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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工商大展「台灣精品館」展出報導
撰文/ Selena Huang

    BXB 於今年 1 月，受邀至第34屆美國華人工商大展的「台灣精品館」，展出最新款數位會議系統，此為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委託外貿協會執行的「臺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之一環。 華人工商大展是美國華人圈最大的展會，選在農曆年前的週末展出，讓

身在異鄉的華人也能感受到家鄉過年的熱鬧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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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有許多重要的貴賓出席，如駐

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夏季昌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Edward 
Royce及加州參議員Mike Morrell…….
等。BXB的代表也很榮幸能一同參與台

灣精品館開幕剪綵。我們這次展示的主

題 為 榮 獲 2 0 1 5年 台 灣 精 品 獎 的

FCS-6350會議主機，搭配UFO桌上型

麥克風與 FCS崁入式麥克風，透過

BXB-C901影像處理器，控制高畫質攝

影機達到影像追蹤的功能。FCS-6300
系列納入許多創新的會議系統運用新思

維，將物聯網及雲端處理技術融入會議

系統的管理運用。會議主機具TCP/IP通
信協定網路控制，可使用有線或無線網

路連線方式，用網頁瀏覽器進行各種秩

序更改及指定列席麥克風發言權。使用

者也可透過手持裝置下載BXB的會議

APP來管理會議秩序，廣受貴賓好評。

    近幾年，美國經濟復甦，已逐漸成

為台灣最大的訂單國，是BXB相當重視的市場。我們從2014 年起，密集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拉斯維加斯、休士頓和紐約出席

展覽活動，展示全功能會議解決方案，強調BXB產品是100% 台灣設計、台灣製造。這次能夠參加展出，也要特別感謝國貿局與外

貿協會呂昱昱、徐嫚孺專員的邀展，與公關媒體活動的協助，以及BXB在美國的合作夥伴Safina Technologies 的 Isaiah Clark 到場

支援與解說。 今年6月我們將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於InfoComm影音展發表廣播與會議新產品，敬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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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訊電子會議系統在東歐鞏固地位
撰文/ Zolzaya

    卡訊電子的EDC會議系統是相當受歡迎的系列，這次我們也

很榮幸能獲得波蘭茲戈熱萊茨鎮，由歐洲區域發展基金會共同出

資打造的「歐洲教育與文化中心」採用。此安裝案由波蘭獨家代

理商Monacor Poland 所主導，透過他們在波蘭完整的會議系統

經銷網絡，成功地完成此案。

    Monacor總部設立於德國不萊梅，而波蘭Monacor是遍布於歐洲25分公司的其中之一。長期的合作關係裡，Monacor
提供和善的顧客服務、設備相關選擇的免費諮詢、商品的技術規格、建議、配置及安全系統整合。

    現今此中心是位於前身為戰俘營的VIII-A，1941年1月奧立佛.梅湘的經典名作"四重奏(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在此初次亮相。此中心將提供邊界相鄰的波蘭、德國及捷克一個匯合點，讓許多國家人民能享受多元文化與藝術的教育，

同時也提供教育家、藝術家、孩童與年輕人有個參與活動的場所。另外此中心著重於藝術活動，將創造許多紀念二戰戰俘

事件的機會。

    關於設備方面，此中心具備寬敞的會議室，其中兩間更各安裝了20支BXB EDC麥克風，EDC系統操作簡便，並具備多

種會議管理系統模式，可讓使用者在會議進行中挑選最合適的模式，享有最完美的使用經驗。EDC系統擁有內建高清及高

品質喇叭，以及單體小喇叭迴授抑制功能，意即是當開啟麥克風時，此內建喇叭會自動關閉以避免聲音迴授。



2015 台北智慧城市展報導
撰文/ Michelle Chan

  台灣規模最大的物聯網(IoT)產業活動-2015智慧城市展Smart City 
Summit & Expo，於1月20日至1月23日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盛大

展出。今年展會成功吸引33個國家、近600位國際買主來台參觀。

2015智慧城市展是以「探索物聯網新世界」為主題，共計有100餘
家國內外知名廠商參與，展出智慧醫療、智慧零售、智慧節能、智

慧建築及智慧校園等智慧城市各個領域的物聯網及雲端運用解決方

案，期間舉辦26場專業論壇，總計吸引1.2萬人次參加。

  BXB很榮幸此次獲得工研院的邀請，參加智慧城市-應用探索館的展

出機會。在展會中展示了新款廣播設備-校園雲端指揮管理系統。此套

系統是以行動化智慧校園物聯網為設計理念，將校園所需的訊息傳遞

及指揮管理功能整合運用，如：分區定址廣播、英文聽力廣播、緊急

求救及門禁安防、防災警報廣播......等功能，整合於雲端作業平台，達

到行動化的智慧校園。上述的系統功能當中，又以地震預警觸發聯動

廣播功能及英文聽力廣播及TTS自動報讀軟體功能，最獲得青睞。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因而地震非常頻繁。有鑑於此，BXB
配合中央氣象局地震中心，開發一套「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以全國

中小學為主要應用推廣對象，在地震中心警報發佈時，自動開啟學校

廣播系統發佈地震警報聲響，並結合的訊息看板進行無聲廣播，也將

TTS文字轉語音技術，進行自動語音訊息警報廣播，讓師生可以提早

獲得地震資訊，並採取正確的地震應變措施。新光保全事業群-新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劉家銘先生於現場參觀後表示：「此地震的聯動

廣播很多元化，日後也可應用發展在社區住宅及公司企業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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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BXB
在十年前就在校

園的英聽系統經
營佈建，累積了許

多的實績案例。今年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

績已納入大學「甄選入
學」與「考試入學」的

檢定項目，教育部也指示
將校園廣播系統做英聽考試

的工具，因此穩定的系統及
語音清晰度將影響著考試的公

平性。本系統平時可針對各年級
播放不同的語音英聽教材也可使

用TTS文字轉語音自動報讀功能，
不需預先錄製語音檔，可輕易解決錄

音設備及人力資源問題，讓學生在校
園中自然接觸學習，提升學生的英文能

力。在考試時又可作為高公平性的英聽考
試系統。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的方玉

婷組長，在現場參觀後表示：「TTS文字轉
語音自動報讀功能，可針對考試試題，直接轉

換為合成語音進行播音輸出，不需預先錄製語
音檔，可以節省時間及成本。」

   此次展出圓滿成功，在此非常感謝工研院的大力
幫忙及此次前來觀展的廠商 ，給予BXB產品肯定與

認同，這些都是推動BXB持續創新的推手及動力，也
期待我們大家明年再相會！



    根據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臺灣地

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互碰撞的樞

紐點上，是典型板塊碰撞下所產生之大陸邊緣島

嶼，每年平均發生的地震約15,000～18,000個。

根據以往歷史的記載，臺灣近百年來曾經發生多

次災害性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以及財產損

失，例如1906年梅山地震、1935年新竹-臺中地

震、1941年中埔地震、1951年花東縱谷地震、

1964年白河地震、1986年花蓮地震以及令人印

象深刻的1999年集集地震等，而這麼多災害性地

震的重複發生，再再顯示臺灣這個島嶼實仍為地

殼活動非常劇烈的一個區域，而且隨著經濟建設

的迅速發展，各大都會區人囗密度不斷提高，高

樓大廈林立，更是大幅增加地震對於人民生命財

產的威脅，因此生活在地震威脅如此嚴重的環境

下，地震科技在災害防治上的應用益顯重要。

撰文/ Henry Hsiang

圖片來源/

成大研發快訊-文摘

維基百科

地震APP軟體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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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速報系統為中央氣象局發布有感地震報的核心系

統，近年來成功應用於臺灣地區幾個災害性大地震的測

報，例如：1998年7月17日嘉義瑞里地震、1999年9月21
日集集地震、1999年10月22日嘉義地震、2002年3月31
日花蓮外海地震、2003年12月10日臺東成功地震、2006
年4月1日臺東地震以及2006年12月26日恆春），迅速提

供防救災單位地震參數及強地動資訊，有效降低地震所

造成的衝擊。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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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測報是臺灣整體地震災害防治工作中重

要的一環，尤其在集集地 震發生期間，對於有感

地震的嚴密監測、地震資訊的快速傳遞，以及落

實地震情報在防災上的運用，皆顯示其能夠在地

震減災上發揮一定的功效。地震測報工作的進行

必須透過地震觀測儀器的廣泛設置，以便在地震

發生時能夠忠實記錄各地的振動訊息，同時地震

學的研究與應用也需要仰賴地震觀測網所蒐集之

資料來加以分析與驗證。廣義之地震觀測網除了

包括可以直接記錄地動訊號的各類型地震儀外，

其他地震相關之研究或作業的觀測網，例如研究

地震前兆現象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地下水位監

測系統也可以涵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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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精選

天氣

BXB 2015年1月29日

地震速報EEW

    卡訊電子目前是氣象局地震中心發展地震速報

系統的合作夥伴，非常認同中央氣象局 地震中心

的校園地震減災理念，因此全力開發地震自動速

報系統，鑒於系統已逐漸成形，現在為了讓更多

的民眾也能受到地震即時速報的防護，將地震速

報從校園擴展到手機APP，目前Android及iOS版
都已經全部發行，全民可以免費下載使用公測。

    全民防災系統剛開始佈建，目前提供的版本僅

供台灣地區使用，可預期會有許多的未知問題需

要改進，若有建議也請不吝指教。

Android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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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速報EEW
BXB Electronics Co., Ltd.

評論 相關詳細資訊

io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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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本APP時最好在可開啟GPS定位功能，就可用

自動偵測，或輸入所在地的城市做定位，當地震來時，系

統會透過推播方式告知地震預警，在地震速報的頁面裡就

可得知地震的訊息、震度、大約到達所在地的秒數，讓全

民有心理準備，並立刻做緊急應變措施，立即做疏散或做

現地掩蔽等保護動作。

   此地震APP主要透過定位的方式，針對非現地

型地震做地震預警，主要系統頁面如左圖。



   在地震報告的部分，會列出氣象局公開之

地震相關的資訊，像地震規模、深度、發生地

點及時間等，可讓全民快速掌握地震資訊。

   BXB因緣際會成為國土防災的的一分子，

在此也希望能盡一己之力為大家服務，如有任

何指教，也歡迎大家透過交心時刻中的平台，

將您寶貴的意見提供給我們，謝謝。

參考資料
氣象局地震預報影片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WSv2C9La4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bxb.eew.light

ioS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ew-de-zhen-su-bao/id947286863?l=zh&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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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相關報導

此報導刊登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21日 星期三A24 產業商機版

此報導刊登於中華民國

104年1月30日 星期五

4 自動化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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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葉娜慧

圖片提供/ 高雄市都發局、高雄市捷運局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高雄市水岸輕軌即將正式上路，結合現有的捷運紅、橘線，將大幅提昇

大眾捷運運輸量，構築完整的城市交通網絡。輕軌系統總長度達22.1公里，

設有35座候車站，6處轉運站，分成環狀輕軌與水岸輕軌二線，預計於2012
年10月動工，水岸輕軌線預計在2014年12月通車，環狀輕軌線則在2019 年
通車。輕軌系統可望提昇運輸的品質，打造無障礙環境，期能促使高雄市現

有220萬輛機車使用者減少碳排放量。

    奠基於排名世界第十二大貨櫃港的高雄港，高雄市政府積極形塑「亞洲

新灣區」，2013年起，以寬廣的高雄港灣為基地，在高雄港15至21號碼頭及

周邊啟動一系列的城市建設計畫 ，包括可舉辦國際級大型展覽及會議的「高

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以旅客服務為導向的「高雄港港埠旅運中心」、

加上可演出多場音樂、文化節目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綠色建築

新典範的市立圖書館總館等四大建築 。在市府的規畫下，著眼於高雄的遊艇

製造業產值佔全台遊艇製造業的八成，全台九成外銷的遊艇皆由高雄港裝船

出口。於高雄港外港區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成立全台灣第一個以「遊艇」為

主題的「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遊艇產業在高雄可擁有更寬廣的產業基

地，預定於2015年完成，期能成為亞洲豪華遊艇製造中心。

    為了紓解水岸周邊未來湧進的大量人潮，吸引產業聚集投資，高雄市政

府已計畫在新灣區內引入輕軌系統，促進鹽埕、鼓山市區發展，打造兼具港

都特色與交通便利的高雄市。導入水岸輕軌的亞洲新灣區，將大幅提昇高雄

的商業發展潛力和競爭力，擴展高雄國際能見度 ，提昇廠商駐地投資意願。

    輕軌交通網完成後，成為陸、海、空轉運中心的高雄市，吸引文創、音

樂、遊艇、觀光等產業進駐，創造多元就業機會，再造高雄新風貌，使高雄

市更具國際競爭力。

亞洲新灣區在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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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卡訊電子在國際間參與的大小展覽活動破歷史新高。我們參加展覽不只為了自有品牌的推廣，也期望大幅增加市

場資訊的深入度，使卡訊在國際市場上的根基更加紮實。今年，卡訊深切感受到經濟部國貿局與外貿協會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

品牌，進行了「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IEP)，並精心設計一系列的推廣活動，讓卡訊與其他台灣精品能夠被全世界看見！

    而在2014年的尾聲，卡訊接獲了五項產品悉數獲得台灣精品的捷報！這份肯定也加倍鼓舞了我們的信心，我們也將不負所

望地繼續在2015年實踐更多的海外行銷計劃。

羊年將至，卡訊在此預祝大家：

羊羊得意、羊眉吐氣、財華羊溢、名羊四海！
春節預告
本公司出貨時間至2015年 2月 16日
(一)。春節期間2月18日(三)至2月23
日(一)貨運暫不送貨。2月24日(二)恢

復正常上班，若有需要，請事先告知貨

運指定送達時間，謝謝您的配合！

發羊光大 | 春節預告

14



發行日期 / 2015年2月1日

發行人 / 吳昭文．吳陳惠篤

發行所 / 卡訊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BXB Electronics Co., Ltd.
電話 / +886（7）9703838

傳真 / +886（7）9703883

地址 / 80673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

路288-5號6F-1

官方網站 / www.bxb.tw

編輯人員 / 
Dora Tseng dora@bxb.tw

撰稿人員 / 
Stacy Chiang stacy@bxb.tw
Selena Huang selena@bxb.tw
Henry Hsiang henry@bxb.tw
Zolzaya zolzaya@bxb.tw
Michelle Chan Michelle@bxb.tw

翻譯人員 / 
Sarah Li sarah@bxb.tw
Henry Hsiang henry@bxb.tw
Zolzaya zolzaya@bxb.tw

執行美術設計 / 
Dora Tseng dora@bxb.tw

敬請期待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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