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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您的業務效率
為辦公環境和跨團隊協作提供完整且靈活的企業解決方案。



BenQ合作夥伴

在過去的36年裡，BenQ專業級投影儀和顯示器一直幫助企業走在時代的前端。我們提供一系列
的顯示解決方案，幫助企業改善辦公環境、提升工作效率。BenQ除了提供智慧硬體之外，還開發了
豐富的軟體系統，協助您更有效率地開展工作，提升工作產出。

BenQ助您一臂之力

商業環境不斷變化，許多企業和組織面臨巨大挑戰。因此企業需要配備靈活敏捷的解決方案，快速
切換到更有彈性的工作模式，如線上、線下以及混合辦公，以實現更好的業務發展。

靈活敏捷，應對挑戰

無論是對整個辦公室進行升級，還是僅僅對會議室進行改造，BenQ都能提供適合的解決方案，涵
蓋各種類型的協作展示，BenQ滿足各種辦公所需。

整體解決方案

BenQ與微軟、亞馬遜、VMware等其他行業領導品牌合作，打造專業的顯示解決方案，提供優質的
產品服務，也確保了卓越的性能和廣泛的相容性。

與行業領袖合作



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

商用顯示看板

配件

軟體

BenQ提供的不僅僅是硬體，更是軟硬體一體的解決方案，將有效改變您的工作方式。

企業解決方案

為讓線上、線下以及混合辦公時可以即時協同工作，BenQ商用互動觸
控顯示器致力於將協作發揮到極致。

BenQ商用顯示看板為企業提供各種場景下的產品展示、會議顯示等
解決方案。

BenQ採用高規格的配件，匹配專業的軟硬體一體化解決方案來滿足
客戶的各項需求。

指尖輕點，即可從平台下載所需軟體，提升協作和管理效率。

提升工作環境

無線投影

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corporat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instashar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小型空間

會議室

戰情室

企業出入口 人力資源辦公室

BenQ提供完整的企業級解決方案，改善不同場景下的辦公空間。

提升工作環境

設備齊全的會議室，走進
會議室，即可輕鬆開啟會
議。

無須任何接觸的溫度監
測方案，保障員工和客戶
的健康。

通過即時顯示資料的後
臺，可以輕鬆管控企業資
產。

通過集中廣播系統，
即時傳遞重要資訊。

在為協作而設計的空間
中，自由探索各種創意和
想法。

演講廳

展示區

展示間

企業大廳

超窄邊框拼接電視牆展示公
司的產品服務，給來賓留下深
刻印象。

BenQ商用顯示看板，讓產品
方案展示更加出色。

高品質的即時直播方案，提升
現場演說和問答互動體驗。

線上、線下以及混合會議，使用
專業的展示解決方案，快速開
展業務。



產品介紹影片

EZWrite

當小型空間配備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時，通過雲端白
板和協作功能進行創意發想，滿足臨時會議、腦力激盪
等需求。

建議人數
< 5人

觀看距離
~3米

顯示器 攝影機

小型空間
小空間，大創意

~10ft (3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y9D7e_wUQ?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A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4_PnCCX7g?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A_Set Up Your Business


瞭解更多

Learn more

智慧雲端白板

移動辦公

白板不僅僅是白板。內建獨家電子白板書寫軟體 EZWrite ，允許多個用戶同時線上
書寫，支援接入移動設備進行共創，提升協作效率。EZWrite支援導入照片、截圖、
錄製等功能，擴展更多可能。

利用移動旋轉支架，可以輕鬆移動至另一個空間。支架支援90°旋轉切換成豎屏模
式，可以更好地呈現手機App或海報等內容。

EZWrite

TTY21

2021年一季度上市

關注健康，打造良善工作環境
照顧員工健康，是企業重要的責任。BenQ 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透過內建空氣品質感測器、銀離子抗
菌螢幕和全方位護眼解決方案，打造環境友善職場，確保企業提升會議效率的同時也能兼顧員工健
康。

BenQ提供專業會議商用顯示看板，支援無線投影、檔案共用等功能，搭配豐富的軟體系統，讓會議
更加精彩。

DVY21是一款小巧的廣角視訊會議攝影機，可用於高清晰視訊會議。搭配CS
系列專業會議商用顯示看板，可以更好地展開一對一的會議或小組會議。

視訊會議

會議商用顯示看板

瞭解更多

瞭解更多 DVY21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ezwrite-5.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ezwrite-5.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cs6501k.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1-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1-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建議人數
< 10人

觀看距離
~ 4.5米

會議室是分享想法、討論計畫、推進業務的重要場所。
專業的會議設備能夠提升會議效率，免受硬體或軟體
問題困擾。因此，BenQ推出了專業的會議解決方案，支
持免驅動程式的無線投影、高清晰視訊會議。

會議顯示器 會議攝影機

會議室
中等大小的房間

~15ft (4.5m)



瞭解更多

簡便的展示

提高協作

為了讓客戶更好地應對線上、線下或混合會議，BenQ商用
顯示器擁有人性化設計的作業系統，無需電腦也能進行視
訊會議；無需攜帶電腦或USB，支援從雲端帳戶下載檔案。
此外，還配備了功能強大的遙控器。

透過InstaShare軟體，可將內容快速分享到大螢幕，讓團隊
順暢積極參與會議討論。四分割功能支援多樣內容同時投
放到大螢幕，便於方案比對或即時修改。

InstaShare

專為效能與靈活性設計
配備超薄邊框，提供更寬廣的視覺畫面，讓畫面細節一覽無遺。4K UHD 解析度 (3840 x 2160) 可展
現高出 1080p Full HD 顯示器四倍以上的細節與高質感，展現栩栩如生的畫質。

無需安裝軟體或執行驅動程式，也能體驗無線投影。使用 BenQ Instashare，您只
需將其配對手機或筆記本電腦後即可進行無線分享。設備相容Windows、macOS
等作業系統。

BenQ DVY22超廣角視訊會議攝影機，可以根據房間裡的人數調整畫面大小，同時
還有降噪和4倍數位變焦功能，簡約而不簡單。

超廣角攝影機

推送和分享

TWY31

DVY22

2021年第四季度上市

瞭解更多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instashar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instashar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2-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2-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攝影機手冊

一間裝修豪華的會議室固然讓人印象深刻，但它能否
滿足線上、線下以及混合會議的需求呢？很多企業組織
分佈在不同地區或城市，如何快速跨區域達成團隊共
識成為一項挑戰。為會議室配備專業的視訊解決方案，
可順暢的將分屬在不同地區的與會者在線上串聯起來

，進行協同會議。

顯示器 攝影機

演講廳
大型會議室

~20ft (6m)

建議人數
> 10人

觀看距離
~ 6米

https://www.benq.com/content/dam/newb2b/Support/accessory/camera/Camera_datesheet.pdf


選擇適合的會議形式

捕捉肢體語言

BenQ專業4K商用顯示看板，能夠滿足日常會議需求，促進
團隊協作，支持多種會議形式，包括小組討論、腦力激盪、一
對多演講以及線上、線下和混合會議。

許多資訊需要通過面部表情或肢體語言進行傳達，這點線
上會議時容易被忽略。線上、線下或混合會議場景中，關注
每個人的表情也相當重要。BenQ提供了一系列視訊會議攝
影機，匹配不同的會議場景。

DVY21 DVY22

享受即時視訊會議
通過BenQ商用顯示看板即可開始視訊會議。支援通過預先安裝的TeamViewer會議進行視訊會議，
可以與線上夥伴進行即時溝通。無需再對電腦或移動辦公設備進行額外採購。

BenQ 商用互動觸控內建多款辦公室會議使用的軟體。例如最便利的 EZWrite 書寫工具軟體，可以
幫助企業會議上的簡報、共同編輯、討論註解、以及進度追蹤等等功能，讓小組同仁間比較工作更密
切。透過高達20點的多點觸控功能，可同時讓 2~3 位同事參與互動討論，提高會議效率。

智慧書寫工具軟體，快速彙整大家的討論結果

TeamViewer
Meeting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1-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vy22-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過去，展覽活動是讓人們親身體驗您的產品的最佳方式
。 但是，當面對面的展示方式逐漸被線上導覽取代，您
的業務和行銷團隊可以在兼作陳列室和工作室的多功
能視覺空間中主持直播展示。 BenQ針對這個趨勢，專
門提供了相應的直播間解決方案，配備專業顯示器和攝
影機，讓產品直播如虎添翼。

會議顯示器 攝影機

展示間
陳列室



瞭解更多

瞭解更多

高品質影片
DVY22 4K 數位變焦視訊會議攝影機配備 AI 人工智慧驅動的
自動取景功能，4K UHD 視訊和全向式麥克風，是一款專業多
功能攝影機，提供企業最佳的視訊會議體驗。

為什麼要用BenQ ST系列？
輔助顯示對直播很有幫助，即時播放能有效提升直播品質，但
畫面太小，限制了同時觀看的人數，也不容易看清楚消費者評
論。使用BenQ ST系列商用顯示看板，可以在4K高清晰度下觀
看直播。由於畫面比傳統監視器更大，可以發現更多細節。同時
也擁有更多的即時回饋空間，方便回答消費者問題。

ST6502

瞭解更多

互動讓展示更精采
成功的報告在於講好一個故事，用故事來說服客戶。BenQ RP系列支援演講者用手
勢控制PPT，可以直接在會議顯示器上操作，呈現引人入勝的視覺。同時配備了防眩
光螢幕，在不同角度都能提供良好的觀看體驗，不受環境光干擾。

BenQ SL系列商用數位電子看板獲得了Pantone®色彩認證，真實還原色彩。在產
品展示和會議時，真實色彩更能吸引客戶的注意力。

讓展示更吸睛

SL8602K

RP8602

瞭解更多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dvy22-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t6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t6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rp86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yQZQeDJ-g&t=2s?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A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rp86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yQZQeDJ-g&t=2s?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A_Set Up Your Business


企業大廳

瞭解更多

留下良好第一印象
大廳的電視牆能夠在客戶進入時就留下良好印象。既可以進行產品和解決方案展示，也可以宣傳企業
品牌形象。BenQ PL系列拼接電視牆擁有超窄邊框，可以呈現巨幅的無縫、無失真圖像，搭配X-Sign定
時更換內容，讓影片牆成為企業宣傳的有力助手。

PL5502

出入口

保護員工身體健康
面對新冠疫情，保障客戶和員工的健康成為企業的首要任務之一。為了幫助企業保持健康的工作環
境，BenQ為企業提供了非接觸式溫度監測解決方案。DVY24是一款功能強大紅外線熱感應攝影機，
擁有廣角視野，可以快速提供準確的讀數。搭配ST系列和OPS電腦，可即時顯示檢測結果。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pl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pl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IT控制室

瞭解更多

集中管理設備和使用者
為IT團隊建置適合企業的指揮中心。BenQ DMS(設備管理解決方案)和IAM(身份和訪問管理)服務簡
化了設備和許可權管理，允許IT人員通過雲端安全控制台修改設備設置、同步使用者清單。同時，在
利用拼接電視牆進行資料展示，方便即時監控，減輕IT運維負擔，提高公司資產運營效率。

DMSPL5502

人力資源辦公室

瞭解更多

有效的企業資訊傳達
人力資源團隊通常利用電子郵件和公司內網發佈最新消息、員工福利、培訓計畫和其他活動。但資訊
經常被其他工作相關話題掩蓋。當配備了BenQ X-Sign資訊發佈系統，可直接將新聞和公告推送到相
應對的顯示器。同時利用X-Sign編輯內部範本，輕鬆管理和發佈所需內容。

X-Sign
BroadcastST5502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pl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pl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isplay-management.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 _Set Up Your Business
A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t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 _Set Up Your Business
A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t5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 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x-sign-broadcast.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互動觸控顯示器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RP系列
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

． NFC登錄，靈活訪問雲端帳戶
． OPS電腦，支持各種辦公應用
． 空氣品質感測器和抗菌螢幕，保護使用者

健康
． 智慧亮度調節
． 尺寸:65 "，75 "，86 "

RM系列
商用互動觸控顯示器

． 流暢的書寫體驗
． OPS電腦，支持各種辦公應用
． 抗菌螢幕，保護使用者健康
． 內建揚聲器和筆架
． 尺寸:55 "，65 "，75 "，86 "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rp6502.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rm6502s.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更多資訊

SL系列
Pantone® 認證商用顯示看板

． 全球唯一通過Pantone ®認證的商用顯示看板
． 確保螢幕畫面與實物的色彩一致
． 不同的場景顏色模式
． 提供4K超清晰畫質
． 尺寸:43 "，55 "，65 "，75 "，85 "

商業顯示看板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ST系列
4K商用顯示看板

． 多功能使用
． 內建Android系統
． 內建播放機和揚聲器
． 提供4K超清晰畫質
． 尺寸:43 "，55 "，65 "，75 "，86 "

PL系列
拼接電視牆

． 0.44毫米邊框
． 色彩校準
． 支持4K 
． 顯示內容配置
． USB內容播放
． 尺寸: 49”,55”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mart-signag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mart-signag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super-narrow-bezel.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更多資訊

配件

DVY21 
專業視訊會議攝影機

． 88°廣角視野
． 清晰的全高清影片
． 降噪麥克風
． 適應各種光照條件
． USB隨插即用

． 便於移動
． 90°最大旋轉
． 最高承重45 kg
． 相容VESA(最多600x400mm)
． 配有腳刹

TTY21
支援旋轉安裝的移動支架

2021年第四季度上市2021年第四季度上市

TWY31
InstaShare Button

． 支援BenQ會議平板一鍵螢幕分享
． 支援Windows, macOS, Android和iOS系統
． 輕便小巧，便於攜帶
． USB隨插即用(Type-C介面)

More info Contact usMore info

Upon request. 
Please contact BenQ Europe for more detail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dvy21-camera.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Thermal camera solution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專為BenQ大型顯示器而設計，高度協作的雲
端白板，支持自由書寫、繪製和插入圖像。

軟體

帳戶管理系統通過BenQ帳戶管理系統連接並
訪問雲端帳戶。

EZWrite

AMS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

通過BenQ設備管理系統進行設備升級、應用管
理和控制。

通過BenQ X-sign內容管理系統設計和發佈內容
，還可以進行內容排程。

通過X-sign廣播向大型顯示器推送警報和重
要通知。

在BenQ智慧大型顯示器上即時共用和控制多
個設備螢幕，相容各種作業系統。

InstaShare DMS

X-sign廣播 X-Sign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ezwrite-5.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instashar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display-management.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 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account-management-system.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ifp/x-sign-broadcast.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https://www.benq.com/zh-tw/business/signage/x-sign-20-old.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TW_Set Up Your Business


PL5502

Thermal camera solution

英特爾物聯網
解決方案聯盟

BenQ OPS電腦採用英特爾處理器，將顯示
器轉變為強大的物聯網解決方案。

BenQ合作夥伴

在BenQ智慧大型顯示器上訪問虛擬桌面，
打開託管的應用程式，檔和資料夾。

使用CRESTRON的安全生態系統，可以輕
鬆地配置和管理智慧大型顯示器。

BenQ與業界領先的製造商和雲端服
務提供者合作，BenQ企業展示解決
方案，為您提供物超所值的服務。

保護您的顯示器免受惡意軟體侵害，同時保
護公司資料和個人隱私。

使用TeamViewer解決方案進行遠端桌面
訪問或視訊會議。

Pantone配色系統確保BenQ解決方案的端到端
色彩還原。

在BenQ智慧大型顯示器上享受企業級視訊會議。

管理和調整智慧大型顯示器，而不必切換系統
控制器。

使用AWS雲端服務可確保數據安全、隱私和
可靠性。

https://www.benq.com/en-us/business/signage/partner-software.html?utm_source=ebrochure&utm_medium=Corporate&utm_campaign=BQA_Set Up Your Business


解決方案總結
協作

視訊會議

演講展示

小型空間

RP, RM (65")

SL, ST (43”/55”/65”)

SL, ST (43”/55”/65”)
RP, RM(65”) 

軟體

配件

配件

商用顯示器

智慧會議平板

視訊會議

互動觸控顯示器

EZWrite

無線投影 InstaShare

InstaShare Button
移動支架

Zoom Rooms, 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Google Meet, 等

1080P網路攝影機

配件 移動支架

會議室

RP,RE(65"/75")

SL, ST (65"/75")

SL, ST (65"/75")
RP, RM(65”/75”)

協作

視訊會議

演講展示

EZWrite

InstaShare

InstaShare Button
移動支架

Zoom Rooms, 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Google Meet, 等

智慧4K攝影機

演講廳

RP,RE(86")

SL, ST (75"/86")

SL, ST (75"/86")
RP, RM(75”/86”)

協作

視訊會議

演講展示

InstaShare

InstaShare Button
移動支架

Zoom Rooms, 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Google Meet, 等

智慧4K攝影機

移動支架

EZWrite

移動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