonic 是視覺顯示解決方案的創新者，
具備 30 年的經驗，以多樣產品組合，持續
幫助所有人「See the Difference」(看見不
同)，包括螢幕、商用顯示器、ViewBoard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觸控顯示器和投影
機；以及我們領先業界的軟體和服務，
例如我們用於數位白板的創新混合雲 
myViewBoard 生態系統。

我們的合作夥伴

ViewSonic
全球總部

美國加州布雷亞

ViewSonic
歐洲總部
倫敦

ViewSonic 中國總部上海

ViewSonic
亞太總部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