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NTS
SIN CHENG INFORMATION 目錄

01 Maker 實驗工作坊

02 3D VR / AR / HA
互動創意

05 智慧校園 /
特色教室規劃

03 多媒體設備

04 翻轉教學教室規劃



3D 掃瞄器

隨著 3D 掃描技術的引進 , 模具檢測和

生產工具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台階。

曾經用傳統技術完成的測量 , 比如 CMM( 坐標測量機 )

或者其他的接觸式測量技術，現在都適合用光學設備

進行測量。為了測量一個物體的狀 ,CMM可能要獲取

幾百個特徵點剩餘一部分不檢測。這種近似法是可取

的，因為一個完整的對象檢測可能花費太長時間，並

且成本會過於昂貴。由於這種近似法，臨界區域可能

部分地或完全地沒有被測量機採集到。

Open Technologies 3D 掃描儀可以快速地創建一個完

整的 3D 模型，幾乎每一部分的每一個表面上都可以

獲取數千個點。為了保證生產質量 , 我們定期檢查

LED 的鏡片模具，並驗證是否需要矯正。

為了減少產品的裝配時間 , 具有簡單特徵的簡單零件

不再是基準。零件需要快速準確地驗證，Cronos D 的

測量方式可以克服 CMM的限制（例如在檢測複雜形

狀的俯視區域）從而提供良好解決方案。光學測量是

一個選擇。越來越多的公司都配備 3D 掃描儀，以加

快檢測流程。 Cronos Dual 的準確性，保證您存儲準

確的 3D模型，以便用於逆向工程。

目標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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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金屬結構

快速扣鎖

最大高度 188cm

承重能力：12kg

全自動掃描

完全支援軟體控制

可直接與掃瞄器進行連結

滾輪箱體方便移動

電腦切割海綿保護機體

行李箱提把

高度 0.4m-0.2m 橫臂：0.9m

配有不鏽鋼托盤，防反光防

滑墊

滾輪式可定位底座，穩固且

位移方便

工作流程

齒輪是三腳架 全自動轉盤 ( 選配 )

便攜行李箱 滑輪式腳架 ( 選配 )

Cronos 3D 配件表

Cronos Dual 2Mpx, 200mm 是

這項任務正確測量體積的設

備。它的視野完全適合模具的

尺寸。

多邊形網格是一種輸出格式，

幾乎可以在每個 3D 軟件環境

中導入。 Optical RevEng 允許

您在平滑度方面獲得網格的最

大優化 , 特徵和样式線條增強

還有計算工量的輕量化。

該物體用幾個圖像就可以完全

獲取，而且每個特徵都具有高

的分辨率。掃描程序在單個傳

感器位置進行 10次掃描 , 每個

範圍圖像將由軟件自動合併和

保存。

Optical RevEng 允許您在平滑

度方面獲得網格的最大優化 , 

特徵和样式線條增強還有計算

工量的輕量化。

一旦網格生成，加上少數網格

增強命令 , 多邊形模型已準備

好從 Optical RevEng 導出到檢

測程序中。

檢測是通過 3D 軟件 Geomagic 

ControlX 來執行 。它允許您

自由選擇如何對齊 3D 模型 

(RPS,3-2- 1, 最優匹配等 .)，它

的功能是檢測。您可以顯示偏

差圖，並在獲取的多邊形模型

和 CAD數據之間標記相關的偏

差。如果有必要檢查多個對象 , 

ControlX 可以自動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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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es Q1

產品包含

操作說明

3D Printing
UV Curable

No Melting Plastic
USB Charging

Portable
Child-Safety
Switch

產品特色

本產品使用光敏樹脂作為材料，並非他牌熱

熔塑料，無論大人小孩，使用更安心。

光固化可製造更特別的剔透感，更有多種墨水可

供替換。

騰空作畫，想法不受限。

① Future Make 光固化筆

② USB 連接線

③ 畫板

④ 筆架

⑤ 安全插針

⑥ 一罐專用墨水

541 2 3

Ambient-TEMP Operation
No Melting in High TEMPUSB 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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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點

產品規格

關於

固化迅速，容易安排課程

安全開關保護使用者的眼睛

操作簡易，迅速上手

產品重量 : 200g

耗材種類 : 光敏樹脂

操作方式 : 實體按鍵切換

固化燈源 : 藍光

充電方式 : USB

充電時間 : 3 小時內

Future Make Tech. LLC 是 3D 列印行業

的領先創業公司，專注於研究開發 3D

光固化技術，使光固化技術更平易近

人，完善的客戶服務系統更提供使用者

最安心的使用體驗。

Polyes Q1 是 2016 年於 KS 平台上成功

且優良評價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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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帶學生進入盡情創作、任性思考的魔力世界，畫面不再是只在紙面上，在 3D列印的持下，讓

學生的思考模型可延伸、可站立。

鍛鍊動手能力

設備尺寸
Dimension

設備尺寸
Dimension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成型尺寸
Build volume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吐絲速度
Printing Speed

成型精度
Printing Accuracy

噴頭規格
Nozzle Diameter

加熱溫度
Heating Temperature

連接方式
Connectivity

筆頭溫度
Print Head Temperature

平台溫度
Heated bed

耗材類型
Consumable Type

檔案格式
File input Format

切片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噴嘴直徑
Nozzle Diameter

噴頭溫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支持系統
Software compatibility

140x15x16mm

305x310x425mm

φ1.75mm   PCL

φ1.75mm 
PLA   ABS

三維成型

120x120x150mm

FDM

FuZhu3d/cura

0-120cm/min

±200μm

φ0.2/0.4mm

windows

80℃

SD 卡

25℃以下

Max120℃

eMate（低溫耗材）

stl/gcode

0.6mm

Max 250℃

培養立體空間思維 激發創造力想像力 培養創新意識

創客．教育 3D設備

國小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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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型的創客機台，富助技研更與設計團隊開發了中型的 3D列印機，滿足學生列印中大型物件的列印需

求，使列印想法的過程更加不受限，盡情創作放肆思考。

設備尺寸
Dimension

設備尺寸
Dimension

設備尺寸
Dimension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尺寸
Build volume

成型尺寸
Build volume

成型尺寸
Build volume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成型精度
Printing Accuracy

成型精度
Printing Accuracy

成型精度
Printing Accuracy

噴頭規格
Nozzle Diameter

噴頭規格
Nozzle Diameter

噴頭規格
Nozzle Diameter

連接方式
Connectivity

連接方式
Connectivity

連接方式
Connectivity

平台溫度
Heated bed

平台溫度
Heated bed

平台溫度
Heated bed

檔案格式
File input Format

檔案格式
File input Format

檔案格式
File input Format

切片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切片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切片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噴頭溫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噴頭溫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噴頭溫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支持系統
Software compatibility

支持系統
Software compatibility

支持系統
Software compatibility

394x397x425mm

475x477x636mm

560x560x760mm

φ1.75mm 
PLA   ABS

φ1.75mm 
PLA   ABS

φ1.75mm 
PLA/ABS/PA/⋯

200x200x150mm

280x280x300mm

360x360x400mm

FDM

FDM

FDM

FuZhu3d/cura

FuZhu3d/cura

FuZhu3d/cura

±200μm

±200μm

±200μm

φ0.2/0.4mm

φ0.4mm

φ0.4/0.8mm

windows

windows

windows

SD 卡

SD 卡

SD 卡 /USB

Max120℃

Max120℃

Max120℃

stl/gcode

stl/gcode

stl/gcode

Max 250℃

Max 250℃

Max 250℃ /400℃

中型 3D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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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客．教育 3D設備

3D 列印將顛覆傳統教育方式，利用 3D 列印讓枯燥的課程內容生動起來，是一種同時擁有視覺與觸覺的新

式學習方式，擁有極強的誘導性，在觸覺學習中，學生不須再平面上看文字或圖形，而是透過觸覺觀察核

心概念的立體模型，使學生更能吸收與消化，不易忘記所學。

指導學生使用 3D 列印製作出精

美的數學模型，使教學更直觀，

幫助學生驗證教材中的公式，使

學生更能理解空間的觀念，並更

容易構建完整的空間想像力。

3D  列印真實比例的生物器官模

型，讓學生直接看到生物結構。

利用 3D 列印機對以丟失或損壞

的歷史文物進行修護，更可以列

印過去的文物模型讓學生直觀的

欣賞到實物

利用科學模型讓學生的動手能力

提升，創造思維的創新。縮短”

想像”與”實際操作”的距離。

創新教育

數學（Maths)

生物 (Biology)

歷史 (History)

科學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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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溫 400 度噴頭 專利噴頭結構，出絲均勻，

兼容多種耗材，適應長時間列印。

磁吸式軟平台 首創磁吸式柔性列印平台，輕鬆

取下列印成品。

工業級導軌 工業級導軌組合，實現超高精度控

制。

全金屬機身 全金屬機身結構，高精度 CNC 加工

穩定耐用提高成功率與高精度列印。

增材製造的技術不僅可以讓 CAD系統設計的形狀直接被列印出來，還有助於加快概念設計的實體化，縮短

設計完成的時間。更可以幫學生理解設計、製造和成本三者之間的關係，尋找互相借鑒和融合的優化設計。

設計時更可以思考哪些參數必須優化，當交貨時間緊迫時，更知道如何節省產品製作時程，考慮更多的加

工條件，並透過獨特的設計減少後處理步驟的需求量。

機械工程學院

富助技研的 3D列印機可以完整呈現電腦中的數字模型，使學生更

好的評估設計結果。

快速、經濟的模型列印讓整棟建築的模型設計化為可能精準的列印

更讓學生可以輕鬆的分件設計、無痛列印。

利用 3D列印技術可以讓更多人直觀的看到作品之美，給學生超乎

想像的成就感。

讓學生輕鬆地把產品實體化，更容易掌握產品存在的優缺點，使設

計更直觀，更貼近市場。

建築工程學院

美術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院

大學教育

設備尺寸
Dimension

成型材料
Consumable

成型尺寸
Build volume

成型原理
Printing Technology

成型精度
Printing Accuracy

噴頭規格
Nozzle Diameter

連接方式
Connectivity

平台溫度 / 環境溫度
Heated bed /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檔案格式
File input Format

切片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噴頭溫度
Printing Temperature

支持系統
Software compatibility

560x560x760mm
φ1.75mm 

PLA/ABS/PA/PEEK⋯

600x580x700mm

FDM

FuZhu3d/cura±200μm

φ0.4/0.8mm

windows

SD 卡 /USB Max120℃ /Max80℃

stl/gcode Max 400℃

獨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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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 解析度

操作軟體

點距 (mm)

工作電源

單幅掃描範圍

紋理色彩

尺寸

可選自動轉盤埠

精度 (mm)

作業系統

重量

工作環境溫度

掃描時間

輸出格式

光源

設備連接埠

2x310 萬

Optical RevEng 2.3

0.05

90-230V AC

110x80mm

彩色

505×443×230

USB*1

可達 0.01

相容 windows7  windows8

4kg

5-40℃

＜ 4s

stl,obj,curves,section,iges

LED

USB*2 及 HDMI 高清口

AURUM 3D 掃描機

掃描器尺寸 400x105x92 mm

掃描技術 : 結構光

掃描範圍從 100x80mm到

500x400mm

點距 0.078mm到 0.39mm 

建議配備 CPU Quad Core 2 Ghz, 

8GB RAM, VGA

作業系統Windows 7/8/10-64bit

相容性 X2 USB2 (500mA),x1 HDMI

Scan in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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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體重量 5.5kg

掃描時間 ≤4s

掃描距離 200mm到

1120mm

顏色 : 全彩有轉檯

輸出格式：

OBJ,STL,PLY,OFF

可選軟體 IDEA

Cronos 3D 掃描機

130 萬畫素

外形尺寸

310 萬畫素

軟體

200 萬畫素

光源

精度mm

輸出格式 ( 網格 )

工作電源 

工作電源 

重量

紋理顏色

軟體

掃描時間

輸出格式 ( 點雲 )

工作環境溫度

工作環境溫度

掃描範圍 A:200*150*200/   400*320*400     B:250*200*250  /  500*400*500

540*250*125 

掃描範圍 180*135*180   /  350*225*350 

相容 windows7  windows8 以上

範圍 A:150*115*150/  300*240*300          B:170*130*170/340*225*340

LED

0.01-0.03*

stl, obj, ply, off, om

90-230V AC

90-230V AC

點距 A:0.15mm/0.31mm                      B:0.19mm/0.39mm

7kg

點距 0.08mm/0.17mm 

彩色

點距 :A:0.09mm/0.18mm                         B:0.10mm/.21mm

Optical RevEng 2.3

＜ 4s

asc, xyz, pts, opt, vtx

5-4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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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行動裝置的

快速 3D掃瞄器

美國 Occipital 公司
以 3D深度感測器為基礎的掃瞄器可裝配於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能夠重製物體的模型。
重要優勢：可應用於 3D列印、3D為徒、遊戲、擴增實境 (AR)、以及虛擬實境 (VR) 等領域。

加拿大Matter and Form 公司
搭在高解析度影像感測攝影機的桌上型 3D掃瞄器，可以提供掃彩豐富的 3D影像並為物體建模。
重要優勢：能對物體進行高精細度的掃描，並提供物體結構的細節。

美國 3D Systems 公司
名為「Sense 3D」的可攜式手持 3D掃瞄器，毋需特殊的平台即可掃描物體。
重要優勢：能藉由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介面直接編輯掃描取得的影像。

美國MakerBot Industries 公司
將物體放置於可旋轉的平台上，讓竟至於支撐臂的影像感測器掃描物體。
重要優勢：能快速輸出掃瞄物體的影像，讓設計師與 3D建模師及早為 3D列印做準備

具備先進影像感測

攝影機的 3D掃描器

手持式的 3D掃瞄

器

結合可旋轉平台的

3D掃瞄器



【MAKAR】

AR擴增實境編輯平台
十分鐘創建個人專屬 AR作品

MAKAR 是一個開發式的 AR編輯平台，

任何人與企業都可以使用，不需要程式

編譯。開發者可以自由創建圖像，添加

需要的元素，快速更新各種內容，並儲

存在MAKAR 的雲端服務器。

MAKAR 編輯器

MAKAR 是一個跨平台的 AR瀏覽器，用

於分析圖像、物件等特徵，將開發者所

製作的 AR 內容疊加於現實空間中，增

加虛擬資訊與多媒體互動的能力，為這

個世界添加更多有趣的訊息。

MAKAR 瀏覽器

自主研發
圖形識別

支援多種
操作平台

一鍵分享
自主研發
AR引擎

內容豐富 硬體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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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創新服務讓一般企業、廣告公司、學校單位、民間單位等，免費且快速十分鐘內創建 AR、

VR、MR 並即時雲端上線。預計解決台灣 ARVR 市場無法快速擴大化的問題，可以想像 AR 名片、

AR故事書、AR喜慶賀卡、AR影片等⋯.人人都可以使用MAKAR自由編輯，並且不需學習程式編輯。

全台唯一內容開發工具平台

廣告

建築

教育

製造業

旅遊

娛樂

隨著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許

多廣告商結合 ARVR 體驗式行

銷，MAKAR 適合設計師及開

發人員使用。

鑑接業界專業軟體，透過三維

空間擺設，快速整合現有 3D

素材，使用MAKAR 展示您的

家具設計與室內空間擺設。

擁有多平台系統軟體整合與業

界串聯零距離，不需學習程式

編譯，讓老師及學生可以快速

創建 AR、VR、MR。

打破傳統式行銷方式，結合擴

增實境展示您的產品內容讓

DM說故事，每一隻手機手機

都將成為您的超級業務。

MAKAR 提供多項互動功能模

組，包含博物館、動物園、主

題樂園，將現有的看板、紙本

手冊加入擴增實境，為旅遊加

入繽紛色彩。

MAKAR 將推動新型態互動媒

體，開發者可快速創建的工

具，包含玩具、遊戲、商圈、

集點活動、刮刮樂⋯整合多層

次行銷元素。

3D
 V
R
 / A
R
 / H
A

互
動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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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教育虛擬實境 整合教育平台

解決教學現場的痛點，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老師

們成為解惑者學生複習課程變得更加容易。

平台功能介紹

虛擬班級

教師能夠於平台上設立虛擬班級，學生輸入代號之後便

能夠輕易地加入班級，並且透過班級的區分快速掌握各

個班級於課程中的使用狀況。協助教師於成效判斷時，

能夠跳脫紙本的數據，而從虛擬實境課程中獲取更多元

的資訊。對於線上或線下的班級狀況掌握，能夠有相輔

相成的效果。

課程任務

教師能夠使用任務發送機制，達到課前預習、課後複習

的效果，針對的對象可以視個人與班級，達到回家作業

或者是課後輔導的作用。教師可以於各科的任務頁面中

查看每個人的執行情況。

13

學習歷程系統

善用虛擬實經高互動的特性，平台會搜集學生於課程中

的行為數據，並且將行為數據視覺化、圖形化、進而判

斷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度、學習效率與各個時間段的答

題情況等資訊。

跳脫以往成績判斷的基準，我們透過行為數據可以推估

學生是否有猶豫的情況，並請以最後的理解度作為參考

依據，協助教師提生班級的學習動機外，同時也助於學

習表現的提升。

虛擬實境整合性教育平台

平台內容除了國教課綱數學、英文、物理、生物、地理、

化學等科目以外，亦包含科普相關虛擬實境課程。網羅

相關的虛擬實境課程，同時亦有 APP 可搭配使用。使用

者於 Surrel Edu. 平台上即可解決對於虛擬實境教育的所

有需求。

配合教育部頒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增科技領域 Surreal Edu. 推

出全新科技教室建置方案 , 除硬體可租用以外 . 全系列 VR相關

課程互動性高 , 影音聲光情境逼真 , 讓老師輕鬆上課 , 提高學生

興趣且課程更容易理解 , 配合高擬真虛擬實境 , 提升更好的學習

成效 .

虛擬實境 / 擴增實境 國高中課程

生活 / 資訊科技教室建置方案

超現實教育虛擬實境課程平台 , 後台建置智慧分析系統 (Surreal 

IAS), 將使用者使用 VR互動硬體設備 , 記錄其學習過程動作 , 評

估場景的敘述聲音跟學生互動的學習模式 , 建立行為特徵點 , 如

聽到機器人敘述的反應等.Surreal IAS 智慧型分析系統自動記錄,

分析 , 優化 , 可以讓老師或者系統開發製作者變更設計或強化知

識含量 , 以置入學習 , 不斷提升學習品質與學習動機創造個人學

習的獨特性。

超現實教育虛擬實境課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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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 AR/VR 課程 Surreal

課程包含化學、生物、數學、物理英文、地利、地球科學、防災教育等。

多元課程均衡發展，提高抽象學習的理解力不再是夢想。

超現實教育 - 生物科

細胞工廠

學習課堂中的細胞結構有困難嗎？不要害怕！您被邀請參觀”

細胞工廠“，您可以安全地檢查並且組裝活細胞（他們不會

咬人）。來吧，成為一個細胞工程師，並創建你的第一個細

胞！

<< 細胞工廠 >> 是一款ＶＲ互動遊戲，可幫助您了解基本的細

胞結構，您將能夠仔細觀察每個細胞器並了解其功能，同時

將不同的細胞器放在一起以創建一個真核細胞。通過這種高

度互動性的體驗，您將同意這是未來學習的最佳途徑。

超現實教育 - 化學科

原子塔 VR

生活中看不見的化學元素，運用 VR技術可以拿在手上近距離

觀看，在原子塔，學生可以清楚看到化學元素的原子架構與

電子數量，並且親自親組合電子來達到學習記憶目的。

有背過化學元素週期表嗎？沒有也沒關係，玩了原子塔 ATOM 

TOWER 以後你想忘也難！

玩家扮演一個箭塔上的原子弓箭手，掌握強大的化學元素魔

法，擊退來自四面八方入侵的怪物。玩家一開始只擁有幾個

雞基本的元素，必須為每個原子填充所需的電子，充電完畢

後放入週期表中來獲得這個元素的魔法，不同的元素擁有不

同的攻擊效果，玩家在不停地累積元素之中也使得弓箭的破

壞力逐漸增強，來抵擋越來越強大的怪物入侵。

超現實教育 - 化學科

原子試煉

歡迎來到“原子試煉”，化學的終極挑戰，你將根據你的知識，

勇氣和耐力進行測試，以克服邪惡“首腦”設計的致命化學

謎題。你將會成為永恆冠軍，還是默默無聞？

“原子試驗”是一款 VR互動遊戲，可幫助您學習並了解化學

的基本原理。

通過高體感的身臨其境遊戲方式，您將能前所未有的看到並

理解各種化學概念。使學習成為難忘的體驗。

虛擬實境 / 擴增實境
國高中超現實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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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教育 - 地球科學

超現實教育 - 地球科學

土石流

碳排放 VR

運用虛擬實境，學生可以近距離

以親身體驗的方式感受土石流的

發生與選擇逃生的路線。讓學習

跳脫出了數本並讓學習過程成為

一種難忘的體驗。以達到更有效

的學習方法。

Shadoworks 利用其專業的數位設

計技術，開發出一套虛擬實境的

互動展示動畫，從動畫中可以看

到各個地區本來保有的生態資源

如何地被人類所改變，並且氣候

暖化對該地區的影響等。

超現實教育 - 化學科

超現實教育 - 地球科

微積分 VR

等高線 AR

學習數學微積分時，學生必須在

數字間進行抽象的邏輯想像，當

運用 VR技術，不論是微積分的

誕生過盛，函數所為的面積切割

計算，體積的求作概念，甚至最

難理解的牟合方蓋，在微積分 VR

終將帶給你全新的感官互動學習

體驗。

Shadoworks 以突出的 AR技術，

開發出擴增實境輔助教學 APP，

利用 AR掃描等高線圖，讓學生

看見這個地點的實際地形與等高

線圖之間的轉換。

超現實教育 - 生物科

超現實教育 - 地球科學

骨頭先生

水土保持

用 VR建立虛擬人體骨骼結構，

透過沉浸式的科學方式學習 206

塊骨骼的正確位置與學名。同時

可以使用多人連線體驗，以輕鬆

活潑的體感互動形式，齊心協力

拼組人體骨骼，將Mr.Bone 骨頭

先生注入新生命。

透過 VR360 環景照片如同親臨北

投貴子坑水土保持園區，體驗現

場各項水土保持設施，讓學生不

必到當地，就能了解水土保持之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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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教學開發套件

專業教育訓練

＊另有各類客製 AR/VR 系統協助開發

支援市面上
所有 VR硬體

完整教學
範例及案例

完整程式
開發介面

甲蟲虛擬生態教室 (Unity)

教師能夠於平台上設立虛擬班級，學生輸

入代號之後便能夠輕易地加入班級，並且

透過班級的區分快速掌握各個班級於課程

中的使用狀況。協助教師於成效判斷時，能

夠跳脫紙本的數據，而從虛擬實境課程中獲

取更多元的資訊。對於線上或線下的班級狀

況掌握，能夠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特色
功能

手柄基礎互動功能

物件配對系統

答案判定功能

3D特效轉廠功能

物件外框功能

計時功能

粒子效果特效功能立

體動態 UI 面板

虛擬實境 VIVE 互動開發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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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教學開發套件

專業教育訓練
Unity VRTK
開發工具套件

完整教學
範例及案例

Stean VR
SDK

VR 拆解工具組 (Unity)

不管多細緻的模型，只要導入此工具，就

可以完美的在虛擬世界裡拆解展示您的模

型，搭配 UI 面板介紹物件，製作完整的

VR 互動應用案例，快速學習 VR 基本的操

作功能，打造自己的虛擬世界 !

特色
功能

手柄基礎互動功能

視覺化組合指引線

物件自動附著功能

物件碰觸顯示效果

物件導向功能

含完整工具程式碼

GUI 跟隨物件功能

VR 神射手 (Unity)

「VR 神射手」擁有一套完整的開發流程，

能夠在短時間內學習虛擬實境的初階互動

功能，手柄互動應用、物件物理效果、計

分系統 .. 等功能，讓初學者能夠藉由此範例

學習一套完整的 VR互動應用。

特色
功能

手柄基礎互動功能

互動 3D按鈕控制

物件自動生成系統

物件物理效果

計分功能

破碎效果特效功能

計時功能

動態標靶功能

VR360°環拍開發系統 (Unity)

製作 VR360 互動導覽再也不是問題，只要

將錄製好的影片放入系統中，不必再撰寫

任何程式語言，就可以規劃自己的影片故

事劇情，快速開發 VR互動應用導覽 !

特色
功能

客製化影片故事線

含 AV PRO 套件

整合控制 UI 介面

含完整工具程式碼

客製化 UI 按鈕 視線凝視互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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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動感平台解決方案
支援多款 VR遊戲（含多人連線）

VR賽車

尺寸： L1830*W1585*H1770

包裝： L2100*W1450*H2000

電壓：220V       

功率：4KW                                      

自量：225KG     

承重：300KG

耗電：4度 / 天                       

動感參數：

左右幅度：±23°

前後幅度：±17°

升降幅度（行程） 130mm

震動頻率：10HZ

VR 動感座椅

尺寸：L1800*W1150*H1900

包裝：L1900*W1450*H2100

電壓：220V         

功率：3KW                                                        

自量：315KG      

承重：400KG 

耗電：5度 / 天                                      

動感參數：                             

左右幅度：±12°

前後：±18°                  

升降幅度（行程）130mm 

VR 影動時空

尺寸：L3655*W3000*H2645

包裝：L4000*W3500*H3000

電壓：220V    

功率：1KW                                                        

自量：390KG  

承重：300KG           

耗電：3度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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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動感平台解決方案

VR體感太空艙

硬體規格

九軸動感方向，在虛擬世界達到最真實的體驗，支援 Unity、Unreal 兩

大引擎互動開發，讓您打造最真實的互動虛擬世界 !

．i5 高效能主機 *2 ．VR 頭盔 *2

．主控台 *1 ．100 個 5D 影片

VR 虛擬體感賽車

硬體規格

逼真模擬飛機飛行、賽車駕駛，模擬真實拐彎、旋轉、爬升，高速俯衝、

傾斜、顛簸等動作，支援 Unity、Unreal 互動開發 !

．i5 高效能主機 *1．VR 頭盔 *1

．主控台 *1 ．VR360 全景遊戲 *1

VR 虛擬漂流船

硬體規格

逼真模擬划船動作，平台上附有兩隻船槳，讓使用者有體驗更真實的划

船操作，支援 Unity、Unreal 互動開發，打造最真實的划船體驗 !

．i5 高效能主機 *1．VR 頭盔 *1

．主控台 *1 ．VR360 全景遊戲 *1

VR-Family

尺寸： L3050*W3060*H1900

（含台階）

包裝：L3250*W2200*H2100

電壓：220V     

功率：9.5KW                                                         

自量：883KG  

承重：1000KG 

耗電：8度 / 天                                       

動感參數：                              

左右幅度：±12°

前後幅度：±23°

升降幅度（行程）200mm               

震動頻率：10HZ

VR 魔幻單車

尺寸： L2000xW750xH1250               

包裝： L2200*W900*H1400                   

電壓：220V     

功率：2.0KW                                      

自量：165KG    

承重：160KG 

耗電：3度 / 天                        

動感參數 :                                 

左右轉角：±30°                   

升降幅度（行程） 130mm

VR 絕戰騎士

尺寸： L1800xW800xH1900              

包裝： L2000*W1000*H2100                   

電壓：220V     

功率：3KW                                      

自量：195KG    

承重：200KG  

耗電：4度 / 天                        

動感參數 :                                 

前後幅度：±15°                  

升降幅度（行程）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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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大的動作補捉系統

這套洗桶可以在烈日的戶外環境，也可以在惡劣的室內光源環境下使用，而不需要更換任何硬體或是

軟體。Motion Analysis 研發了獨特的影像分析處理軟體附在 Raptor 攝影機裡面，具有強大的內建計算

系統，能夠處理大量的影像分析計算，這套全新室內有很多反射與複雜光源的問題，這些會影響到動

作捕抓操作的問題，透過這套系統都能維持高度的精度與即時計算的能力！

『Rapto Series』是業界第一個即時的被動式光學動態捕捉攝影機

具有十倍的記憶體與二十倍快的處理器效能。Raptor 系統提供終極的動作捕捉能力，具有業界最小的延

遲時間、最高的marker 乘載量。64-bit 的軟體架構，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情境的動作捕捉：例如運動、

虛擬環境、即時的現場直播，攝影機內建的處理器能夠及時處理上千個 2D幾何中心 (centroids) 得到精

確，乾淨的動作捕捉資料。

和前一代攝影機相比

讓你獲得更深、更廣的視野，並維持極為清晰的對焦，因此在同樣的捕捉範圍內，你只需要較少的攝

影機就可以達成。這套系統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可同時用在室內與室外、超高的精度、低時間延遲、超

強的處理器，結合 Raptor 被動的光學動作捕捉，是當今市面上不管是價格與時間考量都是消費者您的

最佳選擇！

優越的攝影機的環形光源（ring lights)

Raptor-4/E/H 室內 / 是外型動作捕捉及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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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Osprey 數位攝影機（每秒 245 格，感應器維度 640x480 像素）和 Cortex 軟件組成。可使用六具或八

具攝影機架構；八具攝影機可涵蓋約 10x10x8 英呎（3c3x2.43 公尺）捕捉範圍，並依舊維持小於每像素的

準確精度。Osprey 數位攝影機提供動作捕捉業界可靠及準備的資料，不會因為距離而造成訊號衰減，更少

噪點，亦不需要額外設備進行重新取樣程序。

可直接進行捕捉信號處理，並透過內建信號經乙太網路送進電腦，最新型的從攝影機到電腦的動作捕捉傳

輸系統，意味著較少的硬體需求和較少的設備故障。FPGA 嵌入 Osprey 可以桶過網路升級，完全不用取下

攝影機。

Osprey 數位動作捕捉系統

Osprey 數位攝影機

Raptor-4 採用 Micron MI-MV40 感光元件，最高解析度 2352x1728 像素時，格點可達每秒 200 格，

低解析時可高達每秒 10,000 格。

Raptor-E 採用 Micron MI-MV13 感光元件，最高解析度 1280x1024 像素時，格點可達每秒 500 格，

低解析時可高達每秒 10,000 格。

Raptor-H 採用 Cypress Semiconductor LUPS 300 感光元件，最高解析度 640x480 像素時，格點可達每

秒 250 格。

所有工作模式下，採集頻率：1-200 赫茲 / 秒

部分工作模式下，採集頻率最高可達 10,000

赫茲 / 秒

便攜式鏡頭箱：兩箱可攜帶 8個鏡頭

嵌入式鏡頭為簡易的裝卸提供更多視覺選擇

可獨立的對光圈，教聚集 ringlight 進行調節

可接收紅光、近宏光、紅外光

鏡頭上有單獨的 LED，顯示鏡頭狀態及編號

208 個（Raptor-H）及 237 個（Raptor-4/E)LED

使發光更明亮、更均勻

附帶散熱片的光圈閘門是調節

4個可移動的點使攝影機能變化佈置

軟體調節燈光輸出，調節電子快門

特性

特性

Osprey

產品型號 Raptor-ERaptor-4 Raptor-H Osprey

最大取樣頻率 1-10,000Hz 1-2,000Hz 1-245Hz1-240Hz

解析度 1280x10242352x1728 640x480

LED 數 237 208 53

最高畫素 1,319,7204.06megapixels 307,200

光圈 35mm SLR(18-55mm) 6-15mm 固定式

補捉畫面速度 2,000fps10,000fps 236fps 250fps

適用環境 室內 / 戶外均可 室內型

超小型動作捕捉及分析系統

採集頻率，1-245 赫茲 / 秒

便攜式鏡頭箱：一個手提箱可攜帶 8個鏡頭

可獨立的對光圈，焦距及 ringlight 進行調節

可使用近紅外線

鏡頭上有單獨的 LED，顯示鏡頭狀態及編號

53 枚 LED 光源，使發光更明亮、更均勻

閘門式調節光圈

五個調節點設計、方便攝影機更變佈置

軟體調節燈光輸出

軟體調節電子快門

特性

3D
 V
R
 /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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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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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提供官方 SDK

可客製化視覺介面

完美支援 LeapMotion

Android 開發套件

VR應用課程

AR SLAM技術支援

VR 眼鏡

一體式即時縫合攝影機

23

尺寸和重量

尺寸：128mm x 128mm x 120mm

重量：883g（含電池）

鏡頭（4枚全玻璃魚眼鏡頭、F/2.0 超大光圈、
更高透光率、更大進光量、畫面更清晰）

鏡頭視角 (H/V/D)：185。x185。x185。

光圈：F/2.0

直撥及視頻拍攝
視頻編碼：H.264/H.265

視頻格式：MOV/MP4( 單頭視頻格式為MP4，

拼接後樣片輸出MOV)

直播視頻輸出：360。x180。，

                     3840x1920@30fps電源電池

電池容量：2900mAh

使用時間：長達 2小時

功率耗損：19.8w

充電時間：約 3小時

音頻（4個麥克風營造沈浸全景立體聲）

音頻輸入：強指向性麥克風 x4

喇叭：1個

圖像傳感器（索尼背照式CMOS影像傳感器，
2.4μm感光元件，同等解析度下畫質更清晰）

傳感器尺寸：1/1.8 英寸

單像素尺寸：2.4μm

VR- 一體式即時縫合攝影機

LED 攝影燈

F/2.0

超大光圈

2.4μm

大尺寸像素

ISP

深度調較

4K

4K 解析度

連接接口

RJ45 接口（網線接口）、DC接口（電源接口）

無線連接

Wi-Fi 5G/2.4G（支援 APP 遠程控制）

存儲

外部存儲方式：MicroSD 卡  最大支持 128GBx4

型號 GoReel LED 256WA

調光級數 0-100 旋鈕調光

輸入電源 AC:90-250/DC:12-18V

顯色指數 Ra>95

燈珠 256 顆

色溫 3200K-5600K

功率 120W
認證 色溫片、濾光片、適配器

照射角度 35x35x2.6

重量 2.5KG

外殼 具有 CE 認證和 ROSH 認證

包含 60 度

光照度
3200K 1 米：4231Lux 
5600K 1 米：5061Lux

可拆卸把手 可拼接效果 塑料外殼 80/120 電源供
應器可選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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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for today technology for tomorrow
強大靈活的繪圖工具 無與倫比的創作品質 

Cinama 4D 激發你的創造力

為德國MAXON 所研發的專業 3D繪圖軟體，以操作

簡單、 反應迅速及優質效果聞名全球，可謂是最受

歡迎的指標性繪圖軟體。最新的 Cinema 4D R19 增

強許多功能，多元整合更帶來前所未見的工作流程

創新。

Mograph 效果升級再進化

OpenGL 直接預覽反射

全新鍍膜反射效果

材質功能更加擬真化

強化與遊戲軟體鏈結

Cinema 4D 

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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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Mograph 模組 動畫設計更隨心所欲

物件推擠 Mograph 的物件互相推擠，有效防止物

件相交，效果更自然。

圖形分裂 隨機或自定義切割物體，創作有彈性。

影響器節流閥 自由減弱或過濾變化效果，省時不

耗力。

強度筆刷  自訂效果強度，增加自由性。

AO效果逆轉，簡單做出物體邊緣舊化效果

全新 Thin film 材質效果，完美呈現鍍膜反射效果

優化 Variation 效果，快速完成複雜的貼圖物件

加入 Substance 引擎，提升遊戲產業整合性

OpenGL 強化，直接預覽效果，工作效率加倍

真實世界的材質、渲染，易用上手的工作流程

Cinema 4D 應用領域

Cinema 4D 內鍵上百種 3D模型，搭配各式材質屬

性，設計師不必花時間重新建造模型便能輕鬆建造

擬真的室內場警。Cinema 4D 更採用領先業界的物

理真實渲染引擎，能夠完美模擬各式光線效果，營

建高雅精緻的設計氛圍。

建築 / 室內設計

Cinema 4D 具有高精度的渲染功能，透過現有的工

作流程、專業的貼圖系統和強大動畫供院，幫助設

計者將簡單的構思轉變成一個栩栩如生的情景，具

體化設計者創意。

多媒體動畫

Cinama 4D 亦具有龐大優質的材質資料庫，物件反

射效果更逼真，無論是汽車的金屬烤漆，或是布料

屬性的粗糙表面都能真實呈現，精準且完美呈現產

品質感，讓你的作品更真實、更撼動人心。

工業設計

多
媒
體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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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轉型變化，藝術維持原貌

27QHD 創意手寫液晶顯示器

wacom 推出全新 Cintiq 27QHD 及 Cintiq 27QHD

觸控式創意手洩液晶顯示器

27 吋顯示器搭配清晰解析度及逼真色彩，讓您以令人平息全新境界體驗專業創作。Wacom Pro Pen

及多點觸控功能，讓您在螢幕上享有自然、直覺及快速的創作體驗。Cintiq 27QHD 是任何高階創作

至左鵝裡想創做公句，可顯示 10.7 億種色彩，以及完整的 97% Adobe RGB 色域。

這兩款 Cintiq 27QHD 顯示器都採用 27 吋 2,560x1,440 無邊框玻璃螢幕，搭配特別寬廣的視角，可

讓您創作細節豐富的大尺吋作品。您可加速創作工作流程，使用壓力感應筆、多觸控、螢幕控制選

項、無涉是選單及全新 ExpressKey  Remote，讓您單件存取各種捷徑和功能。提供各種支架，從穩固

的兩種位置整合式腳架，到選購的 Cintiq Ergo Stand 或協力廠商 VESA 臂架，都能讓您找到最符合

人體工學的個人工作位置。Cintiq27QHD 無疑在數位創作技術掀起一波革命。

27

13HD

22HD

體驗 Cintiq 輕薄設計所帶來的極致效能

突破傳統、探索新領域、超越極限的先驅

Cintip 13HD 是一款數位繪圖顯示器，可讓您直接在 13.3 吋 HD 顯示器上進行創作，並提供多項

大尺寸 Cintip 系列產品所具備的優點，例如四個可節省時間的自訂 ExpressKey 快速鍵、環狀鍵及

Home 鍵，可輕鬆利用捷徑存取。其高解析 HD 1920 x 1080 LED 顯示器具備 178 度可視角，並可呈

現 1,670 萬色。

可拆式腳架能夠調整三種不同工作角度，也可以將 Cintip 13HD 瓶放在桌面或膝上使用。Wacom 全

新功能強大的 Pro Pen 具備 2048 階感壓等級、傾斜度辨識功能。以及更舒適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設

計，提供精準的操控性和全所未有的觸感。新型 Pro Pen 的小型攜帶盒內含替換筆尖和彩色筆環的

存放空間，佈景容易辨認感應筆，同時亦能展現個人風格。透過全新簡單的設定，立即體驗 Cintip 

13HD。Wacom 全新 3合 1纜線方便配置不雜亂，可快速在任何Mac 或 PC 上設定。

專業的創作先驅由 Cintiq 22HD 來達成。運用 Cintiq 22HD 的 21.5 吋高解析度顯示器、領先業界的

感應筆輸入技術、ExpressKey 快速鍵及觸控列等全新功能，在螢幕上直接自然地操作、家數工作流

程並提升插畫家、設計師、攝影師、或藝術家等的創作生產力

多
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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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行動工作室，讓您盡情發揮創意

MobileStudio Pro 專為隨處自由創作的需求所設計，在輕巧的行動

數位筆電腦之中，結合各式各樣完整的創作工具，具備全新 Wacom Pro Pen 2 功能。從 2D到

3D，任何您想要進行創作的地點，都能夠順利展開工作流程。

可執行龐大工作的強大功能

主要特色

Wacom MobileStudio Pro 專為負荷龐大工作量打造，本身即為 Windows 10 電腦，可執行專業的創

作 2D、3D 及 CAD 應用程式。選配高達 16GB 的 RAM、intel Core  i7 處理器及 NVIDIA  Quadro 顯

示卡，且儲存空間最大可達 512GB。Wacom Pro Pen 2 的靈敏度、準確度、反應能力，為有史以來

最佳的數位筆。

不同以往的螢幕操作與視覺體驗配備高達 4K 解析度及 Adobe RGB 高達 96% 的色彩準確度，供您

詳細檢視各個 Pica、像素或多邊形的細節。全新的蝕刻玻璃表面提供適當的阻力，模擬熟悉的紙筆

書寫的手感與操控力道。因應 3D 需求特定型號內建 Intel 3D RealSense  攝影機和掃描軟體，相當

適合需要在創意發想過程中拍攝實物的產品設計師、CAD 工程師及 3D 雕塑家。

螢幕繪圖體驗準確而直覺，徹底改變專業創作人士創作模式。

提供 13 (1920x1080px ，滿足個人風格。

繪圖工作幾乎不延遲，可感應自然的傾斜角度，且無須安裝電池或充電。

逼真的色彩，加上高達 4K 的解析度，實物樣貌栩栩如生。

可自訂的 ExpressKeys ™、輻射式選單、多點觸控功能，提供輕鬆省時的快速鍵。

Wacom Stand* 可調整三種舒適的工作位置，也能平整收納方便外出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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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

Wacom Intuos Pro 及 Wacom Intuos Pro Paper Edition 兩款均提供 Medium (13.2 x 8.5 x 0.3 吋 ) 與 

Large (16.8 x 11.2 x 0.3 吋 ) 兩種尺寸。

在 Intuos Pro Paper Edition 上，可 將精細筆 ( 或選購的圓珠筆 ) 以墨水繪 製在紙上的草稿擷取為數

位檔案，再 於電腦上完成創作 ; 或是全程在繪圖 板上以數位方式創作。

使用 Inkspace 進行同步，並將紙上的 草稿匯出為常用的創作檔案格式，包 括圖層點陣圖和向量格

式。

Wacom Pro Pen 2: 反應速度絕佳的 工具，無需電池或充電。

觸控環、輻射式選單、筆側開關和可自訂 的 ExpressKeysTM 快速鍵提供了迅捷 好用的捷徑，而多

點觸控手勢功能只 需手指一滑便能縮放、平移和瀏覽。

以 USB 或內建的 Bluetooth 功能連接 至 Mac 或 Windows 個人電腦。

雙功能專業繪圖板，從紙上到數位，

自由揮灑創意

Wacom Intuos Pro 讓您的創意如虎添翼。靈

敏 的 Wacom Pro Pen 2 加上輕薄的繪圖板設

計， 協助您的繪圖達到前所未見的精緻。搭

配 Wacom Intuos Pro Paper Edition 使用，即

可以 精細筆將圖案畫在您選定的紙張上，再

將草稿轉 成數位檔案，立刻就能在喜愛的軟

體內進行編輯。

輕薄時尚的設計

Wacom Intuos Pro 提供 Medium ( 中型 ) 與 Large ( 大型 ) 兩種尺寸， 各尺寸所佔的空間均比前款型號 更為

小巧，採用電鍍鋁和玻璃纖 維複合樹脂等頂級材質，打造出 厚度僅 8公釐，輕薄又耐用的繪圖板。

專屬的工作流程

藝術家和設計師都有自己獨特的 工作流程，有些藝術家完全以數 位方式創作，有些則偏好在紙張 上展開

創作流程。全新 Intuos Pro 系列可兩者兼顧，若您的工作流 程完全以數位方式完成，請選擇 標準版本的 

Intuos Pro。若您偏 好先在紙張上繪製草圖，再於電 腦上完成藝術創作，那麼新推出 的革命性 Intuos Pro 

Paper Edition 相當適合您的工作方式。

Wacom Pro Pen 2: 筆觸的延伸

用全新的Wacom Pro Pen 2 創作 時，自然的筆觸更真實細膩的呈 現您的創意。幾無延遲的精準壓 力感應

筆，加上自然的傾斜支撐， Wacom Pro Pen 2 很快就會成為 您愛不釋手的創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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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Creative Cloud for Teams

您的所有創意工具，整合在一個位置

Adobe Creative Cloud 是數位媒體中心，包含一套完整

的創意桌面應用程式，從您最愛的 Adobe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到像是 Adobe Experience Design CC(Preview)

的全新工具，應有盡有。捱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行動應用

程式，讓您隨時隨地都能從事創作。無論要修改相片、

設計圖像和插圖、編輯視訊，還是建立 UX 設計作品等

等，您所需的一切工具這裡都有。

更快將靈感轉化為創意成品

透過 Creative Cloud ，您的所有

資產都在您最愛的應用程式中，

方便您快速將一個空白頁面變成

精彩絕倫的作品。此外，Adobe 

CreativeSync 還能讓您跨桌面和行

動應用程式將所有的壹切都連接

再一起。

絕妙創意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

使用 Adobe 行動應用程式系列來素描、繪製、繪圖、製

作版面、編輯相片及製作視訊。透過 CreativeSync，您

就能跨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連結所有的應用程式及資

產，讓您隨處都能創作傑出的作品。

桌面應用程式

Photoshop CC

Illustrator CC

InDesign CC

Bridge CC

Extension Manager CC

Dreamweaver CC

Animate CC

Flash Builer Premium

Premiere Pro CC

After Effects CC

Prelude CC

Media Encoder CC

Lightrppm CC

Muse CC

Fuse CC(Preview)

InCopy CC

Acrobat DC

Audition CC

SpeedGrade CC

Scout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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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的授權可符合您的需求

無論您需要購買試用小組或系所、課堂或實驗室，或是

整個教育機構的授權，皆可找到符合您部署需求的授權

選項。

跨桌上型電腦和行動裝置工作

我們採用 Adobe 領先業界的設計、網頁、視訊及攝影桌

面應用程式，運用其強大功能並擴展到行動裝置。現在學

生、教育工作者和教職員只要靈感一來，就能馬上作業。

連接一切，輕鬆分享

Creative Cloud 桌面和行動應用程式完美連結，如此，

您的使用者就可以先在一部裝置上開始工作，然在另一

部裝置上完工作，使用者也可以將創意資產分享給其他

Creative Cloud 會員。這是全新的協作方式。

國中小、高中職 - 師生個人裝置授權

Adobe Creative Cloud k12 國中小、高中職學校設備及

師生授權案，提供老師及學生彈性的「各人自戴裝置

(BYOD) 部署」，讓學生及老師能透過這項授權方案，隨

時隨地完整吋取使用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功能。

學校授權及老師、學生個人裝置授權

節省更多預算，並可輕鬆管理使用 Creative Cloud 解決方案

提供 k12（過中小」高中職）所有年齡的學生及學校教師，

使用 Creative Cloud 的裝置授權。

同時提供Window 及 Macintosh 平台，以及多種言版本。

包含完整的全系列 Creative Cloud 桌面應用程式（不包含雲

端服務及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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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靈感遇見創造力 VEGAS PRO

當靈感來襲時 ...

您需要一個工具讓您追隨靈感來獲得最大的創作力。VEGAS Pro 可以讓有靈感的創作力變成事

實。從世界級的NLE開始吧，增加一個有力的光碟製作應用，用一系列的高質量外掛來進行平衡、

創作驚人的做品，將為您來專業成果。

Crop OFX 外掛，即將控制影片預覽

支援 ACES 1.0

選擇性的黏貼項目屬性

包括用於 DVD和藍光光碟創作的 DVD Architect

VEGAS 提供影片快速編輯所需的所有工具。按照

您最喜歡的串流輸出來為 4K 輸出編碼。或用藍光

光碟中高畫質 Dolby Digital 聲音編輯並輸出您的

作品。不管您的最終目的是什麼，VEGAS 可以讓

您更快的完成。

全自訂化使用者介面和精確的快速編輯工具讓工

作更高效率。拖放編輯使得製作和輸出更快。

混合、匹配並編輯流行的格式，包含 HEVC、

ProRes、AVC 等。不用等待轉換代碼便能直接放

入時間軸。強大的硬體加速器通份利用 NVIDA 和

Intel QSV 技術來縮短渲染過程，節省時間，提升

創造力。

VEGAS 15 特色

更好的編輯、創作和輸出方式工作更快、輸出更快

創作的主使用者介面

子母畫面 OFV 外掛，影片籲反中及時控制

尋找表 (LUT)OFX 外掛

強大的硬體加速技術

即將凍結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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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畫面 OFX 外掛

進行精確放置、尺寸設定集對任何

一個軌道或者單獨的時間軸上的影

片項目影片輸出移動處理。建立內

砍影片合成或放大影片，以及跨越

至不同的區域。

HitFilm

HitFilm Movie Essentials 提供影片

修復和增強的基本工具。建立影片

集的外觀、修復紋理影片或輸出特

殊效果。

DVD 或高畫質的藍光光碟編寫
VEGAS 包含可拖放的工作流程及 DVD 製作，使

編寫專業品質的 DVD 或藍光光碟非常容易。將您

的媒體拖至工作空間來自動建立客製化導航，獲

得特色影片、編導首季、聲軌音樂等。建立客製

化的關鍵影格 - 兼容圖形動畫並通過導入多圖層

Photoshop 文件來覆蓋。簡易的蟲台設置可以讓您

燒錄 SD DVD 並轉換燒錄為 HD藍光光碟。

NewBlueFX
NewBlueFX Filters 5 終極版用外掛

修改了影片，來增強影片效果、淨

化色彩或顯示出您作品的豐富性改

進的即時預覽性能和渲染次數：支

援 Intel Quick Sync Video(QSV)、新

型顯卡支援

硬體加速改善
充分利用現代 NVIDIA 和 Intel QSA 硬碟加速，大

幅削減渲染時間。新的渲染模板為充分利用這些

邊界 - 粉髓硬體科技而設計，非常適合渲染MP4

來金行推流，或者渲染 AVC 來製作藍光光碟。

改進的即時預覽性能和渲染次數：支援 Intel Quick 

Sync Video(QSV)、新型顯卡支援

應用於影片素材。沒有複雜的對

話框與參數調整。放置滑鼠並點

擊，您就能擁有即時精彩瞬間。

即時凍結影格

從一個事件中複製所有的屬性，

然後選擇黏貼哪些屬性至另外一

個事件或群組事件中。

選擇性黏貼項目屬性

直接從VEGAS Pro時間軸上傳至

Facebook、Vimeoc 和 Youtube。

傳至社群媒體

照相機拍攝的 S-Log 空間和棄它

現代化色彩空間技術提供的擴展

色彩空間裡工作，支援ACES 1.0 

Academy 色彩解碼系統。

支援 ACES 1.0

輕易的將照相機和創造性的 LUT

應用於媒體、軌道、時間軸影片

時間，甚至是整個專案，給您的

影片帶來理想的效果。

LUT OFX 外掛

提供影片預覽視窗的即時控制，

輕易的修剪靜止的照片或者影片

影格，可以即刻看到修改結果。

Crop OFX 外掛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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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色 9 3D 創客特別版

非常好色 9一 3D創客特別版

新增 3D 立體素材功能，將創作從

2D 平面圖形躍然為 3D 立體層次。

提供近百個 3D魔法筆創作模板，拿

起 3D魔法筆，即刻進人立體創作世

界，畫出 3D立體物件，實踐創意。

更可利用 3800 種以上的內建範例、

8500 張以上豐富圖片，輕鬆製作出

專業級美工傑作。

豐富多主題的 3D 魔法筆模板範例包含各種動

物、食物、樂器、建築、日常用品、交通工具

等，透過 3D魔法筆一起將解析過後的 2D平面

線條，製作成各式各樣的 3D 立體工藝，理解

立體空間概念，要玩什麼通通可以動手做、自

己印！

3D 魔法筆讓筆不再侷限於平面的寫字或繪圖，

而是一支能讓 2D 平面線條變成 3D 立體創作、

發揮無限創意及想像力的筆。

從創意思考開始，透過 3D 魔法筆的設計製作，

全面激發創意／邏輯／溝通／表達四大能力，邁

出承為創客的第一步。

誰都能成為創作Maker 家 創造力無限

經典主題

簡報小編 

網誌專區 

明信片 

教學字卡 

海報

賀卡 

名片 

CD 圓標

Q版人物

月曆 

書籤 

生活小卡 

課表 

貼紙

電子日記 

信封 

相片故事書

紙雕信封 

漫畫書

信紙

簡報輕鬆設計存為

ePub 電子書、 PDF

手機、平板隨身秀

動畫、去背、濾鏡

圖像功能獨具風格

的圖片特效

多樣教學字卡

師生互動好輕鬆

明信片簡簡單單

秀特色、傳情誼

網站、Facebook、

Blog 網路廣告素材

設計的最佳魔法師

全新趣味造型紙雕

實踐紙上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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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傳單設計，訊息傳遞面面俱到 標準萬國碼，特殊字輕鬆打

強化傳單設計功能，提供雙面傳單設計模式，

商品介紹、政令宣傳、校內活動等各式傳單，

一式雙面傳遞更多、更全面的訊息。

支援標準萬國碼（Unicode）字元，選擇電腦系統內

支援萬國碼字集的字型，如新細明體、標楷體、微

軟中黑等，中文特殊字如喆、堃、彣、劼、忞、冲等，

不用貼字、不用製圖，輕鬆顯示、不錯過。

立體名片、CD封套、月曆 大海報拼貼、智慧分割列印

立體名片可雙面編輯，對折馬上變身為一張雙

面且可立於桌面上的立體名片，快速建立客戶

對您細心的第一印象。立體 CD封套功能讓您輕

鬆製作 CD封套，讓收藏更容易！立體月曆範例

可以設計出以月、季、半年、一年或多頁的計

畫型月曆，並可列印出月曆支架，稍作折疊即

成為一本精美的立體月曆。

支援 A1/A2/A3 大型海報列印功能，並提供月曆及

課表分割列印功能，列印前皆可勾選分割列印張

數，各頁頁尾自動編排出頁次的銜接標記，讓您一

目了然列印順序並方便大幅海報拼貼整合，或指定

單張列印，您可個別點選想要列印的頁面，有效節

省紙張資源。

支援非常好色 6、7、8檔案格式相容功能 愛在社群，成果圖檔任意分享

非常好色 9提供設計檔案存為非常好色 6、7、8可

開啟的檔案格式，若您公司、學校、家中使用版本

不同，可使用非常好色9存檔為其他版本相容格式，

即可於不同場所享用跨版本操作非常好色的便利

性。

利用非常好色設計的圖檔或特效圖片，可存為

GIF、JPG 影像檔，上傳至手機桌面、Skype 或

Facebook 的個人網頁，供您秀出 Q版人物、大頭貼

等多樣美術成果於社群平台。適合中小企業以非常

好色作政令宣導、標示警語、廣告文宣、促銷海報、

或 DM、貼紙等各式設計，貼在個人照片或企業粉

絲團照片欄位上，即能達到最佳宣傳效益與網路行

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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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US Pro8 專業人士尋求的高速影像編輯軟體

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隨時利用數位相機和智慧手機拍攝 Full HD 影

像，還有消費性市場的 4KUHD 影像攝影機陣容也開始陸續增加，專業

的影片可使用 4K、2K、3D10bit 等各種影像素材。可以快速地編輯這

些 4K素材，成為新一代影像編輯的標準。

EDIUS Pro8 獨自發展的引擎搭配英特爾 Intel 處理器有做最佳化處理，

提供了即時編輯原生格式的環境，且無需轉換到中間編解碼器文件進

行編輯的工作。

在一個有限時間編輯的工作或後期要求高品質影像製作的電影、電視

劇、廣告，根據每個生產流程，他可對應於任何環境。

在新一代專業影像領域嚴苛的工作流程下，EDIUS Pro8 可以建立一個

令人滿意的影片製作環境。

針對院生數據的 4K素材也可維持高速播放和編輯

EDIUS 的開發，所有都是在日本國內製作的。從 SONY、Panasonic、

Canon、Nikon、JVC 等消費類產品及專業產品來看，數位相機、攝影機

也大多數為日本國內廠商開發製作。

EDIUS Pro8 支 援 最 新 4K Canon XF-AVC、SONY XAVC/XAVC S、

Panasonic AVC-Ultra 的編解碼器，他們被廣泛運用於消費性產品和電

影院產品，甚至更運用到移動式設備等，並與其他 4K的編碼器兼容。

支援 Canon EOS-1D C 數位單眼相機為的 Motion JPEG 格式、也支援

Panasonic LUMIX GH4 的 MP4/MOV。

他們無需轉換到中間編解碼器，可直接讀取記憶卡素材使用，給您沒

有壓力快速的編輯。

支援最新的編解碼器與 4K相機製造商密切合作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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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US Pro8，他發揮了安裝和改進新技術的引擎。以 Intel 處理器

為例，除了近一步優化了最新的 CPU 架構針對解碼過程可倍數或

分佈式處理，還充分利用了 Intel Quick Sync Video硬件加速功能。

以前的版本Intel Quick Sync Video 硬件加速功能，只使用在編碼，

但是，在 EDIUS Pro8 的時候，也可以利用在解碼過程中，例如採

用節省空間的電腦和筆記本電腦的環境，即使在沒有足夠的處理

器性能，您也可以編輯 4K30P/24P 的原聲 H.264 文件。

利用 Intel Quick Sync Video 強大的工作流程的優勢

EDIUS Pro 系列、從最早期的版本開始就支援不同影格素材的混合

編輯，再多機位編輯中，可以切換多達 16個攝影機的組合編輯，

在時間軸上可以同時混合編輯多個不同編解碼器的素材。

EDIUS Pro8，他是一個 64 位元的應用程序，可使用超過 4GB 的

記憶體空間，你還可以再定義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縱橫比。不束縛

於框的大小，諸如電視和電影的規格。

提供自訂義解像度編輯環境支援複數的混合編解碼器

在 EDIUS Pro8，他可以應對各式各樣的影像製

作的風格。沿著時間軸以實現沿著時間軸以實

現所謂的“橫向編輯”、各種修正模式、JKL

播放、編輯修整、刪掉的剪輯、三點剪輯、四

點剪輯、波紋剪輯功能、分離編輯影像和聲音

基本功能，亦可自定義鍵盤快捷鍵、滑鼠當飛

縮盤操作，實現高操作性的功能。另外，對顏

色也有高度支援控制 10 bit 色彩校正、在時間

軸上支援遮罩運用、影像特效等都支援時間軸

關鍵影格的設置皆可即時的作業

豐富的修剪方式、3 點 /4 點編集、
10bit 色彩空間、遮罩等，AAF 文件的
運用，如 DaVinci Resolve 和 Pro Tools
的方面

新的工具“GV Browser"，配備了一個新的內容管理

應用介面，具有舒適預覽各種格式素材的功能。兼

具 EDIUS Pro8 來源瀏覽器功能、素材訊息標註、

評級合作、高速智慧搜尋、上傳 FTP/You Tube 等

功 能。“GV Browser" 充 分 利 用 Intel Quick Sync 

Video 的功能，使其成為能夠說物料管理完成高速

編碼在一個封裝中。DVD/BD 光碟製作功能也與以

往一樣，再通過重新採樣加工的方法，能夠維持

DVD/BD 的高質量且更迅速地進行編碼。

從素材管理、DVD/Blu-ray Disc 燒錄製作、
匯出轉黨都可以在同一個封裝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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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UHD 多點觸控螢幕 多功能訊號輸入
史上最大 98 吋 / 可內建 ANDROID 系統

一機滿足一切需求

讓人耳目一新

4K2K 超高畫質

超窄超薄設計

防眩光鋼化玻璃

豪華氣派的會議廳

讓人震撼超大觸控螢幕

瞬間吸引大家的目光

3
年保固

型號

尺寸

觸控模組

外觀尺寸

顯示面積

對比

可視角

解析度

點距

回應時間

亮度
輸入電壓

耗電

背光壽命

選配前置輸入

信號輸入
信號輸出

選配系統

55PMT-4K

55吋

1209.6(W)x680.4(V)

4000 : 1

0.315 x 0.315mm

6.5ms
450cd/m2

125瓦

55吋

1273mm(W)x758mm(H)x
87mm

65PMT-4K

65吋

1428.48(W)x803.52(V)

4000 : 1

0.372 x 0.372mm

5.5ms
450 cd/m2

150瓦

65吋

1500mm(W)x885.7mm(H)x
101.9mm

端子x1, AV端子x1,RS232 x 1

HDM輸入、USB多媒體播放器x1、VGA輸入x1、聲音輸入/麥克風x1、聲音輸出x1電腦USBx2、
ANDROID USBx1 前置喇叭15Wx2、觸控USBx1

VGA x 1, audio in x 1, HDMI x 4、DVIx 1, DP x 1, TOUCH USB x7、色差

HDMI輸入X1、VGA輸出x1、AV端子輸出x1

WINDOWS系統、ANDROID系統、有線網路接孔
鏡射行動裝置：iOS 和 Android 手機或者平板，不需要安裝任何APP情況直接鏡射至螢幕上

75PMT

75吋

一體成型（非外掛方式）

1651(W)x930(V)

1200 : 1

178/178

0.429 x 0.429mm

8ms

3840 x 2160(4K2K)

410 cd/m2

AC100~240V 50/60Hz

195瓦

50,000  小時

1730mm(W)x1040mm(H)x
97.9mm

86PMT

86吋

1895.04(W)x1065.96(V)

1200 : 1

0.4935 x 0.4935mm

8ms
410cd/m2

230瓦

86吋

1975mm(W)x1178mm(H)x
100.4mm

98PMT

98吋

2161.2(W)x1216.9(V)

1300 : 1

0.248 x 0.248mm

5ms
350cd/m2

534瓦

98吋

2245mm(W)x1307mm(H)x
132.8mm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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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設備都有通過BSMI和NCC認證

功能特性 

產品規格 

CPU：1.5GHz Max 8 核心處理器

2GB DDR3 Memory

16GB EMMC 固態硬碟

Android OS 5.1

UHD 4K2K 顯示技術

支援 10 點電容和光波觸控技術

內建廣告機撥放軟體

支援手機派送廣告

USB 2.0x3, HDMLx1

MicroSD Slot：Max 32G

藍芽 4.0&WIFI

Miracast 無限投影功能

LAN有線網路、自動開機

內建廣告託播軟體，可使用手機直接派送

內容，支援直立和橫式格式

不需要額外的設備跟雜亂的線材說再見

工業機種、長時間開機、穩定耐用、超薄機身、可坎入至觸控螢幕裡面、多重輸出功能、外接電源開關、

4K2K 超高效能影像輸出、支援雙輸出觸控螢幕指定機種、多人多點觸控，支援 i5、i7，最大 2TB 硬碟

空間，最大 16G DDR3、選購內建WIFI 雙天線可設定自動開機時間和通電開機系統

ECO 節能

濾藍光

HDML

VGA、AV

聲音影像輸出

支援內建

雙系統

IOS

ANDROID

免 APP 鏡射

麥克風

螢幕喇叭

發出聲音

多元化

輸入端子

滿足需求

7個系統

同時使用

翻
轉
教
學
教
室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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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桌 Magic Table
多點觸控螢幕、移動式平台、電動升降調整角度、一體成型

專門設計給需要多工用途的客戶，可安裝盛源

32 吋以上的多點觸控螢幕，可隨意提供給予客

戶選配，搭配著 IPC（工業電腦）或 ANDROID

坎入至觸控螢幕中。

內建油壓式升降馬達，自動調整螢幕高低和角

度，直立如同電子白板功能，45 度時如同導覽

機，躺平如同微軟神桌一般使用，一機多用，

同時擁有電子白板、多點觸控、移動廣告機、

導覽機神桌、資訊講桌等多種功能，並搭配 AG

防眩光玻璃，讓您在使用上不反光和閃爍。

新型專利第M518918 號

魔卓翰Magic Table 是本公司商標

魔桌自動升降架專利為本公司所有

載重量 120KG

貼心捲線線才可延伸

調整角度：180 度到 90 度

最高螢幕高度：200cm，最低螢幕高度：20cm

無限電動調整高低和角度

醫療用輪子，大又好推

多電源插孔，好收納線材

型號

適合尺寸 最高升降高度

Tilt 伸縮馬達

材質 移動架最高高度

額定負載電流

馬達轉速

最大耗電量

壁掛尺寸 螢幕最低高度

馬大轉速

螺絲類型 移動架最低高度

魔桌重量

額定負載推力

調整角度

外觀尺寸 螢幕最高高度

額定負載推力

升降馬達
無線遙控器控制按鈕

支援最大載重量

額定負載電流

Magic Table

42 吋、55 吋、65 吋、70 吋 500MM

Aluminum ally / Steel 126

2.8A

2800RPM

120W

標準 VESA 孔位 20CM

3800rpm

M4、M5、M6、M8 66

38KG

2000N

180 度到 90 度

1054mm(W)x907mm(H)x2096mm 200CM

500N

調整角度 x2、調整高度 x2、
同時調整高低和角度 x2

120KG

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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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進去時

彈跳出來時

彈跳式壁掛

載重量：70kg

適合電視牆使用
1035- 載重量：150kg

適合安裝 80 吋含以上

1800- 載重量：150kg

適合安裝 80 吋含以上

整體：40KG

可旋轉：90 度到 180 度

支援尺寸：32 吋、43 吋和 55 吋

一體成型，背後上下兩個收納櫃

方便安裝WINDOWS 和 ANDROID

系統移動式輪子附帶煞車

載重量：50KG

90度旋轉功能特性 

旋轉移動架

移動架和壁掛

翻
轉
教
學
教
室
規
劃

42



HDMI/ USB 雙模式 800 萬畫素實物攝影機

HDMI 直接輸出拍攝影像至電視及投影
機，無須經由電腦

800 萬畫素捕捉精美細節，
呈現栩栩如生的影像

USB 連接模式下支援各種軟體，多種靈
活應用

Sony CMOS 感光原件
安霸系統單晶片

VZ-R 也相容於市面上大部分支援 HDMI 輸入的

投影機及顯示器；可拍攝文件、教科書、藝術

品及 3D 物件等各式材料，並直接傳輸即時影

像至電視上。

將想拍攝的物件放在鏡頭下方， VZ-R 的 800 萬

高畫素相機就能捕捉細節，並呈現清晰的高畫

質影像給觀眾，同時也有多種高解析度設定可

供選擇以符合使用需求。

感光元件：真實 800 萬畫素 CMOS

最高解析度：USB 模式 3264 x 2448

　　　　　　HDMI 模式 1920 x 1080

對焦模式：全自動對焦鏡頭

最大拍攝範圍：27 x 48 公分（16：9 ）

　　　　　　　34.4 x 46 公分（ 4：3 ）

影片拍攝：30 fps full HD 解析度

連接介面：USB 2.0 UVC

USB 線長：150 公分

顏色：綠

長 x寬 x高：含底座－ 10.5 x 10.8 x 30.1 cm（折疊）

未含底座－ 7.8 x 4.0 x 29.0 cm

重量：1公斤

系統支援：Mac / Windows / Chromebook

VZ-R 能以 USB 模式連接電腦操作使用，再透過

電腦連接投影機，將即時影像投影到大螢幕上。

USB 模式下相容支援多種軟體，輕鬆以多種方式

靈活運用。

VZ-R 在低光源下的對焦速度、雜訊抑制及彩色

重現上，比已往有更優異的性能，減少光線不足

環境下的干擾與延遲，更能安心進行教學展示。

規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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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EVD 產品規格

優點
價格經濟實惠

可拆式鏡頭

價格適中，高畫質、

對焦更精準

HDML 直接輸出貨 USB

連接電腦使用

WIFI 無線連接平板，

互動教學更自由

輸出 USB

P2V

USB

Ziggi-HD Plus

HDML or USB

VZ-R

USB or WIFI

iZiggi-HD

微距對焦 Up to 5cm Up to 10cm Up to 10cm Up to 5cm

畫質 200 萬 800 萬 800 萬 500 萬

攝影

（第三軟體）
有 有 有（USB 模式） 有

最高解析度 1600x1200 3264x2448
HDML 1920x1080

USB 3264x2448

WIFI 1600x1200

USB 2592x1944

可拆式鏡頭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最大投射範圍 240x182 mm 342x255 mm
270x480 mm (16:9) 

344x460 (4:3)
30x245 mm

遮光板 無 有 無 有

內建 LED 燈 無 無 有 無

軟體 IPEVO Presenter IPEVO Presenter IPEVO Visualizer
IPEVO Presenter

IPEVO Whiteboard

內建麥克風 無 有 有（USB 模式） 有（USB 模式）

重量 402g 737g 1,000g 566g

快拍鍵 有 無 無 無

數位變焦 6 倍 12 倍 12 倍 6倍

翻
轉
教
學
教
室
規
劃

44



重新定義網路直播

USB 音控盤
內建直播功能

及wifi 鏡頭連結

內建智慧

去背合成功能

8x SDI

輸入 / 輸出任選

8x

20 小時以上

無壓縮錄影

20HR

1x

類比聲音輸入

1x SDI/HDML

輸入

支援win7

及 win10

內建 HDMI

監看輸出

1x

影音同步調整

3路智慧動態

字幕 / 動畫圖層

3x

45

支援多種主流新媒體直播平台包含 Livestream，UstreamTM，AkamaiTM，Adobe Media SeverTM，ZixiTM，

Wowza Streaming SeverTM 和最多人使用的 YoutybeTM Live.

支援獨立收錄兩路高品質無失真的廣播級影像，並且可於兩路Media 播放器一邊錄製一邊播放。

錄製的檔案可轉為MP4 格式，讓您能快速的發布至您的官方網站與社群平台如 FaceBook 與 Twitter。

支援項目

利用轉場功能選擇您的轉場特效，方便快速在您選擇的視訊來源間切換，並且在預覽窗口預覽您製作的 GFX

特效。

建立強大的廣播級字幕特效，包含可分層的圖片、文字特效與影像，並支援多個外部來源資料，包含 GOOGLE

文件與 Twitter。

一鍵插入您指定的廣告內容，從您的 Google DFP 指定廣告。

支援最多 25 路攝影機訊號輸入，10 路遠程攝影機訊號輸入，與 3路 GFX 特效及 2路媒體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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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輸入

HD-SDI

高畫質 4K 攝影機

HDMI 分配器

大螢幕 1

電競 OB1

大螢幕 2

電競 OB2

大螢幕 3

電競 OB3

HDMI 線

HDMI 線
電視線

輸出
GoReel 一
體式電競直
播工作站



雲端智慧學堂
觸控螢幕＋平板電腦＋ PERSONA TEACH

課堂互動

學生端功能

課堂測驗

搶答競賽       共用白板

討論             分組教學

文件分發       文件收集

訊息

電子舉手

發送消息

文件提交

標準考試

答題卡考試

電子調查

管理班級

課前準備

課堂教學

課堂管理

學生簽到、搶答競賽、分組教學討論

創建教師、教師登陸、創建學生、考題建置

螢幕廣播、學生演示、網路影院、視頻直播

管理班級、學生簽到、即時監控、遠程命令、
學生策略、黑畫面

投票系統 : 廣播教學、搶答數據

示範轉播：分享教學內容

考試：電子化的考試和評分

即時監控：控制每台平板的使用狀況

同時管理 36 台平板、筆電和電腦

跨平台 iOS、CHROMEBOOK、ANDROID、WINDOWS

將電腦教室廣播功能使用到普通教室

廣播到每個平板與學生互動，按鈕才可看得清楚

管控行動學習之平板
黑畫面即時全體安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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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設備全部整合、影片、圖片、PPT、PDF，投票系統、遠距離教學、互動會議、行動學習

雲白板 CloudBoard

一指書寫 二指縮放 三、四指移動 多指翻頁 手掌擦除

內建互動投票系統

智慧筆壓：可判別粗細，如同寫毛筆

智慧畫筆：每一筆都擁有，不同地顏色

時間軸設計

可以根據每一個步驟回顧教學內容

雙螢幕教學 / 超寬螢幕模式，
雙軌教學更簡單

可以根據每一個步驟回顧教學內容

掃描QRCODE

統計投票答案

圈選投票內容

行動裝置
選擇投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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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可即時教學系統
創新的教學模式 活絡師生互動分析學習成效 提升教學品質

可安裝於電腦教室中所有電腦，亦可安裝於一般教室教師電腦，搭配載具（遙控器 /PAD、智慧型手機

下載APP）使用，教師可隨時進行提問、隨堂測驗...等，提高學習互動性，是進入高互動E化，活絡課堂、

掌握學習情況的最佳解決方案。

可立可即反饋系統

教師可以快速地產生、輕鬆完成課程準備，有效地掌握學習成效，並且施予補救教學及補充。在課

堂上教師可以隨時評量學生的理解程度，並且即時錄製補救教材內容，透過系統管理學生可以有效

定植覺得複習與進行補救。教師可以輕鬆取得學生的學習診斷分析報表，亦可建立和管理他們自已

的多媒體教材、透過權限管理與其他教師共享文件

建立、講評、複習、診斷

可立可教學系統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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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載具遙控器、平板、電腦、智慧手機，進行互動即時問答等活動評量

全新教學體驗 E串串教學模式

直覺式的操作，輕鬆教學設計

搭配載具教學

學教學

直接讀取，快速出題

整合九年一貫試題光碟，快速出題

（可讀康 / 南 / 翰 )

剪剪貼貼，輕鬆備課

支援影片、Flash、圖片、音效等多

媒體教材編輯

多元評量模式

題庫評量 / 即問即答 / 紙本考試 /

簡報 / 投票表決 / 搶答 / 搶權等

畫面擷取，立即出題

直接擷取網頁畫面或搭配食物提示

機使用

多種題目模式

是非、選擇、複選、排列組合

說說講講，直接錄製

全畫面錄製影音解題，輕鬆建立自

己的多媒體題庫

多格式匯入匯出功能

Excel、PPT 直接出題，可匯入匯出

多媒體格式題目或評量結果

可搭配載具

遙控器、平板、智慧型手機等使用

簡單省去繁雜點名、對頻

手寫出題，影音全錄

整合互動式電子白板及手寫出題，

說說講講，畫面聲音一次全都錄

紀錄統計，詳實分析

把大統計分析報表，詳實記錄，瞭

解學生學習狀況，即時補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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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接縫拼接電視牆
超越完美，追求極致

將螢幕邊框縮小到極致，墊付了傳統電視強規格，邊框最小僅 0.9mm，全程台灣製作超窄極細邊框設

計，搭配高亮度 700 亮度和 500 亮度的高品     ，雙風扇散熱系統，搭配 6個把手，在不需碰觸面板

邊框下，方便旋轉搬運，讓您使用和安裝上更為安心。

內建矩陣器，拼接畫面不需額外採購

矩陣器，四周圍專利夾釦固定，確保

高低前後平整，無段 24 小時直流風

扇，可升級為觸控電視牆

雙直流無段風扇
永遠抱持通風和散熱

內建影音輸出 HDML、VGA、AV 聲音

輸出可外接喇叭，可串聯方式拼接影

音選購彈跳壁掛

內建電視牆矩陣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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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大的數位互動看板軟體互動廣告系統

觸控、拍照、互動、廣告四合一

GOOGLE 靠著搜尋器成為市場上面獲利最高的公司，手機讓蘋果成為全美價值最高的公司，如何完美

的將廣告推廣到每個人的手裡，就是將廣告放到手機裡面，超強置入性行銷，深入您的生活中，不知

不覺中將廣告推廣到每個人的手機、EMAIL、FACEBOOK，更可如同傳統大頭貼一樣列印成相片，使用

LINE，FACEBOOK、WECHAT、SKYPE 在分享的過程中無形分享了廣告。輕鬆拍照 製造話題

越來越多人需要更多的互動，與客戶互動，增加客戶的樂趣，增加自己的收入。智慧型手機的風潮崛起，

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廣告具體要怎麼去做，才能夠深入人心。

智慧型手機的熱潮
置入性行銷至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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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鐘沒有人使用將會

自動輪播影片或者圖片 

可以做融合背景去背的

功能 

版型可自行設計客製化

輕鬆拍照 製造話題

透過高解析度的視訊畫質選擇所製作好的前

景畫面

前景畫面可放聯繫資料

增加廣告效應

拍照完畢之後即可選擇顏色

在上面簽名、放圖章或柔膚直接上傳至雲端

透過智慧手機 QR code 掃描

即可將照片存至手機中

支援背景去背功能、Email、Facebook 分享、

直接列印

調整是要使用直立相片還是橫的相片

調整去背功能可將指定的畫面與您的相

片自動融合，透智慧型手機 QRCODE 掃

描 即可將照片存至手機中，將您美美的

照片 EMAIL 寄信到指定地點，直接列印

照片 上傳至 FACEBOOK 分享

無人使用時將全自動輪播所預設

的影片或者圖片。

廣告輪播功能 各種類型的應用

產品發表會

展示中心

婚宴喜酒

將廣告放到每台智慧型手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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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便利 觸控互動廣告軟體 三分鐘即可製作出酷炫的互動廣告多點觸控多媒體廣告機軟體，簡易操作和

多樣化的互動展示，搭配高效能高畫質 FULL HD 的絕佳色彩，超友善的編輯方式、強大的模組功能及先進

的多點觸控應用技術幫助您輕易地打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展示平台。

盛源 &創源多點觸控應用系列軟體包含功能強大的編輯器與人性化的播放器。應用於導覽、廣告、數位看

板、公司簡介、展會以及婚紗、博物館、公司簡介等。讓您輕鬆架設多點觸控展演平台， 成為眾目焦點。

可搭配任何觸控螢幕或者滑鼠使用，並可使用在 XP上面使用，搭配多點觸控手勢模擬軟體，達到最優質化

的功能。

功能特性 

連頁式互動播放軟體

支援 2點 ~32 點觸控

支援圖片、影片、相片集 

支援跑馬燈、文字、RSS 線上訊息

支援時鐘、日曆、即時視訊

支援 flash、網頁、mss 網頁播放

具備排程計劃

具備待機時自動輪播功能

支援遠端編輯更新

支援即時訊息 ( 緊急插播功能 )

匯出匯入功能

傻瓜式編輯方式

遠端控制，支援 ANDROID

和 IOS 遠端編輯和觀看

5分鐘回復頁面功能

設定使用者帳戶密碼

設定自動開機撥放功能

自行框選所想要播放的內容

自行設定內容的背景

仿WIN8 方塊磚介面 

行銷輪播編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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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按鈕即可讓全世界看到您的訊息

更多應用等著您開發

Flash

叫號系統

離線影片

LOGO

天氣

網址

跑馬燈

RSS 訊息

YouTube

QR code

插播牌播

遠端更新

時鐘

幻燈片

PowerPoint 

功能特性 

支援到所有解析度

任意放大縮小

任意移動位置

天氣、網址、PPT

圖片、影片、RSS

跑馬燈、同步連線直立和橫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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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美學 觸控廣告機
窄與薄時尚設計、亮面烤漆、10 點觸控、ALL-IN-ONE 設計

圓角黑平光設計

光波 10 點觸控

顛覆了觸控螢幕的印象，打造了不可能的任務，將我們的構想實現，改造了觸控螢幕的外觀，

工業用觸控螢幕具備耐用堅固的功能，雷同 IPAD MINI 的造型，讓時尚的元入加入機器中，演進了現有

高設計感的觸控螢幕，兼具美觀、觸控精準、色彩飽滿的最佳多點觸控螢幕。

高亮度 HD面板、一體成型、多點觸控

整機鍍鋅鋼板製作、耐震防撞、不搖晃

內建喇叭、外接 USB、選購 IPC、WIFI、

ANDROID、43吋、55吋、65吋和70吋

多點觸控螢幕

功能特色

4mm

鋼化玻璃

2

外接 USB

A10

系統

5.5

公分厚度

190

公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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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廣告機大瘦身

150
厚度 ( 公釐 )

55
厚度 ( 公釐 )

傳統廣告機 NEW觸控廣告機

43KIOSK 55KIOSK(KIOSK-P) 65KIOSK 70KIOSK

945.8MMX534.02MM 1210.3MMX679.8MM 1430.3MMX806.3MM 1545MMX874MM

VGAX1、HDMLX2、DVX1、USB（多媒體播放）X1、USB(TOUCH)X1

6MS

4MM

無限制

一體成型（非外掛方式）

4000：1

RS232、RS485 IN、RS485 OUT

10WX10W

2

>100 FRAME/SEC ( 移動速度較快 )

81KG 98KG 113.2KG 120KG

43 吋 LED    55 吋 LED 65 吋 LED 70 吋 LED

178 度 X178 度

MP4、MP3、JPEG、AAC、BMP、MOV、WMA、PNG、MPEG2、MPEG1、M4A

450 CD/M2 450 CD/M2 350 CD/M2 350 CD/M2

先驅動 10 點，隨插即用，安裝驅動 255 點以上觸控

32767X32767

1902(H)X663(W)X55(V) 
底座：600MM

1902(H)X810(W)X55(V)
 底座：600MM

1961(H)X947(W)X55(V) 
底座：600MM   

1961(H)X982(W)X55(V) 
底座：600MM

1920X1080 FULL HD

可分割畫面，最大可設定 15*15 225 台螢幕拼接達到電視牆功能

<68 瓦 <88 瓦 <150 瓦 <200 瓦

95％的觸控有效區域物為± 2.5MM

WIN 7 WIN XP WIN 8 WIN 10 ANDROID 系統

型號

顯示面積

多媒體播放支援格式

亮度

鋼化玻璃

觸控次數

觸控模組

解析度

螢幕控制

耗電

外接 USB 數量

觸控反應速度

總數量

尺寸

對比

選配功能

喇叭

觸控驅動

觸控解析度

外觀尺寸

螢幕回應時間

內建矩正器功能

信號輸入

觸控精準度

USB 觸控支援介面

選配裝置 IPC 公升電腦和 ANDROID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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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Buy 雲商城 大數據分析教學與交易平台

Smart Bry 雲商城大數據分析教學與交易平台

「Smart Bry 雲商城大數據分析教學與交易平台」為國內唯一專業營運中網路交易平台完整移植

至校園授權，唯一具有 yahoo、pchome、博客來、UND購物、中國淘寶、中國京東實際合作並同

時擁有豐富教育市場經驗之開發商；完整且真實商業環境的電子商務交易流程及大數據分析教學

統計；真正達到與業界接軌、學習業界標準、學用並進

創新創業型電商平台，首創網路實習商店概念

系所科系擁有專術語自有經營的墊子商務平台

真正可自由上架商品、自由交易、自由經營的電商實習網路商店。

每位學生老師皆可以在系所的網路實習商店實現創業與行銷

功能

商品上下架

會員系統

購物車

搜尋商品

分類項目

訂單查詢

提供線上信用卡

ATM轉帳金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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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功能規則

一般後台功能規格：

一般前台功能規格

可選擇真實交易或模擬商品功能

具有線上刷卡及 ATM金流管理，可開立發

票與代管金流

具有完整訂單出貨流程物流管理等模組

大數據分析首頁分析 / 商品分析 / 關鍵字分

析功能

老師管理功能

社群分享功能 / 連結 FB 或直撥網路服務

視覺化圖表呈現 / 折線圖 / 圓餅圖 / 長條圖

帳號管理：帳號列表 / 帳號新增 / 群組管理

最新消息：消息列表 / 消息新增 / 類型管理

會員管理：會員列表 / 會員新增

商品管理：商品列表 / 商品新增 / 品牌管理 / 類型管理 / 分類管理 / 電子卷管理

訂單管理：全部訂單 待審核訂單 出貨中訂單 異常管理 退回管理 金流管理

首頁管理：主打商滾俺裡 廣告管理 社群分享

會員管理

購物車

熱銷排行榜

最近上架功能

本站推薦功能

熱銷商品功能

主打商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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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1 網路會議機
高品質、流暢的遠距會議新體驗

發話、受話雙向清晰溝通

iPhone 化為行動會議中心 接上連接線 隨插即用

麥克風收音模式
解決您在遠距會議時，發生的喇叭音量不足、

麥克風只適合單人使用，回音和噪音影響。
全像麥克風收音模式

單向麥克風與區域加強模式

支 援 iDevice (iPad / iPhone / iPod touch / 

Android 平板 / Android 手機）群組通話。

PC、Mac USB 隨插即用，支援 Skype 等 VoIP

通訊軟體。

16-bit 音訊處理器（DSP）16KHz 取樣，全

雙工傳輸。

獨立音效處理器動態範圍壓縮，聲音更自然

可辨。

一全向性、四單向性麥克風 360度全收音。

LED 顯示收音和靜音模式，獨立音量控制

鍵。

遠端會議常常因為這些問題斷斷續續而沒有效

率，VX-1 網路會議機便是為此而生。由 VX-1

來收錄和傳遞聲音，無論是作為發話方或是聽

眾，都將因聲音清楚而輕鬆許多。VX-1 是一個

全雙工系統，意味著雙方能在同時間溝通，就

像大家同處於一個房間裡一樣。由於採用了特

殊的 16-bit 數位音效處理器（DSP）與內建的硬

體加速，讓網路兩端都能清晰對話。

VX-1 行動裝置具備許多通訊溝通的機制，語音

通訊就是其中之一。當團隊利用行動裝置來進

行語音會議時，再也不用擠湊在 iPad 旁或是傳

遞 iPhone、手機、平板來通話。只透過內附的

3.5mm 音源轉接線。把 iPad、iPhone、Android

手機或平板與 VX-1 連接在一起。iDevice 馬上

化為行動會議中心。

VX-1 不用安裝驅動程式與設定其他軟體，將

VX-1 接上電腦或行動裝置，並打開偏好的會議

通訊軟體。VX-1 就會自動成為電腦或行動裝置

預設的麥克風與喇叭了。

VX-1 的預設模式為開啟全向性麥克風，支援

360 度的收音。可收到 VX-1 任一測之與會者的

聲音。

加強單向麥克風的感度和收音距離，針對單一

特定方向或區域收音時，可降低其他聲音來源

的干擾。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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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白板系統
高品質、流暢的遠距會議新體驗

互動白板系統

工作原理

紅外線感測器 互動筆

系統需求

開會或演講時常常會有好用的白板嗎？別擔心。

將一般白板或投影螢幕變成互動白板

五分鐘內簡易設定與校準

像使用滑鼠一樣操作互動筆，遠端控制電腦

附免費繪圖、標註軟體 IPEVO Annotator，

相容 PC 與 Mac

可與 IPEVO實物攝影機搭配使用，創造不同

教學體驗

輕量小巧，方便攜帶至不同場合

絕大多數接近一般白板的光滑平面，或是硬質的投影幕，都能透過互動白板系統變成具有互動功能

的觸控螢幕。互動白板系統與電腦及投影機搭配使用，幾個簡單的步驟設定後，就可以在會議或演

講中，利用互動筆在投影內容上標出重點、寫下註解。

使用互動白板系統的互動筆，就像遠端操控一般滑鼠；而許多軟體都與互動白板系統相容，投影出

去的電腦畫面，能夠以互動筆在上面即時移動視窗，畫記繪圖，加強聽眾的理解。

如同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一樣簡單，互動白板系統一定會成為你喜愛的簡報或教學工具。

互動白板系統包含紅外線感測器與互動筆兩個裝置，感測器會偵測互動筆的動作，再把這些資訊傳

送到電腦，並轉換成對應於游標的移動。操作電腦時常用的電選與拖拉等也都沒有問題。

作用範圍：40 吋至 100 吋（約 101.6 公分

至 254 公分之對角線長度）

座用距離：約 112 公分至 400 公分（取決

於投影畫面大小）

連接介面：micro USB

micro USB 線長：200 公分

尺寸：4.8 x 4.0 x 7.6 公分

重量：約 72.5 公克

電池需求：四號 2顆

筆身尺寸：長度 20 公分 / 直徑 1.6 公分

筆身重量：約 24 公克

延長桿尺寸：長度 40.5 公分 / 直徑 1.6 公分

延長桿重量：約 98.5 公克

Microsoft Windows 8,7,Vista 或 XP 作業系統

2.0 GHz 以上雙核心處理器（建議 2.4 GHZ）

1 GB 以上記憶體（建議 2 GB）

Mac OS X 10.6 以上作業系統

Intel Core 2 Duo 以上處理器

特色功能

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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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教室解決方式
改善或新建置各種不同讓師生煥然一新的高效能e化學習環境，

創造更多學習樂趣。

以高互動多元化的教學應用模式為主要架構，完善的無線網路及設備系統，教師課前備課，課

堂中可以掌握學生的學習，提供學生即時發表平台，完整記錄學習過程各面向資料，分析學習

成效，提升教學品質，輕鬆借助資訊設備享受學習樂趣。

一般 e化教室解決方案

適合教室基本 e化社得清松體宴戶動教學的樂趣

遠距離協作教室解決方案

多種互動模式促進課堂教學的精進與創新

行動教室解決方案產品

已建置 e化教室或電子書包等設備的教室，豐富的產品組合，提供多元的教學創新

捷達行動教室解決方案 - 創新的教學模式活絡師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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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可雲端歷程

學習資料庫

完整詳實的評量紀錄

可立可即時反饋系統

備課 / 反饋 / 診斷 / 歷程 /

補救

數位實務提示機
觀察 / 表達 / 溝通的

基礎利器

HD 高畫值彩色視訊攝影機

Full HD 1080P 高畫質 /

高速 / 穩定 / 靜音 

影像流暢清晰

LED 互動觸控式螢幕

多點觸控 雙人書寫 

無限擴充 創意延伸

互動式電子白板

多人同時書寫操控 防眩光

載具充電車

平板、筆電資訊推車 

多組自動供電設定

捷達 LCD 超短焦

互動投影機

多點觸控 雙人書寫 

無限擴充 創意延伸

捷達錄播解決方案

HD 錄影 儲存管理 

線上發佈 即刻分享

隨寫精靈

（互動無限投影伺服器）

隨插即秀 影像流暢

數位多功能講桌

多元設播整合管理 

操作簡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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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播解決方案
器材更是人才，便利的錄製選擇，滿足各種需求

能夠實現課程資訊化之全程全自動作業，從課程的產生到 使用，可區分為四大步驟 : 採集錄影、儲存

管理、傳播發佈、觀看分享。利用安 裝在教室內之錄播設備 - 智慧錄播站，可實現課程錄製、重播與

直播。透過媒體中 心的雲端影音平台，更可實現遠端教室觀看直播與隨選點播的需求。

支援多訊號源同步

採集。包括教室內

使用的 Full HD 網路

攝影機、筆記型電

腦、實物投影機、

數位顯微鏡等常用

數位設備，影音訊

源都能同步採用

錄影

媒體中心針對智慧

錄播站管理及錄影

課程管理需求開發

的“錄播站管理平

台”和“課程發布

排台”，讓使用者

快速就能完成管理

作業。

儲存

優異的網路創串流、

壓縮、編碼、動態

頻寬調整...等技術．

可實現流暢播放，

達成最佳學習效果。

發佈

透過 JECTOR的錄播

解決方案，講師授

課的完整內容，都

能透過校園區域網

路或網際網路與夠

多學習者分享。

分享

錄播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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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訊源同步採集 多介面相容

內建數位導播台 支援智慧導播

實現多訊源即時直播

行業應用

智慧錄播站相容 HDMI、VGA、RJ45 及 音源等輸入介面 *，

可同步採集教室內 使用的各式訊源，包括 :Full HD 網路攝 

影機、講師筆記型電腦的檔案、實物提 示機、平板電腦、數

位顯微鏡、高畫質

DVD Player、無線麥克風等教學裝置。 (* 支援 DVI 及色差端

子輸入，使用 DVI 轉 HDMI 轉接頭、色差端 子轉 VGA 轉接

頭即可使用。)

智慧錄播站，內建直覺式數位導播台， 媲美專業導播台的功

能設計，支援攝影 機視角縮放、追蹤雲台精準控制、畫面 

選擇、版型切換、混音調整等常用功 能，讓導播作業輕鬆上

手。搭配學生追 蹤系統及 PPT 簡報應用，只要學生發言按 

鈕觸動或簡報換頁，可自動將錄影畫面 切換為學生特寫或

PPT 全畫面。

除了支援多訊源課程錄製、儲存，智慧 錄播站亦可將教學、

活動現場的影像、 主講者的聲音及所有數位資訊透過網路 

進行直播，讓學習者可同步收看完整的 現場資訊，不受地點

的限制。

高解析視訊會議攝影機

反應快速 影像流暢 運行中畫面

清晰無殘影 機身運行高速 /穩定

/ 靜音 定位精準 確保會議品質

Full HD 1080p

每秒 60 張畫格 60fps 速度錄影

VC-G30 / VC-G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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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多功能講桌
看似簡單，卻不簡單的可靠幫手

用心創新．貼心設計．細心打造．熱心服務

專屬簡易的操控面板，讓您輕鬆掌控教室裡的所有設備，機體具標準機架設計，提供靈活的擴充性、

相容性 高可靠教學控制主機 超過 10000 個使用好評，多樣化網路擴充選擇 雲端中控管理、防護、

排程功能。

採用 1.2mm~2.0 鋼板，附安全鎖

隱藏式滑軌抽屜，可收納標準鍵盤及滑鼠

右側抽拉式輔助台板，承重 25Kg，並具收納連接

線功能

機底具 3吋活輪四只，其中二只具煞車功能

提供電容式鵝頸麥克風及有線麥克風，附 5米連

接線

擴音系統輸出功率 60W，音質穩定、30W高功率

喇叭二只 

可擴充指紋辨識管理系統、網路防盜及網路管理

系統

安全防護密碼啟動功能，可擴充讀卡機管理功能

具省電裝置，50 分鐘未使用自動關閉電源

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2 2-3 2-4

2-5 2-6 2-7

特色說明

其他功能

客製化顏色選擇

從機體結構承重度、防撞度、整合度、擴充性等創新研發採用高強化複合材質，1.6mm~2.0mm鋼板搭配木

質板材，簡潔俐落的風格、人性化貼心的設計，以細心嚴格的標準，打造最符合您需求的數位多功能講桌，

讓您使用操作輕鬆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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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體結構承重度、防撞度、整合度、擴充性等創新研發，採用高強化複合材質 1.6mm~2.0mm 鋼板搭配木

質板材，簡潔俐落的風格，人性化貼心設計，以細心嚴格的標準，打造最符合您需求的數位多功能講桌，讓

您使用操作輕鬆自如。

通過 e控面板連續操作 10000 次以上按壓測試

通過不間斷使用 50000 小時以上測試 

通過螢幕連續升降 3000 次以上的測試

通過輔助平台 25KG 承載推拉 20000 次以上測試 

通過鵝頸麥克風多角度調整 999 次以上測試

通過WAO403 防漏電測試  

通過活動輪腳荷重 200KG 之測試，並具煞車功能

載具充電車

教學控制系統通過 BSMI 檢測 

安全設計

產品規格

最多可容納 30/45 台電子載具同時充電

推車尺寸：長 783x 寬 550x 高 958mm（含輪子 100mm）

推車上方具放防滑功能之使用大台面

內具 15 孔工業及店員排插二座（三座）及二層（三層）載具放層架

EK-A30 具大型收納抽屜 630x400x142mm(±10mm)，附安全帽

具多功能平台收納抽屜 500x430x35mm（正面可收納筆電，反而為延伸

平台使用）

載具放層架可放置的載具尺寸：340x245x35mm，相容 13 吋以下筆記型

電腦（含ChromeBook）及各品牌平板電腦（包括Apple,Android,indows）

每座排插具電流過載保護機制，使用安全有保障

使用電壓：100~240VAC，電流安培：15A

乘載上限：110Vx15A=1650W

機體採用剛才加上外部粉體烤漆防鏽處理，隱藏式五金設計，外觀無尖

銳點避免造成危險

採用耐重萬向活動輪距煞車功能

機身具低功率散熱風扇一只，提高空氣對流效率

機體具推動手把便於行動使用

機體散熱孔：左右側邊具散熱孔

機體側方具總電源開關及雙保險絲、電源外接孔及網路端子預留口、強

制抽風扇

載具放置架及 15 孔工業及店員排插具座號標示

前後們可拆卸設計並具保護鎖，使用便利安全

具備跳脫開關過載保護、迴路保險絲 15A

充電啟動 / 停止設定功能（另可以選購計時器）

平板電腦資訊推車、電源過載保護裝置、具載 30/45 組載具空間、相容任何品牌載具

防盜安全帽 貼心防滑墊鋁合金把手靜音風扇 過載保線絲電源排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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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投影機
一體積概念 智慧系統 寬廣揮灑空間

採用與鏡頭同軸設計的互動定位設計，出廠

內定投影 80~90 吋免定位功能，如需重新定

位也只要快速四點定位，定位訊息儲存在互

動投影機內，日後移動投影機或調整畫面大

小，都不需重新定位。

免定位 直接寫

支援了Windows 10 的筆觸功能，連接上電腦

之後，作業系統便會自動將投影機辦認為觸

控螢幕，之後便會觸發各種觸控螢幕獨有的

功能，如在微軟的 office 系列軟體中會自動啟

動手寫功能，也能直接利用光筆在投影畫面

中手寫輸入，辨識率非常的快速而且正確。

互動書寫 反應快速

互動投影機，亮度 3000~5000 ANSI 流明

呈現最鮮豔逼真飽和的顏色，順暢多層次的黑處理

超高對比度，輪廓清晰，細節表現更加淋漓盡致

讓影像具有超高水準的出色表現

10-bit 的訊號處理可重新產生包含 1024 階的 RGB 色彩

影像高效能灰階補償，大幅提升細緻度與灰階表現，影像色彩更高自然生動

特色

隨著互動投影機的推出，我們開發了最信的

電子白版軟體：LightPen III。可以任意在投

影的畫面中書寫、標示，並結合 PowerPolint

簡報軟體的手寫功能，可以把手寫的文字或

繪圖直接存入簡報檔當中。功能並不遜於一

般大型的電子白板軟體，更重要的是 LightPen 

III 完全免費。

免學習 直覺式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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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軟體堆疊 增量 200%

禮堂劇院最佳使用，大型會議室專屬

畫面互動魔法師 最經濟的互動電子白板

搭配任一廠牌一般投影機可增加無線投影互動功能。利

用 USB 接收器無線投影畫面，更可使用行動裝置即時投

影資料、圖片以及影音，投影畫面可書寫，內建 Android

系統及無線投影。

捷達智慧無線互動投影伺服器，可搭配任何

廠牌顯示器或投影機使用，投影畫面即可書

寫 / 操控

隨寫（觸控）精靈

USB
reader

書寫 可在投影機投影出來的畫面上輕鬆標示、寫

字、繪圖等（書寫文字大小與投影比例為 1:1)

控制 可控制電腦，如各種應用程式、網頁搜尋、

移動物件等

板擦 可擦去投影畫面上的顏色標記，局部或一次

清除

剪貼簿 可將投影畫面上多種資料彙整儲存成圖檔、

網頁及 PDF 等

操作簡單 相容多種程式，點選版面畫筆及可任意

塗鴉書寫

存檔紀錄 隨機軟體可記錄面板上發生任何事情，

如書寫紀錄及圖表

虛擬鍵盤 可在虛擬面板（投影畫面）上顯示鍵盤，

進行文字或符號、數字輸入功能

白板模式 可任意點選白板模式，塗鴉剪貼與即時

註解

作業系統 Windows8/7/XP/Vista/Linux

搭載軟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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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電子白板
提供便利教學環境 活躍教學新熱情

直覺式操作，簡單方便，功能強大、軟體無

線升級，提供更豐富的免費資源及功能，讓

您備課輕鬆便捷，提高師生互動性讓課堂學

習更專注有趣。

放大鏡、聚光燈、拉慕、黑屏肅靜、螢幕擷

取、螢幕箭頭等使學生注意力集中，提高互

動性學習更有效益。

捷達率先推出 4點觸控互動式電子白板 FB-

480/FB-490 可多人同時書寫，分組競賽教

學，活潑課堂，加深學生印象，互動教學更

加有趣。

書寫 可螢幕上標示、寫字、繪圖及更換書寫顏色及粗細等

控制 可控制電腦，如各種應用程式、網頁搜尋、移動物件等

板擦 可擦去螢幕上的顏色標記，定可以選擇局部或一次清除

剪貼簿 可將螢幕上多種資料彙整儲存為圖檔、網頁即 PDF、JPG 等格式

存檔紀錄 隨機所附軟體可以紀錄面板上發生任何事情，如書寫紀錄及圖表

虛擬鍵盤 可以在螢幕上顯示鍵盤，進行文字、符號、數字輸入的功能

白板模式 可任意點選白板模式，塗鴉剪貼與即時註解

相容於 Office 應用軟體，可即時標記、修改

內容亦可回存至該檔案內。

相容於 Office 應用軟體，可即時標記、修改

內容亦可回存至該檔案內。

JECTOR互動式電子白板，面板表面易清潔，

可使用白板筆書寫，輕鬆擦拭，即可還原乾

淨版面。可選購免設定無線模組或專屬喇叭

掛件模組。

隨機實用軟體

應用工具

4人同時書寫，課堂教學活潑有趣

人性化設置浮動工具列

相容Win8 各種功能 
支援手寫和幾何圖形辨識

面板可書寫易清潔

各種功能

特色說明

71

擬人化設計輕易操控、書寫、繪圖，搭配教學講桌直覺式教學。

行動教學好幫手，安裝容易，使用中高度調整

面板尺寸 19-22 吋

書寫 可在易經顯示螢幕上標示、寫字、繪圖及更換顏色等

控制 可控制電腦，各種應用程式、網頁、移動物件等

板擦 可擦去螢幕上的顏色標記，並可局部或一次清除

剪貼簿 可以將螢幕上多種資料彙整存檔，具素材庫功能

相容性 相容 Office 工具列之筆跡註記輸入功能，匯入匯出多

媒體、PPT、JPG 等檔案格式

虛擬鍵盤 可在螢幕上顯示鍵盤，進行文字、符號、數字輸入

白板模式 可任意點選白板模式，塗鴉剪貼與即時註解

可整合白板、投影機、互動投影機、顯示器、筆記型電腦

電動油壓升降，具無段式調整功能，方便使用者條正整觀看或

書寫高度

超短焦投影機延伸安裝設計，架設方便容易，開機後即可立即

使用

具遙控器昇降功能，使用中不需中斷也能任意調整使用高度

萬用型設計，適用於任一款投影機、顯示器、電子白板

採用耐久性鋁材及 2.0mm鋼板底座，銳角邊緣處理，防靜電

粉底烤漆

具備電動油壓升降功能，無段式調整遙控器，方便使用者調整

電子白板高度

採用萬向活動儀器輪設計，可輕易移動，具煞車功能，附四只

定位角柱

工業級升降機構，可承重 80 公斤，升降範圍：60cm

機身內具萬國插座二只，可供應店員給投影機、筆電、顯示

器 ... 等使用

配合使用教室門寬，收納移動高度 200cm，整體深度 63cm 

超短焦投影機延伸安裝架（選購 EK-1280P)

筆記型電腦使用之托盤架（選購 EK-1280T)

尺寸：H1285~1885mmxW875mmxD630mm、

H2000~2600mmxW875mmxD630mm( 含超短焦延伸架）

重量：47kg

功能特色

All in One 設計

功能說明

可手寫寬螢幕液晶顯示器

電腦升降活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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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系統
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選舉，一應俱全

全程會議記錄功能、高傳達音質、流線的外型、

表決功能按鍵、繁體中文狀態顯示、七種發言

模式、純數字編碼技術、高靈敏度、自動追蹤

發言者、可擴充遠端會議功能

產品說明

目標

頻率響應：100~16KHz

靈敏度：-40+-2dB

收音距離：200~600mm

麥克風光環指示燈功能

8蕊專用連接線

ㄒ型接頭連接器

頻率響應：100~16KHz

靈敏度：-40+-2dB

收音距離：200~600mm

麥克風光環雙色指示燈功能：

8蕊專用連接線

ㄒ型接頭連接器

MS-M90A/B

MS-M80A/B

頻率響應：100~16KHz

靈敏度：-44+-2dB

超大 LCD 中 / 英顯示狀態，面

板可調整觀看角度：麥克風

光環雙色指示燈功能：8蕊專

用連接線，ㄒ型接頭連接器

頻率響應：100~16KHz

靈敏度：-44+-2dB

超大 LCD 中 / 英顯示狀態，

LCD 面板可調整觀看角度：

麥克風光環雙色指示燈功能：

8蕊專用連接線，ㄒ型接頭連

接器

SV-M802A/B( 數位）

SV-M808A/B（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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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x04/08x04/08x08/16x08

16x16/32x32/64x64

頻寬：400MHz（-3dB）

串擾：-50dB@10MHz

訊號輸出入：RGBHV

控制方式：RS-232 程式控制

04x04/08x04/08x08/16x08

16x16/32x32

頻率響應：20Hz-20KHz

             （+-0.05dB）

信噪比：最大輸出下 >90dB

通道隔離度：>80dB @ 1KHz

控制方式：RS-232 程式控制

04x04/08x04/08x08/16x08

16x16/32x32/64x64

頻寬：400MHz（-3dB）

串擾：-50dB@10MHz

訊號輸出入：15P HD 插座

控制方式：RS-232 程式控制

04x04，1.65Gbps，LCD 

1920x1200

RS-232 程式控制

電平標準 T.M.D.S 2.9V/3.3V

傳輸距離：輸入 25 米、輸出

10 米

04x04/08x04/08x08/16x08

16x16/32x32

頻寬：400MHz（-3dB）

串擾：-50dB@10MHz

訊號輸出入：RGBHV

控制方式：RS-232 程式控制

04x02，最大傳輸頻寬：

6.75GPRS

輸入 / 出 TMDS 訊號：

0.5-1.5VOLTS P-P

輸入 / 出 DDC 訊號：5VOLTS 

P-P(TTL)

RGB 矩陣選擇器MS
（RGBHV 系列）

AV矩陣選擇器MS
（AV系列）

VGA矩陣選擇器
（Audio）MS（VGA系列）

DVI 矩陣選擇器

VGA矩陣選擇器MS
（VGA系列）

HDMI 矩陣選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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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室解決方案
從0到 100 規劃設計整合施工超強規劃力 一條鞭服務 自信全在手

會議室用途隨著多媒體科技發展趨於多元化，為了滿足多功能應用需求與預留未來功能擴充之用，再

進行裝潢設計工程與視聽設備整合規劃工程時，應全盤規劃考量，以打造一個井然有序，功能高度整

合，操作化繁為簡的多功能會議室，才能讓設備充分輔助會議的進行，提高開會效率。

良好的資訊學習環境，讓老師、學生透過網路與世界相連，學習多元化，資源更加豐富、將資訊科技

運用於教學中及教學後的評量，以提升老師教學的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透過e化互動『未來教室』

的概念與建置，利用資訊媒介分享教學資源，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的能力。

客製化作業，針對場地設備需求規劃設計，會議

室裝潢、OA傢俱、網路、多媒體會議系統等會議

室內所有軟硬體設備。提供多種控制面板（有線

/ 無線）供客戶選擇，並將會議室常用功能模組化

設計，簡化操作。協助客戶將一般影音器材、視

訊、音訊、燈光、投影銀幕、窗簾、投影系統、

空調、會議系統等設備整合於控制系統中，配合

客戶設備的更替提升或更改設定，簡化繁複的操

作，使用更方便，符合經濟效益。

即時回饋系統、投影機、電子白板、實物提示機、

數位多功能講桌、無線手寫板、筆記型電腦或平

板電腦等，以做各學科領域的資訊融入教學。學

校可考量教學用途的不同來選購資訊設備，捷達

e 化教學解決方案將協助學校建置高互動、鼓勵

團隊合作的 e化教學環境。

試聽會議規劃工程

未來教室 / 專科教室建置

專業會議室整合規劃服務

未來教室的設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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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攝影棚構成的兩大元素其實也就是前景與背景，與去背系統相當類似，前景是攝影機拍攝下來的

畫面，背景為虛擬的電腦平面圖檔或是 3D 背景，將兩者完美的結合就是虛擬攝影棚的應用。

動作捕捉技術 (Motion Capture) 能捕捉真實演員之表演動作，套用於數位虛擬動畫角色上，在國外已

大量運用在動畫電影與遊戲製作上，在國內如壹動畫等單位也導入內容生產流程中，具有製作效率

高、動作精確逼真等優勢。

虛擬攝影棚

動作捕捉棚

配合天馬行空的創意實現，動態影像合成的概

念，自堆疊技術萌發後，因製作費用的高昂及耗

時費工的因素，長久以來皆較符合應用於電影工

業的範疇，直到近二十年來隨著製作技術演進，

設備研發的改良，動態虛擬合成的技術才漸漸普

及於廣播電視的使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去背系

統，但一般的背景置換漸漸的無法滿足創意、美

學的展現，於是更進階的系統因應而生。

所謂動作捕捉的技術就是將人體的動作轉換成數

位資料，供進一步的應用分析。主要是在演員身

上裝置感應器，透過不同的感應方式，對應到電

腦虛擬空間中的相對應角度或座標軸，加以記

錄。除了擷取人體全身的動作外， 也可擷取局部

的動作諸如臉部，手部等細部動作，以至於其他

動物的動作擷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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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產業越來越夯，大專院校搶著開電競專班， 根據調查，2020 年全球電競產值有可能會到 15 億

美元，商機驚人，學校搶著開班，建置電競教室，希望培訓亞運示範賽選手

年來國內許多學校也紛開設電競相關學程或科

系，學校強調「絕非只是把網咖搬進學校」，學

生可從事遊戲軟體開發、電競賽事企畫等幕後工

作，與產業接軌，打破家長對打電動的迷思，由

學校專門培養電競人才，讓學生多元發展。

電競教室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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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室解決方案
從0到 100 規劃設計整合施工超強規劃力 一條鞭服務 自信全在手

數位錄音室（數位音樂實驗室）乃培養遊戲與動畫中所需的錄音、音效製作、口白配音、背景音樂製

作等專業技能。由本系支援的課程有：數位音效設計、錄音與配音、配樂實務、以及數位影音創作等。

影音製作 - 錄音室 / 收音系統

數位攝錄放影設備

AU-EVA1 AG-UX180

AG-DVX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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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銷各式各樣的數位攝錄放影設備，提供給您搭配各式專業特色教室使用，配合建置完整相關的

資訊軟硬體設備，發揮您的獨家創意，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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