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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BXB荣获第九届国家人力创新奖



起源
    行政院劳动部为表彰具有人力培训创新或实绩之标竿单位

或个人，以促进企业及社会大众对人力资源发展经验之了解与

学习，自94年度起开始举办「人力创新奖」(HRD InnoPrize)
选拔表扬活动，至102年底为止，已成功办理8届，并选出绩优

办训单位及个人(创新内涵包括：自我比较以往于实践应用之

创新、同业之创新及设计之创新)。也为广泛搜集各界对人才

培训议题之见地，作为研拟政策之参考，并为协助企业以更前

瞻的角度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掌握全球化发展趋势与提升企业

人力素质，同时，也为奖励人才培训之绩优单位。

第九届国家人力创新奖

卡讯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荣获贺
撰文/卡讯人资单位



卡讯卡讯  创新培训  质量稳定  人才涌进



过程
卡讯本着”追求卓越、持续改善

”的精神，今年我们勇敢挑战第

九届国家人力创新奖的角逐并且

获得得奖的肯定。如同卡讯的经

营理念「顾客第一、质量保障、

人才培育」中指出”人才培育”

对于卡讯在永续发展上是相当重

要的一环。对于「创新」这两个

字的解读，我们认为就是不断追

求改善和进步，这是一种全体的

展现，从组织到个人，即使是微

小的改变也是一种创新的展现，

在这样的思维下我们提出了卡讯

的创新行为展现如下：

．激励员工实现内部创业精神

为实践吴昭文总经理的经营理念

「在卡讯的每一天，你就是自己

工作岗位上的老板」，公司支持

和鼓励创新行为并且容许失败，

员工可以主动发起的创新活动并

且可获得资源上的支持。

．运用云端、创造知识分享文化：

(1)云端协同作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可以取用

同一份数据进行工作，缩短作业工时，提升效率。

(2)实时的知识分享平台：提供跨部门与不受时间

限制的虚拟沟通平台，并鼓舞员工提出新想法形成

同仁们自发性的分享文化，例如:教育训练的教材、

学习成果和心得都是开放给全体可参与和拥有。



．脑力激荡、创新发想会议

卡讯重视员工的想法并鼓励任何

微小的创意发想,导入「创新会

议」的机制，在工作流程改善或

项目会议的进行中，运用「绿灯

思考、红灯思考、宜有条件和绝

对条件」等因素鼓励源源不断的

想象思考，最后由众人共同择选

最适合的行动方案。透过此方法

强化团队协调的整合力，并建立

团队信任的行动力，加强单位的

一致目标。

．建立绩优人员制度

每一季订定”绩优人员”的表扬

制度并列入薪酬考评，激励员工

藉由完整之福利及升迁制度，降

低因人员异动而影响工作质量之

变异性。

．关注人才对公司的需求

满足员工的需求是卡讯持续追求

改善的动力，卡讯成立员工福利

委员会，费用由公司全额负担且

不向员工扣除职工福利金，全心

致力于提升员工的福祉，每月举

办庆生活动邀全体人员参与凝聚

组织向心力、更举办相关活动邀

请员工家属同乐，视员工家属为

顾客一般服务。



结果
在这次角逐奖项的过程中，卡讯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好棒！我们得奖了！"，相较于其他得奖者，虽然卡讯的人数规

模没有其它公司来的多，但卡讯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用开放的态度培育每一位员工，很高兴能获得国家的肯定，这

也让卡讯更有信心能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拥有坚强的人力资源作为我们勇往直前的最佳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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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讯电子荣获国家人力创新奖，吴昭文总经

理亲赴接受中华民国副总统吴敦义表扬。



  BXB会议系统
「印度台湾国际工业展」 
 专题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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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elena Huang

(如图)台湾精品代言人Sidharth 
Malhotra在开展第一天即前来体

验 BXB会议系统影像追踪功能！



    继今年7月BXB于印度孟买Inorbit购物中心「台湾优良产品体验

营销专区」的展出，我们9月也随着外贸协会的脚步，来到了印度

南部有「印度硅谷」、「花园之都」之称的班加罗尔，展示BXB影

像自动追踪的会议系统解决方案。

，介绍BXB附投票表决、自动影像追踪、图控软件......等全功能会

议系统的特色，也分享我们在台湾总统府、韩国、俄罗斯、奈及利

亚、波兰等世界各地的安装实绩照片。

    「印度台湾国际工业展

」为期三天：103年9月11日

至13日，为「台湾产业形象

广宣计划」的一环，由经济

部国际贸易局主办，外贸协

会执行。BXB的展示依然主

打一整套的会议系统，体现

「台湾精品营造美好优质生

活」，营造轻松自在的开会

环境，设计简单易懂的操作

方式，并搭配公关公司策画

的品牌发表时段，在台湾精

品舞台上与参观的民众互动



    印度班加罗尔IT产业人才济济，超过2,000家的IT企业在此设立

营运总部，雇用了全印度35%的IT人才。BXB会议系统结合ICT资通

讯与IoT物联网技术，提供行动装置来管理会议秩序的功能，能够

在此科技重镇受到IT人的热切询问与肯定，对我们的研发与创新是

莫大的鼓励，学生们纷纷至BXB脸书按赞，表达支持。除此之外，

还有来自孟加拉国的买主，因为先前有听过BXB会议品牌，这次经

世贸中心TWTC邀约而得知BXB也会派专员前往，所以特别预约与

BXB一对一洽谈，Ariful先生热情的说 “We came here for you!”。

    此次赴南印度参展，我们结识许多为印度市场打拚的台商前辈

，如：长兴材料、EVERHARVEST、晶达光电、中国信托、富永

炭素、谊山新科技......等，彼此交流印度的业务经验与心得，在异

乡也彼此照应，互相帮助，台湾人的温暖与热情，总是让只身在外

的我们倍感窝心！而BXB的会议系统在「台湾优良产品形象馆」能

顺利以动态方式呈现，在展中收到踊跃的询问，要特别感谢外贸协

会黄娇美组长、林姿岑专员不遗余力的协助，与安益国际林承蓉组

长细心打点各个环节，让BXB展览再次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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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elena Huang

    今年是InfoComm第二届在印度举办，延续去年热烈回响，

今年BXB当然不缺席，再次回到孟买与印度的朋友们相会！展

览为期3天：103年9月17日至19日，于孟买展览中心盛大展开。

    印度位居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家，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今年五月新总理莫迪上任，推出未来5年经济计划，内容涵盖

税制改革、推动基础建设、开放外资及备受瞩目的「钻石四角

形高速铁路计划」等，大家对印度经济成长前景看好。BXB很
早就关注这个市场，已经营印度市场多年，并累积几个具代表

性的会议系统安装实绩，例如：新德里附近的古尔冈服装出口

促进组织、印度西北方贾姆的圣马塔凡士诺德维神殿。

    这次BXB的展出分成两大重点：结合IoT技术的会议系统

解决方案、多功能数字广播系统。BXB会议系统具TCP/IP通

信协议，能使用手持行动装置来管理会议秩序；数字麦克风有

内建DSP芯片，具AGC自动增益功能，音量输出稳定，音质浑

厚优美。我们这次展示的UFO数字麦克风具流线外观，有五种

不同的金属色组合；FUN系列主打黑色利落的方型底座，具LCD



显示屏幕，可呈现会议模式与麦克风编号。Mr. Lalani给予肯定

的说「BXB麦克风外型好看，软件实用！」Mr. Magesh Babu则
认为BXB麦克风音质很棒，嵌入型的整合面板单体使用便利。

    BXB全功能数字广播系统提供分区广播，并可结合电话广

播、环境控制、门禁系统、安全防盗、紧急呼叫、双向对讲......
等。Mr. Ravikumar觉得可以结合求救警报的功能很棒！ Mr. 
Kashid分析，BXB广播系统在印度的市场很大，他本身对双向

对讲的功能特别有兴趣。Mr. Akshay Exim在展后也热情分享

「BXB美好的广播系统与会议系统令人印象深刻！」

 
    在InfoComm我们与许多老朋友开心相见，Mr. K.L. Malhotra
来和我们打招呼，原来在过去3~4年的时间，他已安装了20几
套BXB会议系统，对于BXB稳定的质量相当满意！Mr. Inderjit 
Singh也来了解BXB最新推出的FUN系列麦克风，他曾主导古

尔冈服装出口促进组织的案子，此安装实绩也被登在InfoComm
会刊上；Mr. Rohit Bhatnagar则在开展当天从德里到场支持，

并与我们共进晚餐，享用地道的印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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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随同外贸协
  会于越南胡志明

    市Crescent Mall
      台湾精品馆摊位

         展出会议系统
                   撰文/ Henry Hsiang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外贸协会执行「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

划」，于9月19日至9月21日于越南胡志明市的Crescent Mall内设

立台湾精品馆，藉此推广台湾品牌并展现台湾产业创新价值。此次

，BXB很荣幸再度成为活动成员之一。现场将整套会议系统以简约

的方式，配合近两年荣获台湾精品奖之产品同时呈现。

    此次十分感谢外贸协会，让BXB除了在摊位上对有兴趣的朋友

们介绍BXB台湾精品奖的得奖产品外，在9月19日与9月20日上

午11点半左右各有一场产品发表的机会，让越南的朋友们，

从了解BXB会议系统麦克风的AGC自动增益功能，与发言

者影像自动追踪特性，及其对会议进行给予的协助。

当中为了能让大家都能了解，此次的产品发表也特

别邀请到我们的客户Hong Thang Technology的
阿May，协助翻译越文完成解说。而在有奖

征答中，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参与的踊

跃程度，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他们

对于BXB会议系统很感兴趣。在此

感谢各位的捧场，也感谢现场询

问的朋友给予BXB如此高度





C O N G R A T U L A T I 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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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参展时间/ 2014年10月12日-16日(5天)

参展地点/ 杜拜世界贸易中心

摊 位 号 码

SR-H1

12(日)            01:00pm-06:00pm
13-16(一至三) 10:00am-06:00pm

台湾精品馆内
(Sheikh Rashid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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