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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参展于菲律宾购物中心与扶轮社商展，知名度触及当地消
费民众!

印度贾姆圣马塔凡士诺德维神殿FCS嵌入式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2014缅甸国际电机电子暨电力设备展-BXB会议系统展出报导

卡讯家庭日-苗栗一日游

圣诞节祝福 X'mas Greeting

HOT NEWS
恭贺！卡讯电子大家长-吴昭文总经理荣获第11届高屏南地区
杰出经理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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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ng-B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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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讯电子BXB又再一次传出好消
息了！我们的大家长-吴昭文总经理荣
获第11届高屏南地区杰出经理人奖！
此奖的评审过程极为严谨，被视为是南台湾专业经理人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于2014年11月21日晚上在高雄国宾大饭店举行。

    今年主办单位以「不拘一格」为核心概念，并鼓励企业推动跨界整合，今年所评选出来的优秀经理人，在带动产业创新，
跳脱传统框架有着独特的杰出表现。主办单位表示希望这个年度盛会不仅让这些获奖的优秀经理人可以有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
机会，同时希望能够形成一个知识平台，让跨界的思考可以真正被落实，提高获奖的杰出经理人各方面的高度及广度，同时也
可以促进企业及产业共同成长。

    卡讯电子的大家长吴昭文 总经理表示：「今后也会持续秉持着这份获奖荣耀，同时透过评审团的指导与建议，作为卡讯
电子未来努力的目标和方针，带领着卡讯电子全体员工努力向前迈进，为我们最尊贵的客户提供最佳质量可靠的优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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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南地区杰出经理奖获奖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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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參展於菲律賓
購物中心與扶輪社
商展，知名度觸及
當地的消費民眾！

撰文/ Stacy Chiang

    暨八月份BXB于菲律宾SMX展会中

心参与的「菲律宾综合商展」(Systems 

Integration Philippines)后，紧接两个月

BXB依然来到马尼拉参与台湾经济部国贸

局主办的「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IEP)

最后一场活动以及扶轮社主办的「Rotary 

Show」。BXB带着荣获台湾精品奖的光

环，让菲律宾买主与民众深切感受到台制

产品的优良质量及创新独特性。

    外贸协会所精心策画的营销推广活动

，为的就是吸引更多参观者前来一探台湾

精品优质的「研发技术」、「设计」和「

质量」。藉由此「体验营销」的方式，吸

引的不只是针对业内的买主，还能直接触

及民间，让终端用户亲自体验台制产品的

创意和优良质量。

    BXB于展览中展示获得连续两届台湾

精品奖的会议系统产品-UFO桌上型麦克

风、FCS崁入式麦克风、与C901影像控

制器。会议影像追踪为展中的一大亮点，

方便与会者随时掌握发言状况。这两场展

览中，贸协皆协助我们以独立展柜的方式

展出，让访客清楚了解整套系统的运作与

功能。也感谢贸协委托公关公司替BXB安

排舞台简报、产品走秀，并介绍潜在客户

给我们，让BXB能延续菲律宾市场的推广

效益！

    本次IEP购物中心体验活动举办于马

尼拉第二大购物中心SM Megamall。这里

是当地市民购物饮食的中枢，也是商业人

士交涉聚会的好地方，称得上是马尼拉的

一大绿洲。外贸协会针对这次台湾精品馆

展出，精心设计了一连串活动。活动首日

即安排贸协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林松焕先

生、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席裴瑞兹

(Amadeo Perez)、驻菲律宾代表处经济

组组长倪克浩先生、菲律宾市场台湾精品

代言人Iya、以及SM Megamall副总进行

开幕剪彩仪式，受到多间当地媒体独家专

访。此外，贸协与公关公司共同规画的产

品走秀、热舞表演、小型演唱会和抽奖等

精彩节目，皆吸引众多人潮涌入台湾精品

馆，也让BXB的产品受到媒光灯的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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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ry Show展会则是由贸协马尼拉

办事中心的蓝主任所邀约，众多台商与菲

律宾当地厂商齐聚一堂，展出自家产品最

有竞争力的一面。BXB很开心能够在异乡

认识在菲律宾努力打拼的亚世东机械总经

理兼南山扶轮基金理事长谭先生、顶善企

业黄总经理、以及菲律宾台商总会青商会

林秘书长等台商们，互相分享市场拓展经

验与经营之道。青商会林秘书长与其妻张

小姐，以及DNC Bicycle的经理Dennis更

热情地带我们深入菲律宾的人文生活，并

分享马尼拉当地房地产趋势，让我们对菲

律宾的消费形态与消费族群有更进一步的

了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

    BXB今年于菲律宾展览期间，着实受

到许多人的帮助，也感受到菲律宾人的热

情和友善！尤其是外贸协会马尼拉办事中

心蓝主任、Janice、Diana、Benedict和

贸协台北办事处的Nicole，你们辛苦了！

费尽心思规画各项活动，让台制产品的优

质和创新得以在菲律宾当地发光发热！



2014
缅甸国际电机电子
暨电力设备展-BXB
会议系统展出报导

    继今年七月于「缅甸国际汽机车零

配件展」展出后，11月13日至11月16日
BXB再度跟随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主办

，外贸协会执行之计划「台湾产业形象

广宣计划」的脚步，来到缅甸仰光市的

仰光国际展览中心参加「缅甸国际电机

电子暨电力设备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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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让缅甸的朋友们能更了解BXB会议系统是如何让会议的进

行更完善。

    在展览的第一天，承蒙仰光省长赏光，亲临参观台湾精品馆。BXB很荣幸的能为省长介绍BXB会议系统，让省长了解到影像

 自动追纵于会议室内的运用等能让会议进行更方便的解决方案。而在展览的第二天，外贸协会的Joy特地请来联合报、商业周刊、

   远见天下杂志、中央社的记者前来台湾精品馆，采访台湾品牌。BXB受邀采访，在此也感谢媒体记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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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Henry Hsiang



彩活动。藉此BXB品牌得以在缅甸曝光，也藉由现场的产品发表，让缅甸的朋友们了

解到BXB会议系统麦克风AGC功能、影像自动追踪于会议室的方便性、及不同单体依

据需求不同可客制化的产品弹性；也透过随后的有奖征答与摸彩，与缅甸的朋友们近

距离的接触，在此也感谢他们的热情。

    这几天下来，也有诸多系统整合商或一般用户闲来询问，多数对于摄影机的自动

追踪功能十分有兴趣，也有数间公司有兴趣与BXB一同合作甚至谈到想要代理。Tun 
Oo先生就提到他正在寻找会议系统的解决方案，目前碰到一些标案就有会议系统的

需求，对BXB会议系统很感兴趣。短短4天匆匆过去，在缅甸也认识不少旧雨新知，也

感谢他们对BXB的关注与爱戴，希望未来BXB能继续为缅甸的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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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览在外贸协会廖组长与John
的统筹规画下，精美的摊位吸引了在场

参观者的目光外，每天各个时段都有都

有不同的表演活动、台湾精品介绍及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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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贾姆圣马塔凡士诺德维神殿
FCS嵌入式麦克风会议系统实绩报导

撰文/ Selena Huang

此会议室小而雅致，共有25个席次，用于集会讨论使用，平时也开

放给来访朝圣的团体开会使用。

    此案选用BXB的嵌入式铝合金面板数字麦克风，再搭配世界通

规Cat-5e网络线作隐藏式配线，节省桌面空间并保持美观。场地规

划采二席共享一组麦克风的设计，故搭配48公分长的鹅颈麦克风，

以便于用户左右调整发言位置。FCS-3051会议主机具LCD显示银

幕，可显示系统联机测试状态、连接会议单体数量、及会议麦克风

输出音量大小......等功能状态，并具多种会议管理模式：主席发言

、轮替发言、 排队发言、声控模式。

    这个月BXB要与大家介绍

一个位于印度西北方的实绩报

导。贾姆克什米尔邦位于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圣马塔凡

士诺德维神殿建于1986年，至

今已被视为印度境内最主要的

印度教民朝圣地之一。这次安

装的场地是神殿中的会议室。

安装内容/

．FCS-3051 会议主控机 x 1           ．FCS-3025 嵌入型主席单体 x 1
．FCS-3026 嵌入型列席单体 x 12  ．WM-48B1R 48公分鹅颈麦克风 x 13

风，并将其他世界级的影音产品也整合进来作搭配。由于BXB
质量精良，我们目前已将BXB系统规划入其他主要的大案子，

并与许多的下游商洽谈印度全区域的BXB产品经销。印度是

一个相当大的市场，我相信BXB在这里将会有非常亮眼的表

现。」

    Mr. Rohit Bhatnagar是Pragati Engineers的总裁。Pragati 
Engineers成立于2001年，具ISO 9001：2008认证，是一间在

安全控制产业上拥有相当高工程技术与规划设计能力的系统整

合商，目前也跨足影音领域，在会议系统的安装上已累积许多

政府实绩。「对的技术，对的解决方案」是他们的座右铭。

    这次与Pragati Enginners合作是相当愉快的经验，从规

划、出货到安装，只花了不到2周的时间即执行完毕，我们对

于Pragati工程团队的效率与工作质量相当满意，也期待他们

与BXB分享更多的会议安装实绩！

    这次从规划到安装完成

皆由BXB的印度代理商Mr. 
Rohit Bhatnagar来主导：

「BXB产品是100%台湾生

产、台湾制造。在这个案子

，我们安装了获得2013年台

湾精品奖的FCS嵌入型麦克



卡訊家庭日
苗栗一日游
撰文/ Henry Hsiang

    今年继2月份的员工旅游后，公司因新

产品研发、参与国内外的展览......等等，直

到11月才让卡讯的大家一起聚一聚。此次机

会难得，除了让员工们在忙碌之余有机会可

以带着家人一同出游外，借着与公司同事的

家人交流，增加公司凝聚力与亲密度。行程

主要是体验台湾在地风情与文化之美，早上

来到雅闻峇里海岸观光工厂，台湾香皂的生

产地。在当地除了可实际看到香皂的产线，

并透过影片了解香皂制造的方式外，整个工

厂周边被包装成观光景点，有着异国峇里的

草屋与沙滩，十分适合欣赏风景、散散步。

BXB大家庭成员的

外国朋友Hectors
男扮女装一同参与

演出，增添了不少

笑果！

国内业务课长-Vivian，这

次牺牲了她苦心经营多年

的气质优雅的形象，上场

诠释了戏份颇为吃重的媒

人婆角色，过程也为大家

带来了不少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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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来到「东里家风」用餐，虽然老板

直说这只是一些家常菜，但个人认为蛮好吃

的，有妈妈的味道。饭后的重头戏-爆笑乡土

剧更是本次出游的高潮。搞笑的剧本配合导

演夸张的动作，BXB的各位演员也不计形象

的卖力演出，全力配合导演完成了一部属于

BXB的乡土剧。而在东里家风三合院那短短

的一个钟头里，也让我看到了许多同事不同

于坐在办公室严谨的一面。大家边演边笑，

并有摄影师在旁捕捉留影，大家笑得和乐融

融，让我深感BXB真的是个欢乐的大家庭。

最佳女主角-小侦，平日

鲜少在大家面前表演，一

登场，她自然娴熟的演技

即刻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可说是深藏不露！

    最后一站来到台湾玻璃博物馆，馆分一二楼，里面摆饰了各

式各样的玻璃艺术品，还可看到师傅现场表演玻璃艺术品的制作

过程。除了玻璃博物馆，外面还有一间玻璃打造的妈祖庙，十分

美丽。当然除了给大朋友的娱乐外，给小朋友的娱乐也不能少，

除了孩童游乐区外，还有玻璃迷宫-黄金隧道等着各位大小朋友一

同闯关。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却让大家有个满满的回忆。个

人觉得可惜的地方是，没把所有的艺术品一一观赏完毕，也许假

以时日会带着家人再度来访。

最佳男主角-Mickey
，活泼逗趣的肢体语

言，也为整部戏增色

不少。



11

最后，大家一同在妈祖庙的外头拍大合照，为此次的旅程画下句点。虽然一天的行程就此结束，但我想大家都是带着欢笑度过这美好

的一天，期待下次大家一同相聚，再一起度过欢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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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好友们：
今年又将接近尾声，BXB在此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大丰收，更重要的
是可以拥有缤纷欢乐的生活。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与您见面，聊聊远景
，并共创美好的未来。

BXB全體員工 賀



发行日期/ 2014年12月1日

发行人/ 吴昭文．吴陈惠笃

发行所/ 卡讯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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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886（7）9703883
地址/ 80673 高雄市前镇区新衙

路288-5号6F-1

官方网站/ www.bxb.tw

编辑人员/

Dora Tseng dora@bxb.tw

撰稿人员/

Stacy Chiang stacy@bxb.tw
Henry Hsiang henry@bxb.tw
Liang-Bi Chen liangbi@bxb.tw
Selena Huang selena@bxb.tw
Zolzaya zolzaya@bxb.tw

翻译人员/

Stacy Chiang stacy@bxb.tw
Henry Hsiang henry@bxb.tw
Selena Huang selena@bxb.tw
Liang-Bi Chen liangbi@bxb.tw
Mary Liang mary@bxb.tw
Zolzaya zolzaya@bxb.tw

执行美术设计/

Dora Tseng dora@bxb.tw

敬请期待1月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