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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太平教师训练学校BXB DC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国立高雄餐旅大学BXB UFO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台北荣民总医院-致德楼行政第一会议室

HOT NEWS

2014 GITEX杜拜计算机展-台湾精品馆展出报导



GITEX
杜拜展报导

撰文/ Selen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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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好的双十国庆连假周末，BXB国外业务团队仍不忘出国
拼经济！这个月，我们来到了沙漠之星-杜拜，参与世界最先进的IT
展览之一，中东、非洲与南亚地区的年度盛会【杜拜计算机展GITEX】
。今年是BXB第二度以台湾精品奖得奖厂商的身分前往，展览为期5
天：103年10月12日至16日，于杜拜世界贸易中心(DWTC)热闹展开。

    杜拜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简称「阿联」)的商业金融与贸易物流、旅
游中心，为2020年世博的主办国家，预计耗资84亿美金筹办，吸引2500万
观光客。政府乐观预期2015年到2021年间，世博可为杜拜带来230亿美金(约
新台币6815亿元)的经济效益，商机无限！BXB延续6月于【台北国际计算机展
COMPUTEX】的展出，此次也展示了2013年获奖的UFO桌上型和FCS崁入式会
议麦克风，以及2014年获奖的BXB-C901会议系统图像处理器。BXB-C901为一款
结合ICT技术的会议图像处理器，具备图型LCD液晶显示板，可显示及设定使用状
况，并连动三种厂牌以上(SONY D70、Pelco D、Dynacolor)快速球型摄影机，并搭
配BXB会议麦克风系统执行发言者影像自动追踪功能。

(P1)来自伊拉克的Mr. Ammar Al Baldawi和
    Mr. Murtath Ali Jassm是该国音频音响解
    决方案的领导厂商，对BXB客制化鹅颈麦
    克风与个人银幕升降设备展现浓厚兴趣。

(P2)BXB的老朋友Mr. Shrini Iyer和Ms. Savy
    在开展当天，从阿布扎比开车两个小时来
    到杜拜与我们相见。 2



     在第二天的【台湾厂商新品发表记者会】上，BXB国外
业务江芷羚发表全功能会议解决方案，介绍稳定的接线系统、

麦克风音质与收音感度、会议现场实时互动(列席要求发言、全

员投票、多国同步翻译、影像追踪)以及图控软件的搭配使用

……等，如何为中东、非洲与南亚市场打造高效率的开会环境。

     展覽期間的來客量眾多，我們發現中東廠商對台灣產展
览期间的来客量众多，我们发现中东厂商对台湾产品印象极

佳，来自阿曼的Mr. Vinod Kumar因为曾在台北COMPUTEX
看过BXB的展出，所以这次特别来台湾精品馆与我们打招呼

。来自奈及利亚的Mr. Umeh Matthew N.是资通讯领域的专

家，经常往返台湾洽商，他对BXB高画质摄影机会议追踪功

能赞予肯定。有许多系统整合商在现场也大方将目前正在进

行的的会议标案提出来与BXB讨论，让我们协助规划和设计

。中东和非洲朋友的友善与热情都要把我们融化了。

     BXB在每次国际参展后，总是能收获满满的回国，除了
业务团队展前的筹备、社群曝光与客户邀约，最重要的，是

台湾经济部国贸局和外贸协会策划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

全力推动海外营销，彰显台湾精品的科技美学与创新价值。

在此，BXB要感谢外贸协会李惠玲处长、驻杜拜商务办事处

马超远处长、杜拜台贸中心张世朋主任，以及外贸协会吴兆

玲专员的邀展和筹划、亚广展览甜美的颜姗凤专员细心打理

装潢细节、长住中东的Raylene和Felicia导览解说，并在我们

外出用餐与拜访客户的时候帮忙招待参访者。还有其他的台

湾得奖厂商，如晶达光电、博来科技、EnGenius、SAPIDO
的代理商Spidernet Technology、曜越科技……等，对我们的照

顾和协助。今年的GITEX展，就在美好的朋友相陪，与美景帆

船酒店、哈里发塔、水舞音乐喷泉相伴，划下美丽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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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计算机展台湾厂商新产品发表记者会贵宾及主讲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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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 EDC会议系统，经越南经销商H-PEC引荐，取得越

南太平省，太平教师训练学校的青睐，并深获校方满意与肯定

。BXB经营团队，于产品安装时期，提供实时性的安装咨询与

回复，大获经销商好评，并指定BXB会议系统为未来极力推广

的重点产品。

越南太平教师训练学校

BXB EDC
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撰文/ Mary Liang

    越南太平教师训练学校位于北越太平省，当地政府机关相

当重视教育质量，长期以来不断举办师资教育研讨会，因此促

成专业的会议系统需求。BXB卡讯很高兴有机会可以服务北越

地区的教育机关，有经销商及学校业务的支持，BXB会议系统

会更快速普及各越南省市。

    这次BXB提供的商品服务，包含EDC系列会议主机、麦

克风、扩大机及喇叭，为一完整套装会议系统，有利于当地经

销商进行一次到位的整体安装。会议主机具内建侦错功能，可

于开会前预作系统检查，倘若麦克风安装有异常，将可藉由主

机侦测麦克风故障状态，快速排除问题。此外，会议主机有

多种会议麦克风发言模式，及具备麦克风系统自我联机测试功

能，简单操作的设备，可使安装单位节省不少人力及工时。

    为搭配使用者需求，特别规划选用长度70公分，可二段

式曲折的鹅颈麦克风，配合桌面宽度，用户可更方便贴近麦

克风，减少发言时身躯必须前倾的不便。此外，客户对EDC
会议主机，具多信道音源输入，并有独立音源调整功能甚是

满意，而麦克风单体可于设定发言完毕后，自动声控侦测关

闭功能，并可调整等待关闭时间，避免收取不必要的音源。

    BXB的会议主机同时具有RS-232通讯端口，可连接AMX/
Crestron等控制系统，在未来客户可扩充需求，将EDC会议

系统融入环境控制规划，使整合后的会议环境更趋自动化及

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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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太平教师训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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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撰文/ Joanne Wang

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BXB UFO

7片来源/Propopo



    国立高雄餐旅学院

于民国99年8月1日起，

改名国立高雄餐旅大学

。除了朝培养餐旅企业

服务人才的菁英摇篮、

餐旅企业的关键伙伴，

迈向餐旅教育新典范的

目标努力之外，亦制定

学校的发展愿景：「成

为最具领导创新与发展

的餐旅专业大学」，殷

切期许将台湾餐旅教育

推向国际舞台与世界接

轨。

    此次会议实绩案例

皆由蜂富科技-郑经理

承办，蜂富科技创立于

民国95年，专营校园广

播、视听音响及数字监

控系统......等，从承

接项目至现场勘查和施

工，皆用最专业的技术

来为客户服务，并确保

每一个细节的施工质量

，本着上述的宗旨和理

念为顾客服务，满足每

一位顾客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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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 六楼国际会议厅

安装内容 /
FCS-6350 x 1 数字会议系统主控机

UFO-6311 x 1    桌上型主席会议麦克风

UFO-6312 x 81  桌上型列席会议麦克风

SH-720 x 3         高画质高速回转摄影机  
D-7313H x 1        摄影机控制键盘 
DG-840 x 1         数字影像切换处理器



    本次的实绩，所

选用的是最新产品  
BXB FCS-6300系列

的桌上型会议麦克风

，采用的是世界通用

规格CAT5E网络线传

输架构。因现今市场

上有部分的会议系统

设备须搭配其专属的

会议连接线，在安装

完毕后，对于日后保

固与维护有可能会产

生线材取得不易或价

格偏高的现象。此时

，维护厂商就无法在

短时间之内顺利完成

修护的动作。因此，

为满足校方在设备功

能及维护方便之需求

，特别采用世界通用

规格的CAT5E网络线

连接整套会议系统，

以利维护人员于日后

维修设备时，能够快

速取得线材并完成维

修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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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满足校方在线材建置上的

需求外，BXB FCS-6300系列的主

机具备TCP/IP通信协议网络控制，

可透过有线及无线网络方式，使用

计算机及手持行动装置(I-PAD/I-
PHONE)直接与会议主机联机，可

于网页浏览器中进行各种会议秩序

更改及指定列席麦克风发言。并可

直接连动HD高画质高速回转摄影

机，执行发言者自动定位追踪之功

能。并搭配极具质感及流线型设计

的UFO数字会议麦克风，此麦克风

面板是由多种金属色系所搭配，共

有25种色系组合，可配合现场装潢

。此外会议麦克风单体同时具备数

字DSP声音处理芯片，拥有自动增

益调整(AGC)及音质调整，并可从

主机指定变更成主席或列席身份。

    郑经理说：校方对于BXB会议

麦克风系统使用后的评价表示，『

除了外型美观，声音效果也比以前

汰换掉的会议麦克风更佳，系统也

稳定，让整个会议进行起来更佳的

顺畅!』。因此，让人无庸置疑的

BXB绝对是数字化会议设备台湾品

牌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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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 行政大楼四楼会议室

安装内容 /
BXB UFO 会议系统

FCS 6051 x 1 数字会议系统主控机 
UFO-2011 x 1    桌上型主席会议麦克风

UFO-2012 x 15  桌上型列席会议麦克风

WS-802T x 8       吸顶喇叭 
PA-160WII x 3    综合扩大机 
PSC-1202 x 1  总电源顺序控制器



撰文/ Michelle Chan

台北荣民总医院
致德楼行政第一会议室

BXB FCS
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台北荣民医总院成立于民国
47年7月1日，同年11月1日正式
开幕。主要建筑有中正楼、思源
楼、长青楼、门诊大楼、致德楼
、神经再生中心、身障中心、动
力中心等。最初医疗服务对象仅
限于在台退除役官兵，后逐年开
放及于荣眷、公、劳、农、渔保
及一般民众。在历任院长及同仁
辛勤耕耘之下，目前忝列国家级
医学中心，肩负病患医疗服务、
医事人才培训及医学研究发展三
大任务，配合国家医疗政策，善
尽政府照顾人民健康之责任。

    BXB此次很荣幸能装设BXB FCS会议系统于台北
荣总-致德楼行政第一会议室，设备包含1台FCS-3051数
字会议系统主机，3组UFO-2011桌上型主席会议麦克风
，1组FCS-3026埋入型列席麦克风及143组FCS-3034D+
WM-07/707扶手椅手握式麦克风，并搭配HD高画质摄
影机及数字会议图控管理软件。

    此次实绩案例由丞仪科技有限公司-严国哲先生承

办，丞仪科技主要为视听多媒体简报及公共广播系统的
专业系统厂商，承包的工程普遍在全台的专业视听会议
室场所，提供给客户优质的产品及全方位的服务。

    而此套BXB FCS会议系统的特色为会议主机具有液
晶屏幕及多种会议麦克风管理模式，以简单明了的方式
显示会议的进行状况，并可连动HD高画质球型摄影机作
实时的发言者影像追踪，同时搭配BXB会议图控软件，
图控画面可同步连控会议主机所有的发言模式，并可相
互连动同步显示，操作者可自行依照会场麦克风及座位
实际配置，自行编排仿制现场的图形控制画面，并可自
行任意增加、移动、删除、放大、缩小分区图标以配合
使用单位实际需求。此外，BXB会议麦克风具备清晰高
音质的表现，与会人员可感受自然饱满之语音及丰富的
影像互动效果。

    丞仪科技-严先生说 : ”安装完此套BXB会议系统之
后，效果让他很满意。不管是在操作及安装的接口，都
能轻松的上手,且在音质上都有很好的表现。” 这也是对
BXB会议系统的肯定及支持，除了人性化的操作界面，
降低了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扰，也满足使用者在会议管
理上的需求，使会议的进行更加顺利。BXB具有最专业
的技术及完善的客户服务，您的肯定与鼓励是我们的最
大动力，BXB是您数字化会议系统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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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荣民总医院致德楼行政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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