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複合教學
解決方案
為課堂學習空間
帶來教學無限可能



關於 
ViewSonic Education
為教學現場量身打造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數十年來，ViewSonic 持續在專業視訊科技領域悉心耕耘，致力於啟發
世界看見平凡與不凡的差異。

 我們透過提供一系列的高品質顯示器，給予教育工作者和學習者無與倫
比的清晰視覺體驗。不論是從早期 PC 時代的個人顯示器至功能更進階
的 ViewBoard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我們在好幾個世代的更迭期間，不
斷學習並汲取寶貴經驗，造就創新與成長的驅動力。

ViewSonic 作為教育科技的領導品牌，在近代瞬息萬變的教育領域扮演
領航角色，為現今的教學現場以及下一代的教育開創出符合師生需求的
全方位解決方案。



品牌宗旨
我們傾力於解決師生在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各種實際難題，專注於帶給教育
領域全新的面貌。藉由不斷創新、研發一系列專為教育需求打造的產品，
結合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我們承諾與您一同找到最佳的教育解決方案並
共創成功。

教育數位轉型
ViewSonic 深知複合學習將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關鍵一

環。對此我們致力於提供最適宜的軟體與硬體，以期

將實體授課有效和數位媒體與最新技術進行結合。

 
 全方位解決方案 
我們為數位時代的教育者提供他們所需的工具，讓各

年齡層的學習者能在實體教室、演講廳或個人學習空

間同步參與課程。

 
以人為本的技術
我們了解每位使用者各有其獨特需求和實施條件。我

們將與學校密切合作，以調整、開發、規劃並導入完

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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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  
從 ViewBoard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各款顯示器、投影機至電視
牆等，ViewSonic 所提供的硬體產品完整涵蓋了現代教學場域所
需的視訊解決方案。

軟體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具備一切教師所需的功能與工具，
從備課、授課到課堂參與，適用於實體授課、線上教學與複合
式同步教學等環境。

ViewSonic 教育解決方案的 4 個關鍵要素

為什麼選擇 
ViewSonic
教育解決方案？
親自見證 ViewSonic 
的不凡之處



資源  
選擇 ViewSonic 教育解決方案為您的教學場域帶來全新面貌，並
善加利用我們豐富的 myViewBoard 原創內容以及 Library 實用資
訊，成功打造最佳的複合教室環境。 

支援
全面到位的支援服務，包括完整實用的入門導覽文件、完善的產品
保固以及來自 EdTech 專家的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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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onic 一整套完善的教育解決方案是針對現代教學現場與
未來教育趨勢的理想首選。  

 不論是線上線下同步教學，還是非同步的實體授課與遠距學習
，我們的全方位教育解決方案皆可有效連結教學場域中的教育
家與學習者，實現教學零距離。 

從教室用顯示器如 ViewBoard 智慧互動電子白板與無線簡
報解決方案，至個人顯示器與攜帶式顯示器，ViewSonic 憑
藉數十年在視訊解決方案領域耕耘的深厚經驗，傾力協助學
生、教師、學校行政以及 IT 專業人員，解決其在教學現場
所面臨的各項問題與挑戰。 



我們的學習型態
已不同以往…

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下，疫情毫無疑問地改變了我們的教學樣貌，並
加速教育的數位轉型過程，迎來教室 4.0 的時代。數位優先的教學模
式已不只是新常態 (new normal)，而是新基礎 (new minimum)。

然而，對於許多教育工作者來說，全然採用線上教學儘管可能是數
位教學的第一步，但卻無法避免犧牲了一些在實體授課才能擁有的
元素。因此，能夠完善結合線上線下兩者優勢的複合式教學，成為
唯一可以切合當今數位教學痛點與趨勢的教學型態。

我們需要的是：
• 教學時間、地點與方式具備更高的靈活性 
• 教學模式對於特殊需求的學生具備更高的包容性
• 囊括完整一系列教學工具的數位教學平台
• 擴展性高的解決方案，突破文化與地理限制 



… 因此我們改變了 
我們的教學方式 

ViewSonic 複合教學
• 適用任何空間的高畫質顯示解決方案 
• 基於雲端的數位教學平台軟體
• 豐富的原創內容與備課工具 
• 完整的支援服務與相關實用資源

基於現今的教學面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更理想的教學空間。同時，我
們也需要讓學校與家中環境不那麼僵化，以能對於多元化的教學需求有更靈活的
適應能力。

 ViewSonic 一系列出色的顯示器結合強大的數位教學平台軟體，不論教師與學生
身在何處，都能有效建立彼此的緊密連結，為師生創造最佳的教學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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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教室

現代化教室在設計上需要前所未有的靈活性，該如何縮短實體教室與虛擬學習環境
的距離將是一項重大工程，而其所評估及考量的重點在於採用最適宜的技術與科技
，來連結不同所在位置的師生。 

線上線下同步教學互動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輕鬆連結線上與線下複合教學，跨裝置建立、儲存
與分享內容，不論是面對面授課、線上教學還是複合同步，都可以帶給學生具
有最完整互動性的課程體驗。

教室 4.0
師生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所需工具，在以互動性為設計核心的硬體裝置與整合軟
體平台上進行有效溝通與協作。

教學全方位呈現
透過一系列為拉近師生距離而精心設計與部署的顯示器，有效將師生和課程內
容串連起來，讓教師可以同時與教室中的學生和遠距學生建立視覺上的連結。

實現師生教學零距離的新興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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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機種 其他機種

ViewBoard 86" (IFP50-3 系列)

嵌入式電腦 (VPC15) 

ViewSonic 投影機

觸控顯示器 (TD 觸控系列)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

ViewDirector 個人導播軟體

VB-Cam-001 (網路攝影機)

ViewBoard 內建 Android 作業系統

LED 電視牆

商用機種顯示器 (VG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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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教學

在家教學對於許多教師來說是一大挑戰，然而通訊與視訊科技的革新有效縮短了遠
距教學的距離，讓教師得以重新打造精彩的課堂體驗，而不受地點的限制。

給予備課與授課更大的工作空間
絕佳的課程內容若侷限在筆記型電腦螢幕上呈現豈不是相當可惜？不論您是要面對
面授課、線上教學或是實現複合教室中的線上線下同步教學，您都可以善加利用您
的工作空間，透過大尺寸的顯示器呈現生動的多媒體內容，為學生帶來最引人入勝
的課程體驗。

個人電腦適用的數位白板
個人互動顯示器搭配完善雲端整合的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將讓您隨時隨
地不論身在何處，都能靈活使用數位白板。您可以在任何連接上 myViewBoard 的
顯示器上，輕鬆建立並分享課程內容來進行授課。

與學生建立更佳的連結
透過內建的螢幕畫面管理、專屬的虛擬教室空間與其他功能整合，以及高畫質顯示
器，您現在可以輕鬆且清楚地一覽您的學生與他們的線上課堂作業。

突破空間限制，隨時隨地備課與授課



推薦機種 其他機種

ID1330 手寫液晶顯示器

商用機種顯示器 (VG 系列)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

VB-Cam-001 (網路攝影機)

無線麥克風

娛樂機種顯示器 (VX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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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學習

複合學習儼然模糊了家中與學校的界線。如何妥善融合線上遠距學習與線下實體學
習，取決於學習者個人或課程架構。因此，遠距學習者需要具備充分靈活、功能多
元的個人學習配置來迎合各項學習需求。

護眼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螢幕
ViewSonic 顯示器具備高解析度、藍光過濾、無閃爍以及基於人體工學可調整
的支架*，有效減輕您的雙眼負擔與不適。 

每位學生擁有自己的顯示裝置
任何學習環境配置將基於不同的空間、技術要求、與學習者個人需求而異。所
幸的是，ViewSonic 提供完整一系列的顯示器，可以迎合各種特定尺寸、規格
與學生選購需求。

為互動式課程量身打造的視訊解決方案
ViewSonic 針對個人提供各式各樣的學習用設備，從手寫裝置與攜帶式顯示器
到觸控式與非觸控式的高解析度個人顯示器，讓學生擁有最佳的課堂互動與協
作體驗。  

為您的居家環境建立充滿互動連結性的學習空間 

*該功能僅適用特定型號



其他機種 推薦機種

ID1330 手寫液晶顯示器

家用/辦公用機種顯示器 (VA 系列)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

VB-Cam-001 (網路攝影機)

無線麥克風

ID710-BWW 手寫液晶顯示器

娛樂機種顯示器 (VX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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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透過豐富完整的軟體功能重新塑造了人與人的溝通模式，不論是實
體授課、遠距教學、還是複合教室環境，教師皆能透過任何裝置輕易將課程內容數位化呈現給課
堂學生，嶄新的課堂學習體驗從而誕生。

備課
直接在 myViewBoard 上建立互動性的多媒
體課程內容，或是透過匯入現有課程檔案，
將教學資源完善整合。您可以儲存您的教案
內容，以便日後使用或分享給您的工作夥伴
，讓您日常備課更容易。 

myViewBoard 數位白板 (線上版、Android、Windows)
您專屬的數位白板，讓您不論是實體授課還是遠距教學 ，都能輕鬆備課、授課並增進課堂參與

myViewBoard Clips
適用任何教學場域的影片輔助學習平台，提供 2,000,000+ 部精心
製作、全年齡適宜的教育授權影片，輕鬆豐富您的課程內容

myViewBoard 數位教室
隨時隨地，建立一個可以有效提升學生課堂參與和課堂
協作的數位教室 

授課
透過在數位白板軟體中即能完整取得豐富
線上資源，或是從雲端載入預先製作的課
程內容，輕鬆開始授課，為學生帶來最引
人入勝的課程體驗。

課堂參與
除了透過軟體一系列的功能分享媒體內容，並
讓學生與課程內容互動外，您可以將課程內容
即時同步至任何學生所在平台與地點，有效拉
近學生距離，實現線上線下同步課堂協作。

一整套符合教師實際教學需求的教育用軟體 

更多實用
教學工具

數位白板

數位教室



功能一應俱全的
視覺化學習平台

基於網路的裝置管理解決方
案，透過瀏覽器即可線上遠
端進行裝置管理與維護

不需下載、不需依賴無線接收
器的無線投影解決方案

myViewBoard 數位白板專屬的
直播應用程式，輕鬆將您的數位
白板內容連接至社群網路的直播
串流服務* 

myViewBoard 數位白板專屬的
螢幕錄製應用程式* 

為數位白板遠端控制、互動與
管理量身打造的手機應用程式

myViewBoard 數位教學平台涵蓋一系列的實用工具，致力於成為系統管理員
、課程設計者與學校領導角色的得力助手

*目前僅支援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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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

無線投影

互動小幫手

直播串流

螢幕錄製



立即安排產品演示
想要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產品嗎？ 
現在就聯絡我們以安排產品演示
讓我們的專業團隊現場為您詳細介紹複合學習解決方案

全球總部：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布雷亞 (Brea) 
區域總部：
倫敦、台北、上海以及其他 46 個全球據點。產品銷售範圍遍及 100+ 個國家。
 
了解更多： 
viewsonic.com/tw/education myviewboard.com
manuals.viewsonic.com wiki.myviewboard.com

關於 ViewSonic
ViewSonic 作為影音解決方案領域的領導品牌已經超過三十年，服務範圍遍布全球。我們堅信，透過與教育工作者
的密切合作，可以帶給他們永續性的成功和更佳的教學成果。

 我們憑藉著深厚的專業與悠久的經驗，洞察教師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和潛在需求。

無數認證與肯定

2000+
卓越品質獎

創新精神與前瞻視野

80+
全球研發人員

全球市場領導品牌

100+
各國銷售據點

聲譽卓著

30年
深厚產業經驗

Google for Education
Part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