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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參展於菲律賓購物中心與扶輪社商展，知名度觸及當地消
費民眾!

印度賈姆聖馬塔凡士諾德維神殿FCS嵌入式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2014緬甸國際電機電子暨電力設備展-BXB會議系統展出報導

卡訊家庭日-苗栗一日遊

聖誕節祝福 X'mas Greeting

HOT NEWS
恭賀！卡訊電子大家長-吳昭文總經理榮獲第11屆高屏南地區
傑出經理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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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Liang-Bi-Chen

恭賀!卡訊電子大家長 -
吳昭文總經理榮獲第 屆
高屏南地區傑出經理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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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訊電子BXB又再一次傳出好消
息了！我們的大家長-吳昭文總經理榮
獲第11屆高屏南地區傑出經理人獎！
此獎的評審過程極為嚴謹，被視為是南台灣專業經理人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於2014年11月21日晚上在高雄國賓大飯店舉行。

    今年主辦單位以「不拘一格」為核心概念，並鼓勵企業推動跨界整合，今年所評選出來的優秀經理人，在帶動產業創新，
跳脫傳統框架有著獨特的傑出表現。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這個年度盛會不僅讓這些獲獎的優秀經理人可以有一個互相交流學習的
機會，同時希望能夠形成一個知識平台，讓跨界的思考可以真正被落實，提高獲獎的傑出經理人各方面的高度及廣度，同時也
可以促進企業及產業共同成長。

    卡訊電子的大家長吳昭文 總經理表示：「今後也會持續秉持著這份獲獎榮耀，同時透過評審團的指導與建議，作為卡訊
電子未來努力的目標和方針，帶領著卡訊電子全體員工努力向前邁進，為我們最尊貴的客戶提供最佳品質可靠的優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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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南地區傑出經理獎獲獎人合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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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菲律賓SMX展會中

心參與的「菲律賓綜合商展」(Systems 

Integration Philippines)後，緊接兩個月

BXB依然來到馬尼拉參與台灣經濟部國貿

局主辦的「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IEP)

最後一場活動以及扶輪社主辦的「Rotary 

Show」。BXB帶著榮獲台灣精品獎的光

環，讓菲律賓買主與民眾深切感受到台製

產品的優良品質及創新獨特性。

    外貿協會所精心策畫的行銷推廣活動

，為的就是吸引更多參觀者前來一探台灣

精品優質的「研發技術」、「設計」和「

品質」。藉由此「體驗行銷」的方式，吸

引的不只是針對業內的買主，還能直接觸

及民間，讓終端使用者親自體驗台製產品

的創意和優良品質。

    BXB於展覽中展示獲得連續兩屆台灣

精品獎的會議系統產品-UFO桌上型麥克

風、FCS崁入式麥克風、與C901影像控

制器。會議影像追蹤為展中的一大亮點，

方便與會者隨時掌握發言狀況。這兩場展

覽中，貿協皆協助我們以獨立展櫃的方式

展出，讓訪客清楚了解整套系統的運作與

功能。也感謝貿協委託公關公司替BXB安

排舞台簡報、產品走秀，並介紹潛在客戶

給我們，讓BXB能延續菲律賓市場的推廣

效益！

    本次IEP購物中心體驗活動舉辦於馬

尼拉第二大購物中心SM Megamall。這裡

是當地市民購物飲食的中樞，也是商業人

士交涉聚會的好地方，稱得上是馬尼拉的

一大綠洲。外貿協會針對這次台灣精品館

展出，精心設計了一連串活動。活動首日

即安排貿協駐菲律賓代表處大使林松煥先

生、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主席裴瑞茲

(Amadeo Perez)、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

組組長倪克浩先生、菲律賓市場臺灣精品

代言人Iya、以及SM Megamall副總進行

開幕剪綵儀式，受到多間當地媒體獨家專

訪。此外，貿協與公關公司共同規畫的產

品走秀、熱舞表演、小型演唱會和抽獎等

精彩節目，皆吸引眾多人潮湧入台灣精品

館，也讓BXB的產品受到媒光燈的捕捉。



5

    Rotary Show展會則是由貿協馬尼拉

辦事中心的藍主任所邀約，眾多台商與菲

律賓當地廠商齊聚一堂，展出自家產品最

有競爭力的一面。BXB很開心能夠在異鄉

認識在菲律賓努力打拼的亞世東機械總經

理兼南山扶輪基金理事長譚先生、頂善企

業黃總經理、以及菲律賓台商總會青商會

林秘書長等台商們，互相分享市場拓展經

驗與經營之道。青商會林秘書長與其妻張

小姐，以及DNC Bicycle的經理Dennis更

熱情地帶我們深入菲律賓的人文生活，並

分享馬尼拉當地房地產趨勢，讓我們對菲

律賓的消費形態與消費族群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資訊。

    BXB今年於菲律賓展覽期間，著實受

到許多人的幫助，也感受到菲律賓人的熱

情和友善！尤其是外貿協會馬尼拉辦事中

心藍主任、Janice、Diana、Benedict和

貿協台北辦事處的Nicole，你們辛苦了！

費盡心思規畫各項活動，讓台製產品的優

質和創新得以在菲律賓當地發光發熱！



2014
緬甸國際電機電子
暨電力設備展-BXB
會議系統展出報導

    繼今年七月於「緬甸國際汽機車零

配件展」展出後，11月13日至11月16日

BXB再度跟隨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

外貿協會執行之計劃「台灣產業形象廣

宣計畫」的腳步，來到緬甸仰光市的仰

光國際展覽中心參加「緬甸國際電機電

子暨電力設備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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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讓緬甸的朋友們能更了解BXB會議系統是如何讓會議的進行

更完善。

    在展覽的第一天，承蒙仰光省長賞光，親臨參觀台灣精品館。BXB很榮幸的能為省長介紹BXB會議系統，讓省長了解到影像

自動追縱於會議室內的運用等能讓會議進行更方便的解決方案。而在展覽的第二天，外貿協會的Joy特地請來聯合報、商業週刊、 

  遠見天下雜誌、中央社的記者前來台灣精品館，採訪台灣品牌。BXB受邀採訪，在此也感謝媒體記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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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Henry Hsiang



彩活動。藉此BXB品牌得以在緬甸曝光，也藉由現場的產品發表，讓緬甸的朋友們

了解到BXB會議系統麥克風AGC功能、影像自動追蹤於會議室的方便性、及不同單

體依據需求不同可客製化的產品彈性；也透過隨後的有獎徵答與摸彩，與緬甸的朋

友們近距離的接觸，在此也感謝他們的熱情。

    這幾天下來，也有諸多系統整合商或一般使用者閒來詢問，多數對於攝影機的自

動追蹤功能十分有興趣，也有數間公司有興趣與BXB一同合作甚至談到想要代理。

Tun Oo先生就提到他正在尋找會議系統的解決方案，目前碰到一些標案就有會議系

統的需求，對BXB會議系統很感興趣。短短4天匆匆過去，在緬甸也認識不少舊雨新

知，也感謝他們對BXB的關注與愛戴，希望未來BXB能繼續為緬甸的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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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覽在外貿協會廖組長與John
的統籌規畫下，精美的攤位吸引了在場

參觀者的目光外，每天各個時段都有都

有不同的表演活動、台灣精品介紹及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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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賈姆聖馬塔凡士諾德維神殿
FCS嵌入式麥克風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撰文/ Selena Huang

此會議室小而雅致，共有25個席次，用於集會討論使用，平時也

開放給來訪朝聖的團體開會使用。

    此案選用BXB的嵌入式鋁合金面板數位麥克風，再搭配世界通

規Cat-5e網路線作隱藏式配線，節省桌面空間並保持美觀。場地規

劃採二席共用一組麥克風的設計，故搭配48公分長的鵝頸麥克風，

以便於使用者左右調整發言位置。FCS-3051會議主機具LCD顯示

銀幕，可顯示系統連線測試狀態、連接會議單體數量、及會議麥克

風輸出音量大小......等功能狀態，並具多種會議管理模式：主席發

言、輪替發言、 排隊發言、聲控模式。

    這個月BXB要與大家介紹

一個位於印度西北方的實績報

導。賈姆喀什米爾邦位於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交界，聖馬塔凡

士諾德維神殿建於1986年，至

今已被視為印度境內最主要的

印度教民朝聖地之一。這次安

裝的場地是神殿中的會議室。

安裝內容/
．FCS-3051 會議主控機 x 1           ．FCS-3025 嵌入型主席單體 x 1
．FCS-3026 嵌入型列席單體 x 12  ．WM-48B1R 48公分鵝頸麥克風 x 13

風，並將其他世界級的影音產品也整合進來作搭配。由於BXB
品質精良，我們目前已將BXB系統規劃入其他主要的大案子，

並與許多的下游商洽談印度全區域的BXB產品經銷。印度是

一個相當大的市場，我相信BXB在這裡將會有非常亮眼的表

現。」

    Mr. Rohit Bhatnagar是Pragati Engineers的總裁。Pragati 
Engineers成立於2001年，具ISO 9001：2008認證，是一間

在安全控制產業上擁有相當高工程技術與規劃設計能力的系統

整合商，目前也跨足影音領域，在會議系統的安裝上已累積許

多政府實績。「對的技術，對的解決方案」是他們的座右銘。

    這次與Pragati Enginners合作是相當愉快的經驗，從規

劃、出貨到安裝，只花了不到2周的時間即執行完畢，我們對

於Pragati工程團隊的效率與工作品質相當滿意，也期待他們

與BXB分享更多的會議安裝實績！

    這次從規劃到安裝完成

皆由BXB的印度代理商Mr. 
Rohit Bhatnagar來主導：

「BXB產品是100%台灣生

產、台灣製造。在這個案子

，我們安裝了獲得2013年台

灣精品獎的FCS嵌入型麥克



卡訊家庭日
苗栗一日遊
撰文/ Henry Hsiang

    今年繼2月份的員工旅遊後，公司因新產

品研發、參與國內外的展覽......等等，直到

11月才讓卡訊的大家一起聚一聚。此次機會

難得，除了讓員工們在忙碌之餘有機會可以

帶著家人一同出遊外，藉著與公司同事的家

人交流，增加公司凝聚力與親密度。行程主

要是體驗台灣在地風情與文化之美，早上來

到雅聞峇里海岸觀光工廠，台灣香皂的生產

地。在當地除了可實際看到香皂的產線，並

透過影片了解香皂製造的方式外，整個工廠

周邊被包裝成觀光景點，有著異國峇里的草

屋與沙灘，十分適合欣賞風景、散散步。

BXB大家庭成員的

外國朋友Hectors
男扮女裝一同參與

演出，增添了不少

笑果！

國內業務課長-Vivian，
這次犧牲了她苦心經營多

年的氣質優雅的形象，上

場詮釋了戲份頗為吃重的

媒人婆角色，過程也為大

家帶來了不少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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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來到「東里家風」用餐，雖然老闆

直說這只是一些家常菜，但個人認為蠻好吃

的，有媽媽的味道。飯後的重頭戲-爆笑鄉土

劇更是本次出遊的高潮。搞笑的劇本配合導

演誇張的動作，BXB的各位演員也不計形象

的賣力演出，全力配合導演完成了一部屬於

BXB的鄉土劇。而在東里家風三合院那短短

的一個鐘頭裡，也讓我看到了許多同事不同

於坐在辦公室嚴謹的一面。大家邊演邊笑，

並有攝影師在旁捕捉留影，大家笑得和樂融

融，讓我深感BXB真的是個歡樂的大家庭。

    最後一站來到台灣玻璃博物館，館分一二樓，裡面擺飾了各

式各樣的玻璃藝術品，還可看到師傅現場表演玻璃藝術品的製作

過程。除了玻璃博物館，外面還有一間玻璃打造的媽祖廟，十分

美麗。當然除了給大朋友的娛樂外，給小朋友的娛樂也不能少，

除了孩童遊樂區外，還有玻璃迷宮-黃金隧道等著各位大小朋友

一同闖關。雖然停留的時間很短暫，卻讓大家有個滿滿的回憶。

個人覺得可惜的地方是，沒把所有的藝術品一一觀賞完畢，也許

假以時日會帶著家人再度來訪。

最佳男主角-Mickey
，活潑逗趣的肢體語

言，也為整部戲增色

不少。

最佳女主角-小偵，平日

鮮少在大家面前表演，一

登場，她自然嫻熟的演技

即刻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可說是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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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大家一同在媽祖廟的外頭拍大合照，為此次的旅程畫下句點。雖然一天的行程就此結束，但我想大家都是帶著歡笑度過這美好

的一天，期待下次大家一同相聚，再一起度過歡樂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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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好友們：

今年又將接近尾聲，BXB在此預祝大家聖誕快樂，新的一年大豐收，更重要的

是可以擁有繽紛歡樂的生活。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可與您見面，聊聊遠景，

並共創美好的未來。

BXB全體員工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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