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第一智慧開關
您的 A i 智 慧聲控首選

iOS Homekit

Google助理

Siri 捷徑

Alexa

關閉客廳燈。

好的，已幫您關閉。



弈碩科技

2012年    全球智慧型行動裝置爆炸性成長，弈碩秉持不斷創新的理念，並
藉著多年來在電腦周邊產品累積的豐富開發經驗，轉型為IoT物聯網無線智
慧家居系統品牌。結合智慧行動裝置實現無線電源控制，倡導聰明用電，提
升居家生活品質！

2016年    推出台灣第一款Wiscon WiFi智慧開關，適用台灣接線盒，傳統開
關也能輕易升級。

2018年    全屋居家智慧裝置建構完整，結合主流Ai語音音箱，進入全屋語
音智慧控制時代。

2019年    推出VIZO WiFi智慧開關，全新支援一～六開關，完美滿足更多需
求，不只外型，顏色質感再升級。

2020年    在嘖嘖募資平台上曝光新品VIZO Zigbee單火版智慧開關，引發
熱烈關注，免中性線、免加裝防閃器的特性，讓DIY安裝更簡易。

2022年    推出VIZO Zigbee零火線智慧開關，提供用戶更多不同的選擇。

2023年    推出通過Apple官方認證的VIZO Zigbee Homekit有線網關，透
過網關讓VIZO的Zigbee設備支援Apple Homekit系統，滿足Apple用戶的使
用需求。

1992年　弈碩科技以電子開關零件起家

1997年　切入電腦散熱器產品設計

2005年　將產品線延伸至硬碟儲存設備

期間榮獲國家級及國際級大獎，如臺灣精品獎、臺北國際電腦展創新
設計獎、德國iF產品設計獎、及其它歷年來經濟部工業局的優良設計 
(Good Design Mark)與金點設計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等多
項肯定。



優勢

 分散式智能終端設備，規劃配置彈性高，使用簡便。

 WiFi 無線技術，免專用閘道器；運行穩定性高！

 無線通訊技術，免佈訊號線及主機，大幅降低建置成本。

 專為台灣本地設計的燈控開關，完美支援各種配置需求。

 支援主流語音助理及各種場景連動，讓智慧宅更懂您！

 優良的客戶使用體驗，本地專業售後服務。



15

0505
APP 介紹

0101

LED燈帶

19
情境單開關

17
網關、感應器 

智慧開關

13
插座 、 排插

目錄

21
窗簾桿

20
Zigbee智慧插座

23
智慧門鎖

25
iR遙控器



感應器

智慧開關

排插

iR遙控器

門鎖

燈帶
電動窗簾

Ai智慧宅Ai智慧宅

插座 情境
單開關

iR遙控器



01

弈碩智能



            我的家

「遠端APP控制」，拿起手機，無論身處何方，都可輕鬆遙控家中電器，
隨時隨地掌控智能生活。

常忘記關燈、想提前準備熱水，都可貼心「定時」，智能生活就是這麼輕
鬆愜意。

「一鍵添加」，產品與手機APP配網時，提供明確簡單的步驟提示，就算
第一次使用也可以輕鬆上手。

            智能

不同場景有不同設備操作需求，透過「一鍵執行」（場景設置），將多個
設備一起操作，看電影、上班了，手機一鍵搞定。

讓智能設備更聰明，根據溫濕度、天氣、設備、時間等條件，讓「設備自
動化連動」，大於28℃自動開冷氣、日落自動開燈，設備大小事通通自
動完成了。

            支援第三方平台

支援Google Home與Apple Homekit (Homekit限Zigbee系列產
品可支援，需透過Zigbee Homekit網關)，可透過Google助理或是
Siri語音聲控設備，也可以整合非VIZO品牌產品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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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陽臺燈

睡覺時間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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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Apple系統的Homekit與Siri語音聲控，
可完整支援Apple生態系的各項產品。

Homekit



Google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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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Google Home與Google助理語音聲控，
跨品牌整合、語音聲控一次搞定!

關閉客聽燈

派對時間

Google Home



主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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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
改變就從開關開始。

W i F i

/

Z i g b e e

智慧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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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Zigbee
零火線智慧開關

2 年
原廠保固

通過NCC
認證

智慧開關系列產品，享二年原廠保固，
本產品投保3000萬產品責任險。

台灣專利：M585005號、M511059號
發明專利第I602373號
NCC認證：CCAH19LP2930T8(WiFi)

                CCAH20LP5610T7(Zigbee)

獨家專利 仿冒必究

外型美觀
精緻時尚設計，輕巧俐落好按壓

安裝簡易
確定火線(L)及中性線(N)，照說明書即可安裝

遠端遙控
無論身在何方，手機只要連上網就能監控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關，環保節能省荷包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

三路控制(雙控)，領先所有智能開
關，將兩邊換成VIZO智慧開關，一
燈雙切也沒問題！

給 家 一 個 智 慧、便 利、美 學 的 完 美 結
合，打 造 現 代 感 的 智 慧 住 宅  。

▲WiFi系列不需搭配網
關(閘道器)，透過家用
AP連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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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系列必需搭
配Zigbee網關(閘道器)
及家用AP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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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單火線智慧開關

2 年
原廠保固

通過NCC
認證

智慧開關系列產品，享二年原廠保固，
本產品投保3000萬產品責任險。

台灣專利：M585005號、M602758號
發明專利第I602373號
NCC認證：CCAH20LP5610T7
獨家專利 仿冒必究

外型美觀
精緻時尚設計，輕巧俐落好按壓

無需中性線即可安裝
確定火線(L)與燈具負載線，照說明書即可安裝

遠端遙控
無論身在何方，手機只要連上網就能監控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關，環保節能省荷包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

三路控制(雙控)，領先所有智能開
關，將兩邊換成VIZO智慧開關，一
燈雙切也沒問題！

給 家 一 個 智 慧、便 利、美 學 的 完 美 結
合，打 造 現 代 感 的 智 慧 住 宅  。

▲Zigbee系列必需搭
配Zigbee網關(閘道器)
及家用AP使用。

Zigbee單火線客製版智慧開關可
與傳統開關搭配做雙切控制。
      依實際狀況為主，不保證一定
可成功。

一般版
客製版

客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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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系列智慧開關必需要有「火線（L）」與「中性線（N）」(或稱地線/水線/零
線)，若有缺少任何一條供電的來源線，可請水電師傅幫您拉線後即可裝設。
▲僅支援2.4G網路

注意!

VIZO WiFi 智慧單開關
型號：VZ-211S / VZ-211S-BK
定價：白$1,899/黑$2,0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最大負載：10A/1100W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VIZO WiFi 智慧四開關
型號：VZ-214S / VZ-214S-BK
定價：白$4,699/黑$4,8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最大負載：10A/1100W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WiFi 零火線系列  時尚白/尊爵黑 兩款

VIZO WiFi 智慧三開關
型號：VZ-213S / VZ-213S-BK
定價：白$3,199/黑$3,399

VIZO WiFi 智慧六開關
型號：VZ-216S / VZ-216S-BK
定價：白$6,099/黑$6,299

VIZO WiFi 智慧雙開關
型號：VZ-212S / VZ-212S-BK
定價：白$2,599/黑$2,799

VIZO WiFi 智慧五開關
型號：VZ-215S / VZ-215S-BK
定價：白$5,499/黑$5,699



▲Zigbee網關(閘道器)及感
應器系列，了解更多請至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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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零火線系列  時尚白/尊爵黑 兩款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單開關
型號：VZ-241S / VZ-241S-BK
定價：白$1,899/黑$2,0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負載≦1100W(三迴路總和)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需搭配VZ-ZGW或是VZ-HZH閘道器使用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四開關
型號：VZ-244S / VZ-244S-BK
定價：白$4,699/黑$4,8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負載≦1100W(三迴路總和)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需搭配VZ-ZGW或是VZ-HZH閘道器使用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三開關
型號：VZ-243S / VZ-243S-BK
定價：白$3,199/黑$3,399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六開關
型號：VZ-246S / VZ-246S-BK
定價：白$6,099/黑$6,299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雙開關
型號：VZ-242S / VZ-242S-BK
定價：白$2,599/黑$2,799

VIZO Zigbee 智慧零火五開關
型號：VZ-245S / VZ-245S-BK
定價：白$5,499/黑$5,699

▲Zigbee零火線系列智慧開關必需要有「火線
（L）」與「中性線（N）」(或稱地線/水線/零線)。

▲Zigbee零火線開關需搭配Zigbee網關(閘道
器)使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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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網關(閘道器)及感
應器系列，了解更多請至P17

▲Zigbee單火線系列智慧開關不需中性線（N），需
火線（L）並搭配Zigbee網關(閘道器)使用。
▲Zigbee單火線開關由於係單火取電技術，無法保
證所有燈具皆能正常取電控制。
▲Zigbee單火線客製版可以搭配傳統開關達成雙切
(有線路限制，無法保證一定成功)，Zigbee單火線一
般版僅能搭配VIZO智慧開關達成雙切。

注意!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單開關
型號：VZ-221S / VZ-221S-BK
一般版定價：白$2,099/黑$2,299
客製版定價：白$2,399/黑$2,5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3W＜負載≦1100W(三迴路總和)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需搭配VZ-ZGW或是VZ-HZH閘道器使用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四開關
型號：VZ-224S / VZ-224S-BK
一般版定價：白$4,899/黑$5,099
客製版定價：白$5,199/黑$5,399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3W＜負載≦1100W(三迴路總和) ， 材質：PC UL94V-0防焰材質
需搭配VZ-ZGW或是VZ-HZH閘道器使用

Zigbee 單火線系列  時尚白/尊爵黑 兩款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三開關
型號：VZ-223S / VZ-223S-BK
一般版定價：白$3,399/黑$3,599
客製版定價：白$3,699/黑$3,899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六開關
型號：VZ-226S / VZ-226S-BK
一般版定價：白$6,299/黑$6,499
客製版定價：白$6,599/黑$6,799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雙開關
型號：VZ-222S / VZ-222S-BK
一般版定價：白$2,799/黑$2,999
客製版定價：白$3,099/黑$3,299

VIZO Zigbee 智慧單火五開關
型號：VZ-225S / VZ-225S-BK
一般版定價：白$5,699/黑$5,899
客製版定價：白$5,999/黑$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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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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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聯裝潢開孔尺寸
73 x 50
深度建議大於44

雙聯裝潢開孔尺寸
73 x 95
深度建議大於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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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遙控
透過WiFi遠端、近端隨時隨地都可控制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關，環保節能省荷包

倒數計時
計時、充電好幫手

多人控制
可設定裝置分享控制，多人操控沒問題

即時監控
手機能掌握現場電源狀態，控制不卡卡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智慧插座、排插產品，享一年原廠保固。1 年
原廠保固

通過NCC
認證

 WISC-101PM：CCAH18LP2460T2

▲不需搭配專用遙控
器，手機就是遙控；不
需  加購專用閘道器，
透過家用AP連網。
▲僅支援2.4G網路

WiFi
插座、排插

隨時掌握家電使用狀況 ， 讓家變得
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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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ZO WiFi 智慧壁面插座（附USB充電孔）
型號：VZ-202P
定價：$1,500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125V ， 最大負載：12A/1320W ， 材質：PC UL94V-1防焰材質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 USB充電規格：5V ， 2.1A

排插

VIZO WiFi 智能排插(4 AC + 4 USB)
型號：VZ-104PS
定價：$1,500

輸入/輸出電壓：AC 100V~240V ， 最大負載：10A/1250W ， USB電流輸出：四孔共3.1A
材質：PC UL94V-1防焰材質，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 線長：1.8米

插座

VIZO WiFi 智慧插座
型號：WISC-101PM
定價：$690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V~220V ， 最大負載：16A/1760W ， 材質：PC UL94V-1 防焰材質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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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原廠保固

WISC-101R：CCAH18LP2430T6
通過NCC

認證

WiFi燈具，享一年原廠保固。

▲不需搭配專用遙控
器，手機就是遙控；不
需加購專用閘道器，透
過家用AP連網。
▲僅支援2.4G網路

遠程遙控
透過WiFi遠端、近端隨時隨地都可控制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關，環保節能省荷包

全彩燈光
1600萬色自由設置，一開燈馬上變換氣氛

多人控制
可設置裝置分享控制，多人操控沒問題

即時監控
手機能掌握現場燈光狀態，控制不卡卡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WiFi
LED 燈帶

絢麗多彩，營造氣氛的好夥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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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帶

更多調光燈具-合作夥伴

VIZO WiFi LED燈帶(5米套裝)
型號：WISC-101R
定價：$1,350

燈帶型號：5050超亮款 ， 燈珠數量：每米60珠 ， 額定功率：4.8W / 米 ， 額定電壓：DC 12V
燈帶亮度：35-40LM/單顆 ， 燈帶寬度：10mm ， 燈帶規格：5米 / 捲 ， 線路材質：高級雙層銅板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渥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為弈碩科技智慧家庭聯盟之合作夥伴，提供可整合於「弈碩智能App」的調光
控制解決方案。渥屋科技致力於提升使用者生活便利性，娛樂性與節能省電之居
家生活體驗，並專注於高端LED照明燈具，近年致力於智能調光系統、無線調光
規劃、DIALux燈光設計、客製化燈飾，提供專業的智能照明解決方案，基礎燈具、
訂製燈具、線型燈具皆提供完整的燈具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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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ZGW：CCAH20LP4580T6
VZ-HZH：CCAH22LP8170T0
VZ-DWS：CCAH20LP4640T1
VZ-PIR：CCAH20LP4660T4
VZ-TMPS：CCAH20LP4650T1

通過NCC
認證

1 年
原廠保固

Zigbee 網關、感應器產品，
享一年原廠保固。

安全防護
防盜偵測，非法入侵時APP立即通知

情境連動
感測人體時，自動打開燈光；房間溫度太高，自
動開冷氣

安裝簡單
無需佈線，安防建置超容易

▲Zigbee系列感應
器必需搭配Zigbee
網關(閘道器)使用

▲Zigbee Homekit
有線網關支援Apple 
Homekit系統，可將
Zigbee子設備橋接
至Homekit使用

Zigbee
網關、感應器

感應連動，自動執行好方便 。



18

Zigbee 網關(閘道器)

Zigbee 感應器

VIZO Zigbee 人體感應器
型號：VZ-PIR
定價：$670

偵測角度：170度 ， 電池規格：CR2450鈕扣電池
偵測距離：7米 ， 工作濕度：10～90％RH（無冷凝）
工作溫度：-10℃～50℃ ， 無線連接：Zigbee

VIZO Zigbee 無線網關 （閘道器）
型號：VZ-ZGW
定價：$2,350

電源輸入：5V/1A ， 工作溫度：-10℃～55℃
工作濕度：10～90％RH（無冷凝）
無線連接：Zigbee 3.0

VIZO Zigbee Homekit 有線網關 （閘道器）
型號：VZ-HZH
定價：$2,700

電源輸入：5V/1A ， 工作溫度：-10℃～55℃
工作濕度：10～90％RH（無冷凝）
無線連接：Zigbee 3.0 ， 有線連接：RJ45網路線

VIZO Zigbee 門窗感應器
型號：VZ-DWS
定價：$620

工作溫度：-20℃～60℃
電池規格：CR2032鈕扣電池
工作濕度：≤95％RH（無冷凝） ， 無線連接：Zigbee

VIZO Zigbee LCD溫溼度感應器
型號：VZ-TMPS
定價：$1,200

偵測濕度範圍、準確性：0～100％RH（無冷凝）±0.3％
偵測溫度範圍、準確性：-10℃～55℃ ±0.3℃
電池規格：AAA電池兩顆（TMPS）
無線連接：Zigbe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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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原廠保固

Zigbee情境單開關 ， 享一年原廠保固。

Zigbee 情境單按鍵開關
型號：VZ-SS1
定價：$830

工作溫度：-10℃~45℃ ， 電池規格：CR2032鈕扣電池
工作濕度：<90%RH(無冷凝) 
無線連接：Zigbee 3.0

情境連動
搭配各式VIZO產品設定情境連動，自由規劃
屬於你的智慧生活

安裝簡易
無需佈線即可使用，更方便!

一個按鍵，三種模式
按鍵可設定單擊、雙擊、長按三種模式，
多種模式任你設定。

無線控制更自由
情境開關使用無線控制，無需接實體線，可以
自由選擇擺放位置

Zigbee
情境單按鍵開關

輕輕一按，輕鬆切換智能場景 。

▲情境單開關需搭配
其他VIZO設備一起使
用，無法單獨使用。
▲Zigbee情境單開關
必需搭配Zigbee網關
(閘道器)使用

通過NCC
認證

VZ-SS1：CCAH22LP8710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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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智慧插座

1 年
原廠保固

Zigbee智慧插座 ， 享一年原廠保固。

是插座，也是Zigbee信號中繼站 。

Zigbee網關信號中繼
可做為信號中繼，延伸網關信號範圍

遠程遙控
無論身在何方，手機只要連上網即可控制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關，環保節能省荷包

多人控制
可分享家庭控制，多人操控沒問題

即時監控
手機能掌握現場電源狀態，控制不卡卡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Zigbee智慧插座必
需搭配Zigbee網關(
閘道器)使用
▲Zigbee智慧插座可
用於延伸網關信號範
圍使用，延伸範圍約
等同一台網關。

Zigbee 智慧插座
型號：VZ-ZBP
定價：$690

輸入/輸出電壓：AC 110~220V ， 最大負載：1100W/10A
無線連接：Zigbe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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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碩電動窗簾合作廠商

遠程遙控
透過WiFi遠端、近端隨時隨地都可控制

定時排程
時間到就開，讓早晨的陽光呼喚您起床

多人控制
可設置裝置分享控制，多人操控沒問題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1 年
原廠保固

WiFi電動窗簾桿，享一年原廠保固。

▲不需搭配專用遙控
器，手機就是遙控；不
需加購專用閘道器，
透過家用AP連網。
▲僅支援2.4G網路

WiFi  
電動窗簾桿

輕輕一按，開啟你的智慧新生活 。

中部以北 張 昱 勝 0926-777497

中部以南 洪 振 凱 0982-78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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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方式

開合方式

VIZO WiFi電動窗簾桿
型號：VZ-101C
定價：請洽VIZO弈碩電動窗簾合作廠商

額定電壓：AC 100-240V 50/60Hz 60W ，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 附RF遙控器
窗簾形式：三摺簾 、 蛇型簾

VIZO WiFi電動捲簾桿
型號：VZ-101CR
定價：請洽VIZO弈碩電動窗簾合作廠商

額定電壓：AC 100-240V 50/60Hz 60W ，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 附RF遙控器
窗簾形式：遮光簾 、 陽光簾 、 調光簾 、 羅馬簾

壁掛式 頂掛式

中開 側開

捲簾



獨家相容VIZO APP
根據所嚮往的智慧場景自行定義！遠端解鎖、保
全設定與解除、連動各項智慧裝置盡在你手！

Ai智慧學習式指紋辨識系統
瑞典FPC半導體指紋辨識，精準快速，穿透皮膚
表層的活體指紋識別，比光學指紋辨識更安全

虛擬密碼防窺探，隱私有保障
有效防止他人透過查看密碼痕跡試圖破解

支持多種卡片開鎖
MIFARE(RFID)、NFC、悠遊卡、一卡通、
iCASH2.0、信用卡、金融卡

極致安全C級防盜鎖芯
廣泛應用於歐系進口汽車的訂製防盜鎖芯，安
全無虞

智慧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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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不帶鑰匙，也能輕鬆開門。

2-3年
原廠保固

FM 560，享三年原廠保固。
DS08、DA02，享兩年原廠保固。

C
A
R
D

1 2 3
4 5 6

▲WiFi系列不需搭配網
關(閘道器)，透過家用
AP連網即可，僅支援
2.4G網路。
▲Zigbee系列必需搭
配Zigbee網關(閘道器)
及家用AP使用。



24

                       聯泰科技                            泰榮智能科技
現為弈碩科技智慧家庭聯盟之合作夥伴，提供可整合於「弈碩智能App」的智
慧門鎖解決方案，提供不同形式門鎖，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隨時掌控出入狀
況，還提供多種開鎖方式，達到雙重防盜效果。

Zigbee 系列

WiFi 系列

合作夥伴

Ai智能鎖
型號：FM 560
定價：請洽VIZO弈碩智慧門鎖合作廠商

材質：鋅合金 ， 工作電源：4顆3號電池 ， 臨時外接電源：5V(Mirco USB) ， 可安裝門厚度：30-120mm
工作溫度：-20～50℃ ， 儲存容量：300組

Ai智能鎖
型號：DS08
定價：請洽VIZO弈碩智慧門鎖合作廠商

工作電源：4顆3號電池 ， 臨時外接電源：Mirco USB
儲存容量：300組 ， 顏色：土豪金 、 太空灰

Ai智能鎖(推拉款)
型號：DA02
定價：請洽VIZO弈碩智慧門鎖合作廠商

工作電源：4顆3號電池 ， 臨時外接電源：Mirco USB
儲存容量：256組 ， 顏色：古銅金 、 太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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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搭配專用遙控
器，手機就是遙控；不
需加購專用閘道器，
透過家用AP連網。
▲僅支援2.4G網路

遠程遙控
透過WiFi遠端、近端隨時隨地都可控制

家電支援
多廠牌冷氣、電視、音響型號，皆可使用

多人控制
可設置裝置分享控制，多人操控沒問題

全向紅外信號發射
360°全向發射，同一空間信號控制無死角

自訂紅外線學習
具備DIY學習功能，不怕無碼可用

語音聲控
支援Google助理、Siri、Alexa等語音助理

WiFi  
萬用iR遙控器

讓手機也能成為家電遙控器 。

VZ-101IR：CCAH19LP2380T2

通過NCC
認證

1 年
原廠保固

WiFi萬用iR遙控器，享一年原廠保固。

VIZO WiFi 萬用iR遙控器
型號：VZ-101IR
定價：$1,090

電源輸入：DC 5V/1A (Mirco USB) ， 紅外線範圍：≤8公尺(半徑)
紅外線頻率：38Khz ， 紅外線發射角度：360度(全向)
WiFi頻率：2.4GHz 802.11b/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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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碩產品支援以下APP

需搭配Zigbee Homekit
有線網關

Google Nest Audio Google Nest HubGoogle Nest Mini

HomePod miniHomePod

Echo ShowEcho DotEcho

弈碩全產品支援以下語音音箱



弈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IZO  TECHNOLOGY CORP.

www.vizo.com.tw

台南市永康區復華五街55巷17號（體驗館）    06 - 312 - 5760    0958 - 198 - 919

VIZO App YouTube 官方客服 粉絲專頁 VIZO IG

本冊內容Google、Google Nest Mini、Google Nest Audio、Google Nest Hub為Google LLC的商標；Siri捷徑、Homekit、HomePod、HomePod mini為Apple LLC的
商標；Amazon、Echo、Echo Dot、Echo Show為Amazon LLC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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