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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建立

註冊新帳戶成為管理員
藉由 BenQ IAM (Identify and Access Management)，您可以透過⼀個帳戶管理您所有的 BenQ 服
務（包括 X-Sign Manager）。請按照下列步驟註冊帳戶並連接到 X-Sign Manager。

1.  造訪 BenQ 服務網站：https://service-portal.benq.com/login 。推薦的瀏覽器是 Chrome 和 
Firefox。

2.  如果您是管理員，請按⼀下註冊成新會員註冊公司的管理員帳戶。如果您是⼀般使用者，
請貴公司的管理員（IT 人員）建立您的使用者帳戶。您收到帳戶並驗證電子郵件後，請直
接按⼀下會員登入。

3.  您按⼀下註冊成新會員後，將看⾒下列訊息。若是管理員，請按⼀下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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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寫下列欄位，並按⼀下送出建立新的管理員帳戶。

• 針對帳號，請輸入介於 4 至 20 個字元的值。帳號及姓名只允許輸入數字 (0-9)、⼤寫和⼩寫字⺟（A-
Z、a-z）與下列特殊字元 (-)(.)(_)。

• 密碼必須為英數字組合，而且必須介於 6 至 12 個字元。不接受「2945678」（全部數字）、「eduabsc」
（全部字⺟）、「12ab」（少於 6 個字元）和「12abcd345678efg」（超過 12 個字元）。

• 每次輸入密碼時，不需要輸入完全相同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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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 X-Sign Manager
在開始前，請確定您有已註冊的有效帳號。

1.  造訪 BenQ 服務網站：https://service-portal.benq.com/login 。登入並選擇 X-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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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登入進入 X-Sign Manager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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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般使用者的新帳戶
1.  以管理員⾝分建立⼀般使用者的新帳戶，前往 BenQ 服務網站：https://ams.benq.com 。

推薦的瀏覽器是 Chrome 和 Firefox。

2.  登入並選擇 IAM。

3.  按⼀下建立新帳號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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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寫下列欄位。務必輸入正確的電子郵件地址，並啟動 X-Sign 服務。按⼀下送出建立
新帳戶。

5.  隨即建立帳戶，而且驗證電子郵件會傳送到新帳戶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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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驗證
1.  收到驗證電子郵件的使用者應該在 72 ⼩時內按⼀下電子郵件中的驗證連結。

2.  您按⼀下連結後，會看⾒⼀個訊息通知電子郵件已驗證。

3.  按⼀下登入存取 X-Sign Manager。如需如何登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 頁的「存取 X-
Sign Manager」。

只有 BenQ IAM 的管理員（IT 人員）才能建立帳戶。使用者無法自行建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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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ign Manager 的廣播模式
藉由 X-Sign Manager，您可以從遠端設定 BenQ IFP 的廣播模式。

廣播概覽
登入時，選取 Broadcast（廣播） > IFP Equipment Management（IFP 設備管理）。您將
看⾒ 3 個主要部份，如下表所述：

項目 描述
1. 設備標籤 您可以在這裡檢查設備 / 標籤，並檢視操作標籤中的詳細

資料。

：建立標籤   ：遞減排序   ：刪除標籤

2. 編輯標籤 您可以選擇此區域中的按鈕編輯設備 / 標籤。

：設定排程   ：新增插播   ：編輯設備

：檢視報告

3. 操作標籤 您在設備標籤上切換設備 / 標籤時，可看⾒對應的內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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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定設備
1.  若要將新設備綁定 X-Sign Manager，請選取 Broadcast（廣播） > IFP Equipment 

Management（IFP 設備管理）。

2.  選取 Add a New Device（新增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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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IFP 上，按⼀下 BroadcastSetting 啟動應用程式。

4.  將 IFP 上顯示的顯示器 ID 輸入到在 Manager 頁面上設備 ID。然後輸入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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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備狀態顯示「Pairing success」（配對成功），而且設備名稱正確顯示時，表示 IFP 與 
X-Sign Manager 配對成功。

確定 IFP 連線到網際網路，並設定為正確的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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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管理
您可以建立標籤將設備分組。

設備綁定後建立標籤

1.  按⼀下  建立標籤。

2.  輸入標籤名稱，並選取對應的設備，然後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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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即成功建立標籤「New School_2」。

設備綁定前建立標籤
1.  您也可以在設備與 X-Sign Manager 配對前建立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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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 Add a New Device（新增設備）。填入 IFP 上顯示的設備 ID，並輸入設備名稱。
按⼀下編輯選擇標籤。

3.  按⼀下確定確認。

⼀台設備可以放入多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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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警告訊息將彈出。按⼀下確定繼續操作。

5.  按⼀下結束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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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標籤

1.  您可以選取設備名稱並按⼀下  來編輯標籤。

2.  按⼀下編輯繼續進行。選擇標籤，並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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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告訊息將彈出。按⼀下確定繼續操作。

4.  按⼀下送出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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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設備更新
1.  若要更新設備，請按⼀下 IFP Equipment update（IFP 設備更新）。

2.  選取要更新的設備，然後按⼀下更新。

先將裝置軟體更新為最新版，再與 X-Sign Manager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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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訊息
您可以依需求使用設定排程  或新增插播 發佈訊息。

新增插播可以進行快速發佈，立即傳送您的訊息。您需要傳送緊急訊息時可以使用。

設定排程採用日曆結構，會在指定的日期或特定時間傳送訊息。

使用設定排程

1.  選擇要設定排程的標籤或設備，並按⼀下  進入排程管理頁面。您可以對於全部裝置
或特定標籤發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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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選取日期和時段設定排程。設定排程視窗將彈出。

3.  您可以填寫下列欄位來編輯內容。

4.  完成全部的設定後，按⼀下確認。

項目 描述
1. 文字內容 輸入要發佈的訊息。
2. Style（樣式） 建立您自己的模組來自訂樣式。您可以新增更多樣式來選

擇最適當的樣式。
3. 持續時間 • 設定您要發佈訊息的日期和時間。

• 您可以設定結束日期，並選擇重複的日期或星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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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將在排程管理頁面上看⾒排程。

使用新增插播

1.  選擇要新增插播的標籤或設備，並按⼀下 。您可以對於全部裝置或特定標籤發佈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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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填寫下列欄位來編輯內容。

3.  您可以選擇類型以建立您自己的模組，並選取樣式設定。按⼀下儲存繼續操作。

項目 描述
1. 文字內容 輸入要發佈的訊息。
2. Style（樣式） 建立您自己的模組來自訂樣式。您可以新增更多樣式來選

擇最適當的樣式。
3. Play length （播放

⻑度）
選取顯示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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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全部的設定後，按⼀下確認。您將在 IFP 上找到插播的訊息。

5.  您可以點選插播的訊息區域來關閉廣播。

6.  訊息將彈出。按⼀下確定關閉廣播。

新建立的插播將覆寫先前的插播。

點選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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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排程管理（歷史紀錄）
您可以選取 IFP Schedule Management（IFP 排程管理）檢查並編輯您的廣播歷史紀錄。

1.  選取要檢查的類型（排程或插播）。您可以擷取或編輯選取的項目。

2.  按⼀下  後，您將看⾒彈出視窗中的警告。如果您要擷取排程或插播，請按⼀下
確定。

檢視程序
擷取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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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後，您將看⾒編輯視窗。全部編輯均設定後，按⼀下確定。

4.  如果您要刪除排程或插播，您也可以按⼀下移除按鈕。

5.  您將看⾒彈出視窗中的訊息。如果您要移除排程或插播，請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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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報告
1.  若要存取設備的活動報告，請按⼀下 Device Report（設備報告）。

2.  選擇標籤 / 設備和日期區間，然後按⼀下匯出報告。

3.  報告隨即匯出為 csv 檔。您也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報告。

4.  您也可以按⼀下  匯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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