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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太平教師訓練學校BXB DC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BXB UFO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台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HOT NEWS

2014 GITEX杜拜電腦展 -台灣精品館展出報導



GITEX
杜拜展報導

撰文/ Selena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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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好的雙十國慶連假週末，BXB國外業務團隊仍不忘出國
拼經濟！這個月，我們來到了沙漠之星-杜拜，參與世界最先進的IT
展覽之一，中東、非洲與南亞地區的年度盛會【杜拜電腦展GITEX】。
今年是BXB第二度以臺灣精品獎得獎廠商的身分前往，展覽為期5天：

103年10月12日至16日，於杜拜世界貿易中心(DWTC)熱鬧展開。

    杜拜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稱「阿聯」)的商業金融與貿易物流、旅
遊中心，為2020年世博的主辦國家，預計耗資84億美金籌辦，吸引2500萬
觀光客。政府樂觀預期2015年到2021年間，世博可為杜拜帶來230億美金(約
新台幣6815億元)的經濟效益，商機無限！BXB延續6月於【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的展出，此次也展示了2013年獲獎的UFO桌上型和FCS崁入式會
議麥克風，以及2014年獲獎的BXB-C901會議系統影像處理器。BXB-C901為一款
結合ICT技術的會議影像處理器，具備圖型LCD液晶顯示板，可顯示及設定使用狀
況，並連動三種廠牌以上(SONY D70、Pelco D、Dynacolor)快速球型攝影機，並搭
配BXB會議麥克風系統執行發言者影像自動追蹤功能。

(P1)來自伊拉克的Mr. Ammar Al Baldawi和
    Mr. Murtath Ali Jassm是該國音頻音響解

    決方案的領導廠商，對BXB客製化鵝頸麥

    克風與個人銀幕升降設備展現濃厚興趣。

(P2)BXB的老朋友Mr. Shrini Iyer和Ms. Savy
    在開展當天，從阿布達比開車兩個小時來

    到杜拜與我們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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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天的【台灣廠商新品發表記者會】上，BXB國

外業務江芷羚發表全功能會議解決方案，介紹穩定的接線系

統、麥克風音質與收音感度、會議現場即時互動（列席要求

發言、全員投票、多國同步翻譯、影像追蹤）以及圖控軟體

的搭配使用……等，如何為中東、非洲與南亞市場打造高效率

的開會環境。

     展覽期間的來客量眾多，我們發現中東廠商對台灣產

品印象極佳，來自阿曼的Mr. Vinod Kumar因為曾在台北

COMPUTEX看過BXB的展出，所以這次特別來台灣精品館與

我們打招呼。來自奈及利亞的Mr. Umeh Matthew N.是資通訊

領域的專家，經常往返台灣洽商，他對BXB高畫質攝影機會議

追蹤功能讚予肯定。有許多系統整合商在現場也大方將目前

正在進行的的會議標案提出來與BXB討論，讓我們協助規劃

和設計。中東和非洲朋友的友善與熱情都要把我們融化了。

     BXB在每次國際參展後，總是能收穫滿滿的回國，除了

業務團隊展前的籌備、社群曝光與客戶邀約，最重要的，是

台灣經濟部國貿局和外貿協會策劃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全力推動海外行銷，彰顯台灣精品的科技美學與創新價值。

在此，BXB要感謝外貿協會李惠玲處長、駐杜拜商務辦事處

馬超遠處長、杜拜台貿中心張世朋主任，以及外貿協會吳兆

玲專員的邀展和籌畫、亞廣展覽甜美的顏姍鳳專員細心打理

裝潢細節、長住中東的Raylene和Felicia導覽解說，並在我

們外出用餐與拜訪客戶的時候幫忙招待參訪者。還有其他的台

灣得獎廠商，如晶達光電、博來科技、EnGenius、SAPIDO
的代理商Spidernet Technology、曜越科技……等，對我們的照

顧和協助。今年的GITEX展，就在美好的朋友相陪，與美景帆

船酒店、哈里發塔、水舞音樂噴泉相伴，劃下美麗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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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電腦展台灣廠商新產品發表記者會貴賓及主講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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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 EDC會議系統，經越南經銷商H-PEC引薦，取得越

南太平省，太平教師訓練學校的青睞，並深獲校方滿意與肯

定。BXB經營團隊，於產品安裝時期，提供即時性的安裝諮

詢與回覆，大獲經銷商好評，並指定BXB會議系統為未來極

力推廣的重點產品。

越南太平教師訓練學校

BXB EDC
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撰文/ Mary Liang

    越南太平教師訓練學校位於北越太平省，當地政府機關

相當重視教育品質，長期以來不斷舉辦師資教育研討會，因

此促成專業的會議系統需求。BXB卡訊很高興有機會可以服

務北越地區的教育機關，有經銷商及學校業務的支持，BXB
會議系統會更快速普及各越南省市。

    這次BXB提供的商品服務，包含EDC系列會議主機、麥

克風、擴大機及喇叭，為一完整套裝會議系統，有利於當地經

銷商進行一次到位的整體安裝。會議主機具內建偵錯功能，可

於開會前預作系統檢查，倘若麥克風安裝有異常，將可藉由主

機偵測麥克風故障狀態，快速排除問題。此外，會議主機有多

種會議麥克風發言模式，及具備麥克風系統自我連線測試功

能，簡單操作的設備，可使安裝單位節省不少人力及工時。

    為搭配使用者需求，特別規劃選用長度70公分，可二段

式曲折的鵝頸麥克風，配合桌面寬度，使用者可更方便貼近麥

克風，減少發言時身軀必須前傾的不便。此外，客戶對EDC
會議主機，具多通道音源輸入，並有獨立音源調整功能甚是

滿意，而麥克風單體可於設定發言完畢後，自動聲控偵測關

閉功能，並可調整等待關閉時間，避免收取不必要的音源。

    BXB的會議主機同時具有RS-232通訊埠，可連接AMX/ 
Crestron等控制系統，在未來客戶可擴充需求，將EDC會議

系統融入環境控制規劃，使整合後的會議環境更趨自動化及

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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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太平教師訓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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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撰文/ Joanne Wang

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BXB UFO

7照片來源/Propopo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於民國99年8月1日起，

改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除了朝培養餐旅企業

服務人才的菁英搖籃、

餐旅企業的關鍵夥伴，

邁向餐旅教育新典範的

目標努力之外，亦制定

學校的發展願景：「成

為最具領導創新與發展

的餐旅專業大學」，殷

切期許將台灣餐旅教育

推向國際舞臺與世界接

軌。

    此次會議實績案例

皆由蜂富科技-鄭經理

承辦，蜂富科技創立於

民國95年，專營校園廣

播、視聽音響及數位監

控系統......等，從承接

專案至現場勘查和施工

，皆用最專業的技術來

為客戶服務，並確保每

一個細節的施工品質，

本著上述的宗旨和理念

為顧客服務，滿足每一

位顧客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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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地點 / 六樓國際會議廳

安裝內容 /
FCS-6350 x 1 數位會議系統主控機

UFO-6311 x 1    桌上型主席會議麥克風

UFO-6312 x 81  桌上型列席會議麥克風

SH-720 x 3         高畫質高速迴轉攝影機  
D-7313H x 1        攝影機控制鍵盤 
DG-840 x 1         數位影像切換處理器



    本次的實績，所選

用的是最新產品 BXB 
FCS-6300系列的桌

上型會議麥克風，採

用的是世界通用規格

CAT5E網路線傳輸架

構。因現今市場上有

部分的會議系統設備

須搭配其專屬的會議

連接線，在安裝完畢

後，對於日後保固與

維護有可能會產生線

材取得不易或價格偏

高的現象。此時，維

護廠商就無法在短時

間之內順利完成修護

的動作。因此，為滿

足校方在設備功能及

維護方便之需求，特

別採用世界通用規格

的CAT5E網路線連接

整套會議系統，以利

維護人員於日後維修

設備時，能夠快速取

得線材並完成維修的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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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滿足校方在線材建置上的

需求外，BXB FCS-6300系列的主

機具備TCP/IP通信協定網路控制

，可透過有線及無線網路方式，使

用電腦及手持行動裝置( I -PAD/
I-PHONE)直接與會議主機連線，

可於網頁瀏覽器中進行各種會議秩

序更改及指定列席麥克風發言。並

可直接連動HD高畫質高速迴轉攝

影機，執行發言者自動定位追蹤之

功能。並搭配極具質感及流線型設

計的UFO數位會議麥克風，此麥克

風面板是由多種金屬色系所搭配，

共有25種色系組合，可配合現場

裝潢。此外會議麥克風單體同時具

備數位DSP聲音處理芯片，擁有自

動增益調整(AGC)及音質調整，並

可從主機指定變更成主席或列席之

身份。

    鄭經理說：校方對於BXB會議

麥克風系統使用後的評價表示，

『除了外型美觀，聲音效果也比以

前汰換掉的會議麥克風更佳，系統

也穩定，讓整個會議進行起來更佳

的順暢!』。因此，讓人無庸置疑

的BXB絕對是數位化會議設備台灣

品牌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品牌！

安裝地點 / 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安裝內容 /
BXB UFO 會議系統

FCS 6051 x 1 數位會議系統主控機 
UFO-2011 x 1    桌上型主席會議麥克風

UFO-2012 x 15  桌上型列席會議麥克風

WS-802T x 8       吸頂喇叭 
PA-160WII x 3    綜合擴大機 
PSC-1202 x 1  總電源順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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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Michelle Chan

台北榮民總醫院
致德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BXB FCS
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台北榮民醫總院成立於民國
47年7月1日，同年11月1日正式
開幕。主要建築有中正樓、思源
樓、長青樓、門診大樓、致德樓
、神經再生中心、身障中心、動
力中心等。最初醫療服務對象僅
限於在台退除役官兵，後逐年開
放及於榮眷、公、勞、農、漁保
及一般民眾。在歷任院長及同仁
辛勤耕耘之下，目前忝列國家級
醫學中心，肩負病患醫療服務、
醫事人才培訓及醫學研究發展三
大任務，配合國家醫療政策，善
盡政府照顧人民健康之責任。

    BXB此次很榮幸能裝設BXB FCS會議系統於台北
榮總-致德樓行政第一會議室，設備包含1台FCS-3051
數位會議系統主機，3組UFO-2011桌上型主席會議麥
克風，1組FCS-3026埋入型列席麥克風及143組FCS-
3034D+WM-07/707扶手椅手握式麥克風，並搭配HD
高畫質攝影機及數位會議圖控管理軟體。

    此次實績案例由丞儀科技有限公司-嚴國哲先生承
辦，丞儀科技主要為視聽多媒體簡報及公共廣播系統的
專業系統廠商，承包的工程普遍在全台的專業視聽會議
室場所，提供給客戶優質的產品及全方位的服務。

    而此套BXB FCS會議系統的特色為會議主機具有
液晶螢幕及多種會議麥克風管理模式，以簡單明瞭的方
式顯示會議的進行狀況，並可連動HD高畫質球型攝影
機作即時的發言者影像追蹤，同時搭配BXB會議圖控軟
體，圖控畫面可同步連控會議主機所有的發言模式，並
可相互連動同步顯示，操作者可自行依照會場麥克風及
座位實際配置，自行編排仿製現場的圖形控制畫面，並
可自行任意增加、移動、刪除、放大、縮小區域圖標以
配合使用單位實際需求。此外，BXB會議麥克風具備清
晰高音質的表現，與會人員可感受自然飽滿之語音及豐
富的影像互動效果。

    丞儀科技-嚴先生說 : ”安裝完此套BXB會議系統之
後，效果讓他很滿意。不管是在操作及安裝的介面，都
能輕鬆的上手,且在音質上都有很好的表現。” 這也是對
BXB會議系統的肯定及支持，除了人性化的操作界面，
降低了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擾，也滿足使用者在會議管
理上的需求，使會議的進行更加順利。BXB具有最專業
的技術及完善的客戶服務，您的肯定與鼓勵是我們的最
大動力，BXB是您數位化會議系統的最佳選擇。

11



台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行政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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