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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BXB榮獲第九屆國家人力創新獎



起源

    行政院勞動部為表彰具有人力培訓創新或實績之標竿單位

或個人，以促進企業及社會大眾對人力資源發展經驗之了解與

學習，自94年度起開始舉辦「人力創新獎」(HRD InnoPrize)
選拔表揚活動，至102年底為止，已成功辦理8屆，並選出績

優辦訓單位及個人(創新內涵包括：自我比較以往於實踐應用

之創新、同業之創新及設計之創新)。也為廣泛搜集各界對人

才培訓議題之見地，作為研擬政策之參考，並為協助企業以更

前瞻的角度面對知識經濟時代，掌握全球化發展趨勢與提昇企

業人力素質，同時，也為獎勵人才培訓之績優單位。

第九屆國家人力創新獎

卡訊電子實業有限公司榮獲賀
撰文/卡訊人資單位



卡訊卡訊  創新培訓  品質穩定  人才湧進



過程
卡訊本著”追求卓越、持續改善”
的精神，今年我們勇敢挑戰第九

屆國家人力創新獎的角逐並且獲

得得獎的肯定。如同卡訊的經營

理念「顧客第一、品質保障、人

才培育」中指出”人才培育”對於

卡訊在永續發展上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對於「創新」這兩個字的

解讀，我們認為就是不斷追求改

善和進步，這是一種全體的展現

，從組織到個人，即使是微小的

改變也是一種創新的展現，在這

樣的思維下我們提出了卡訊的創

新行為展現如下：

．激勵員工實現內部創業精神

為實踐 吳昭文總經理的經營理

念 「在卡訊的每一天，你就是

自己工作崗位上的老闆」，公司

支持和鼓勵創新行為並且容許失

敗，員工可以主動發起的創新活

動並且可獲得資源上的支持。

．運用雲端、創造知識分享文化：

(1)雲端協同作業：在不同的時間地點，都可以取用

同一份資料進行工作，縮短作業工時，提昇效率。 

(2)即時的知識分享平台：提供跨部門與不受時間限

制的虛擬溝通平台，並鼓舞員工提出新想法形成同

仁們自發性的分享文化，例如:教育訓練的教材、學

習成果和心得都是開放給全體可參與和擁有。



．腦力激盪、創新發想會議

卡訊重視員工的想法並鼓勵任何

微小的創意發想,導入「創新會

議」的機制，在工作流程改善或

專案會議的進行中，運用「綠燈

思考、紅燈思考、宜有條件和絕

對條件」等因素鼓勵源源不斷的

想像思考，最後由眾人共同擇選

最適合的行動方案。透過此方法

強化團隊協調的整合力，並建立

團隊信任的行動力，加強單位的

一致目標。

．建立績優人員制度

每一季訂定＂績優人員＂的表揚

制度並列入薪酬考評，激勵員工

藉由完整之福利及升遷制度，降

低因人員異動而影響工作品質之

變異性。

．關注人才對公司的需求

滿足員工的需求是卡訊持續追求

改善的動力，卡訊成立員工福利

委員會，費用由公司全額負擔且

不向員工扣除職工福利金，全心

致力於提昇員工的福祉，每月舉

辦慶生活動邀全體人員參與凝聚

組織向心力、更舉辦相關活動邀

請員工家屬同樂，視員工家屬為

顧客一般服務。



結果
在這次角逐獎項的過程中，卡訊可以很自豪的說"我們好棒！我們得獎了！"，相較於其他得獎者，雖然卡訊的人數規

模沒有其它公司來的多，但卡訊認真的做好每一件事，用開放的態度培育每一位員工，很高興能獲得國家的肯定，這

也讓卡訊更有信心能迎接未來的每一個挑戰，因為，我們擁有堅強的人力資源作為我們勇往直前的最佳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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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訊電子榮獲國家人力創新獎，吳昭文總經

理親赴接受中華民國副總統吳敦義表揚。



  BXB會議系統
「印度台灣國際工業展」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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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elena Huang

(如圖)台灣精品代言人Sidharth
Malhotra在開展第一天即前來體

驗 BXB會議系統影像追蹤功能！



    繼今年7月BXB於印度孟買Inorbit購物中心「台灣優良產品體驗

行銷專區」的展出，我們9月也隨著外貿協會的腳步，來到了印度南

部有「印度矽谷」、「花園之都」之稱的班加羅爾，展示BXB影像

自動追蹤的會議系統解決方案。

，介紹BXB附投票表決、自動影像追蹤、圖控軟體......等全功能會

議系統的特色，也分享我們在台灣總統府、韓國、俄羅斯、奈及

利亞、波蘭等世界各地的安裝實績照片。

    「印度台灣國際工業展

」為期三天：103年9月11日

至13日，為「台灣產業形象

廣宣計畫」的一環，由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主辦，外貿協

會執行。BXB的展示依然主

打一整套的會議系統，體現

「台灣精品營造美好優質生

活」，營造輕鬆自在的開會

環境，設計簡單易懂的操作

方式，並搭配公關公司策畫

的品牌發表時段，在台灣精

品舞台上與參觀的民眾互動



    印度班加羅爾IT產業人才濟濟，超過2,000家的IT企業在此設立

營運總部，雇用了全印度35%的IT人才。BXB會議系統結合ICT資

通訊與IoT物聯網技術，提供行動裝置來管理會議秩序的功能，能

夠在此科技重鎮受到IT人的熱切詢問與肯定，對我們的研發與創新

是莫大的鼓勵，學生們紛紛至BXB臉書按讚，表達支持。除此之外

，還有來自孟加拉的買主，因為先前有聽過BXB會議品牌，這次經

世貿中心TWTC邀約而得知BXB也會派專員前往，所以特別預約與

BXB一對一洽談，Ariful先生熱情的說 “We came here for you!”。

    此次赴南印度參展，我們結識許多為印度市場打拚的台商前輩

，如：長興材料、EVERHARVEST、晶達光電、中國信託、富永

炭素、誼山新科技......等，彼此交流印度的業務經驗與心得，在異

鄉也彼此照應，互相幫助，台灣人的溫暖與熱情，總是讓隻身在外

的我們倍感窩心！而BXB的會議系統在「台灣優良產品形象館」能

順利以動態方式呈現，在展中收到踴躍的詢問，要特別感謝外貿協

會黃嬌美組長、林姿岑專員不遺餘力的協助，與安益國際林承蓉組

長細心打點各個環節，讓BXB展覽再次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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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elena Huang

    今年是InfoComm第二屆在印度舉辦，延續去年熱烈迴響，

今年BXB當然不缺席，再次回到孟買與印度的朋友們相會！展

覽為期3天：103年9月17日至19日，於孟買展覽中心盛大展開。

    印度位居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家，也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今年五月新總理莫迪上任，推出未來5年經濟計畫，內容涵蓋

稅制改革、推動基礎建設、開放外資及備受矚目的「鑽石四角

形高速鐵路計劃」等，大家對印度經濟成長前景看好。BXB很

早就關注這個市場，已經營印度市場多年，並累積幾個具代表

性的會議系統安裝實績，例如：新德里附近的古爾岡服裝出口

促進組織、印度西北方賈姆的聖馬塔凡士諾德維神殿。

    這次BXB的展出分成兩大重點：結合IoT技術的會議系統

解決方案、多功能數位廣播系統。BXB會議系統具TCP/IP通信

協定，能使用手持行動裝置來管理會議秩序；數位麥克風有內

建DSP芯片，具AGC自動增益功能，音量輸出穩定，音質渾厚

優美。我們這次展示的UFO數位麥克風具流線外觀，有五種不

同的金屬色組合；FUN系列主打黑色俐落的方型底座，具LCD



顯示螢幕，可呈現會議模式與麥克風編號。Mr. Lalani給予肯定

的說「BXB麥克風外型好看，軟體實用！」Mr. Magesh Babu
則認為BXB麥克風音質很棒，嵌入型的整合面板單體使用便利。

    BXB全功能數位廣播系統提供分區廣播，並可結合電話廣

播、環境控制、門禁系統、安全防盜、緊急呼叫、雙向對講......
等。Mr. Ravikumar覺得可以結合求救警報的功能很棒！ Mr. 

Kashid分析，BXB廣播系統在印度的市場很大，他本身對雙向

對講的功能特別有興趣。Mr. Akshay Exim在展後也熱情分享

「BXB美好的廣播系統與會議系統令人印象深刻！」

 

    在InfoComm我們與許多老朋友開心相見，Mr. K.L. Malhotra
來和我們打招呼，原來在過去3~4年的時間，他已安裝了20幾

套BXB會議系統，對於BXB穩定的品質相當滿意！Mr. Inderjit 

Singh也來瞭解BXB最新推出的FUN系列麥克風，他曾主導古

爾岡服裝出口促進組織的案子，此安裝實績也被登在InfoComm
會刊上；Mr. Rohit Bhatnagar則在開展當天從德里到場支援，

並與我們共進晚餐，享用道地的印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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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隨同外貿協
  會於越南胡志明

    市Crescent Mall
      台灣精品館攤位

         展出會議系統
                   撰文/ Henry Hsiang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執行「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

畫」，於9月19日至9月21日於越南胡志明市的Crescent Mall內設立

台灣精品館，藉此推廣台灣品牌並展現台灣產業創新價值。此次，

BXB很榮幸再度成為活動成員之一。現場將整套會議系統以簡約的方

式，配合近兩年榮獲台灣精品獎之產品同時呈現。

    此次十分感謝外貿協會，讓BXB除了在攤位上對有興趣的朋友

們介紹BXB台灣精品獎的得獎產品外，在9月19日與9月20日上午

11點半左右各有一場產品發表的機會，讓越南的朋友們，從了

解BXB會議系統麥克風的AGC自動增益功能，與發言者影

像自動追蹤特性，及其對會議進行給予的協助。當中為

了能讓大家都能了解，此次的產品發表也特別邀請到

我們的客戶Hong Thang Technology的阿May，
協助翻譯越文完成解說。而在有獎徵答中，

由現場的觀眾朋友們所參與的踴躍程度，

也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對於BXB會
議系統很感興趣。在此感謝各位的

捧場，也感謝現場詢問的朋友給

予BXB如此高度的肯定。





C O N G R A T U L A T I O N S

BXB-C901 會議系統影像處理器榮獲第     屆台灣精品獎的殊榮22
桌上型數位麥克風榮獲第     屆台灣精品獎的殊榮21嵌入型數位麥克風FCS UFO

BXB - C901

FCS - 3025/FCS - 3026 UFO - 2011/UFO - 2012



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參展時間/ 2014年10月12日-16日(5天)

參展地點/ 杜拜世界貿易中心

攤位號碼

SR-H1

台灣精品館內
(Sheikh Rashid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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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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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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