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放創造力



•	 	讓筆電直接升級為大型觸控螢幕

•	 	精準又直覺好用的 Ideao pen 手寫筆讓你隨時記下好點子

•	 	在文件檔案上搭配 Windows Ink 做筆記、標示重要內容

•	 	多種輸入輸出埠擴充連接孔，同時為電腦提供電源

•	 	一線連接，準備就緒

開啟協同合作新體驗

QHD 24 吋

電容觸控

Ideao Pen 手寫筆

揚聲器

10 孔集線器

供電 Type-C

人體工學設計腳架

隨插即用

釋放你的創造力

不論是線上或面對面會議，從個人工作空間到共享工作空間，溝通協作無所不在。無論是何種形式，

全面滿足需求，提升溝通效率及生產力。

Ideao Hub 專業觸控螢幕讓你能自由展示文件內容、清楚傳遞想法，藉由直覺的書寫標記，讓你的

協作順利進行，體驗前所未有的暢快！



明亮、多彩、更加出色 高精準、超優質的多點觸控

24 吋顯示螢幕具備 QHD(2560x1440) 超高解析度，擁有比一般 Full HD(1080P) 螢幕還高的畫素，清

楚呈現每個細節。專業級廣色域螢幕讓顏色揉和，呈現極致細膩的色彩表現，NTSC 88% 確保精細

準確的色彩和畫面層次，讓你的視覺體驗最佳化。

搭配 350 尼特高亮度、高對比，讓你無需顧慮環境光源，畫面總是精彩！

Ideao Hub 採用最靈敏的投射式電容觸控面板，擁有操作手機一樣流暢無延遲的絕佳體驗。光學

全貼合技術處理，讓表面玻璃跟面板無縫貼合，有效減少反光，讓螢幕看起來更通透，同時也減

少觸控時的視差。

每一個細節都毫不妥協，造就完美流暢的極致體驗，讓你盡情觸控操作、書寫、繪畫，暢快使用。

跟只會顯示的普通螢幕說再見，享受靈敏流暢的 Ideao Hub ！

窄邊框設計，接近全滿屏的視覺享受

QHD 2560x1440 超高解析度

最精準的投射式電容觸控

支援 4096 級高規格壓感

支援微軟筆協議 (Microsoft Pen Protocol)

為 Windows Ink 打造



專業極致的流暢書寫 捕捉靈感，不讓你的點子溜走

微軟筆協議 MPP 2.0 (Microsoft Pen Protocol)

4096 級高精準壓感

專為 Windows Ink 打造

支援防手掌誤觸

支援傾斜筆觸

橡皮擦快捷鍵

筆身輕盈
精簡筆型線條

專業級壓感 Windows Ink 重複充電
Type-C 孔

流暢絲滑筆觸

備用筆芯

專用收納筆盒

矽膠筆尖

Ideao Pen 把做筆記、書寫變得就像用紙筆寫字一樣自然！ Ideao Pen 採用高階的微軟筆協

議 2.0 和高達 4096 級的專業級壓感，支援 Windows Ink 讓你隨筆記下重要事項、會議筆記、

或是任何靈光乍現的點子！

可重複充電、環境友善的設計，只要接上一條 Type-C 線就能充電，高達 80 小時的使用時

間，讓你心有所想時，隨時為你準備妥當。



一線連接，萬事俱備

讓 Ideao Hub 成為成為你工作空間的樞紐。搭載 USB Type-C 介面，一線連接，立即

顯示你的電腦畫面、直接回控電腦。透過 Hub 多樣輸入輸出孔，直接擴充到 10 埠！

就像接了集線器，連接在 Hub 上的鍵盤、滑鼠、視訊攝影機，都可以透過 Type-C 傳

輸，隨時為電腦充電！讓你更能輕鬆操作。

在共享辦公空間裡，只要帶上自己的筆電，剩下的設備全都連接在 Hub 上。讓你靈

活運用，即時連接。

一條 Type-C 線

就能即時回控電腦



協作分享畫面 高度 & 傾斜調整

翻轉靈感 適用各種空間

可大幅度左右調整，讓每個人都能以最舒

適角度，輕鬆參與討論。
人 體 工 學 設 計 多 角 度 調

整，不論在平視或書寫的

時候，都能單手調整到適

合的角度，手掌可以枕在

螢幕上也不會誤觸筆畫，

讓你以最自然的姿態寫字

和操作。

將螢幕翻轉為直向顯示，在需要看大量文

字時更方便使用，像是審閱合約、程式設

計、創意設計時，不須一直翻頁，更方便

使用。就像一台大型平板電腦！ 

Ideao Hub 比起一般內建腳架的螢幕

更能讓你靈活安裝。除了可以使用專

用的支架，更能單獨將螢幕拆卸，安

裝在各種類型的 VESA 壁掛架、桌上

架、或懸掛支架上。

讓 Ideao Hub 配合你的使用習慣，釋

放桌面空間。



任何空間，盡顯專業

從個人辦公到團隊腦力激盪，Ideao Hub 協助你捕捉靈感、創造

佳作、促進團隊效率。

作為團隊一員，你希望團隊運作能夠溝通順暢、提升生產力；

作為教育者，你希望學生能夠更能吸收新知，融入課堂內容；

作為專業顧問或提案者，用吸睛的畫面呈現你的絕妙提案並說服

客戶是你最在乎的事情。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空間辦公、無論你是什麼領域的專業人士，

Ideao Hub 發揮威力，讓你的點子從抽象變具體，讓創意成真，

讓你在數位世界，盡情展現實力。

釋放創造力！



產品規格

顯示

觸控

連接埠

其他

螢幕尺寸 24 吋
解析度 2560 x 1440 (QHD)
顯示範圍 527 x 296 mm
顯示比例 16 : 9
亮度 350 尼特
色彩深度 8-bit
對比度 1000 : 1
反應時間 Typ. 14ms
表面處理 光學全貼合 , 玻璃硬度 7H
保證使用時數 30,000 小時
NTSC Typ. 88%
色域 廣色域

觸控技術 投射式電容
觸控工具 主動筆 ( 防手掌誤觸 )、手指

書寫筆支援 主動筆
（支援 MPP 2.0、4096 級壓感）

多點觸控 10 點
HID ( 隨插即用 ) 有
觸控反應時間 8 ms
定位精度 ±1 mm
介面 USB-B, USB-C

尺寸&重量

腳架

腳架旋轉角度 :
傾斜 : 5° / 60°
直立旋轉 : 90°
左右旋轉 : -45° ~45°
高度調整 : 0~133.7mm

VESA 100 x 100 mm

產品尺寸

540 x 456x 266mm 
( 含腳架 )
540 x 322 x 56mm 
( 僅螢幕 )

包裝尺寸

782 x 187 x 410 mm 
( 含腳架 )
630 x 140 x 425mm 
( 僅螢幕 )

淨重 8.5 kg ( 含腳架 )
4.0 kg ( 僅螢幕 )

揚聲器 2 x 3 W
電壓 AC 100-240 V (50/60 Hz)
肯辛頓鎖孔 有

包裝內容

Ideao Hub 螢幕
電源線 
USB-C 3.0 線 (1 公尺 )
USB-B 轉 A 3.0 線 (1.5 公尺 )
腳架

輸入

Type-C x1( PD 65W 支援 ) 
HDMI 2.0 x1 
DVI x1
VGA x1
USB-A 2.0 x2 
USB-A 3.0 x1
音源輸入 Audio-In (Jack 3.5mm) x1

輸出 USB-B 3.0 x1 
音源輸出 Audio-Out (Jack 3.5mm) x1

搭配各款配件，打造絕佳工作站

專業級視訊會議攝影機，提供絕佳視訊音訊方案

C470 C830 Cube DC400

Ideao	Hub Ideao	Pen	( 選配 )



funtechinnovation.com

FTI 結合創新與 AI 智能科技創造革命性的協作方案，在混合辦公新時代，讓遠
距溝通更有效率，在線上環境實現極致沈浸式用戶體驗。藉由大數據與獨到
的消費者洞見，我們將最新科技、生活美學、再加入驚喜與樂趣，打造超乎
想像的 FTI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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