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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Expo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貿易商展報導

    2014年12月3日至12月6日越南胡志明市國際貿易商展

(Vietnam Expo)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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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參加的第三個展覽

，也是BXB今年跟隨台灣精品館展出的最後一個展覽。展覽

地點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西貢會展中心(SECC)展出，BXB依

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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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BXB會議系統的特點動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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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的展覽主要以國際貿易商為主，由越南、韓國、中

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為主軸，讓越南的買主能透過此

次的展覽找尋需要之商品。首日BXB也獲邀出席所有展商的

聚餐，席間我也跟諸多台灣精品廠商及其當地的代理商有許

多經驗交流，寶貴的經驗都讓我受益良多。

    此外，外貿協會也在此次展覽中邀約了許多客戶來到現

場參觀，並針對有需求之客戶與台灣客戶做媒合。BXB在此

次的展覽中也有許多收穫。前來詢問的客戶Mr. Ho表示：「

我已瀏覽過BXB網站很多次了，對於BXB會議系統只用一台

主機能夠控制到1000左右的麥克風感到驚訝。對某些案子

而言我不需要再買擴充機進行擴充，只需要再增加麥克風數

量就可以了，十分方便，希望未來有案子能夠有進一步合作

的機會。」BXB在越南的好朋友Marco與阿MAY也到現場來

關切BXB的會議系統產品，在此也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BXB

的支持與愛戴，希望未來也能持續有更好的互動。

    轉眼今年即將進入尾聲，與外貿協會配合的展也暫告一

個段落。在此誠摯的感謝外貿協會在這一年來在全世界各國

大大小小展覽中的照顧，因為台灣精品整體的行銷讓世界各

地都知道BXB這個品牌。展望未來，也BXB將繼續提供更好

的服務，明年繼續跟著台灣精品到世界各地打拼。

撰文/ Henry Hs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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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與外貿協會人員餐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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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tacy Chiang

    一年即將進入尾聲，為了迎接
2015新氣象並替明年作好準備，卡
訊與中國大陸會議系統合作夥伴-
北京力創昕業科技攜手在華東、華
中、西南、與西北地區舉辦為期約一
個月的全國巡展。本次巡展中，北京
力創將卡訊的會議產品與Canon佳能
投影機、Crest Audio調音台、AMX智能
控制系統、和Atlas Sound音箱喇叭整合在一
起，以「力無限、創世界」的概念，呈現給客
戶一個完整的專業影音系統解決方案，讓來賓了
解卡訊會議產品應用的廣度與深度，並加深對卡
訊品牌的印象與喜愛度。

年終巡展 | BXB中國大陸跑透透

    本次巡展以優秀且具市場競
爭力的地區為巡展據點，分別在
「泉城」之稱的濟南、中國功夫
發源地鄭州、第一大古都西安、
「天府之國」成都、「中國芝加
哥」之稱的武漢、和有「東方巴
黎」之美稱的上海舉辦。為了提
供來賓一個舒適的觀展與交流環
境，選擇在五星級酒店內作品牌
推廣與產品發表。巡展期間除了
基本的產品展示之外，還安排廠
商上台作簡報並於茶敘時間交流
學習。為了讓整個活動更具趣味
性，還搭配了掃二維碼玩遊戲與
抽獎問答等活動，成效卓越，來
訪人數超出預期，上海場的人潮
更是絡繹不絕！



北京力創叢永剛總經理、Atlas Sound業務工程師蔡勇、卡訊電子國外業務Stacy、
與西北區經銷商來賓展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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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訊於這次巡展的展示亮點著
重於目前在中國最暢銷的UFO系列
會議麥克風以及2015年即將正式推
出的FUN系列新型會議麥克風，皆
受到許多來賓的注目與讚賞。此兩
款麥克風皆內建DSP晶片，具音量
自動增益，避免爆音或收音不佳的
情況，音質優於其他同業品牌。如
搭配內建TCP/IP技術的FCS-6350
會議主機，可讓整個會議的功能性
和愉悅感大大提升！廈門務恒電子
科技的鍾主任於現場參觀過後表示
：「FUN系列的外觀好看有質感，
音質也很清晰！」四川蜀杰通用電
氣的王特助也認為：「UFO系列麥
克風長得跟一般制式的麥克風不一
樣，是圓弧形的，很創新！」除了
來賓之外，力創於成都辦事處的藍
經理第一次試用卡訊新款的超軟管
鵝頸麥克風，感到滿意地說：「不
費力就可以輕易調整麥克風方向了
，讓底座很穩不搖晃，而且即使彎
曲到很低的位置也不會自動下垂，
很棒！我要大力推薦給客戶！」這
些回饋意見對卡訊而言都非常寶貴
，讓我們未來無論在研發技術和品
質上都能更精進！



    本次巡展圓滿
成功，我們非常感
激北京力創昕業叢
總、孟副總、孫副
總與市場部湯經理
、尹苗苗專員和技
術部詹經理、魏工
......等夥伴們的協
助與熱情款待。除
了巡展之外，也感
謝西安辦事處韓總
監與許經理、成都
辦事處段總監與藍
經理、武漢辦事處
余經理、上海辦事
處陳經理與展覽展
示技術岳總監、創
幸科技龔總、Atlas 
Sound的呂總與蔡
勇帶我們深刻體驗
當地的人文風情、
壯麗的風景和別具
特色的小吃，難以
忘懷！2015年，卡
訊會繼續打拼，與
北京力創昕業共同
創造事業的另一高
峰！

6



7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EMBA會議室

撰文/ Michelle Chan

FCS-6300會議系統實績報導 



等系所之設備、師資及資源，旨在培育具國際視野

之全方位思維與實戰能力之高階管理專才。

    BXB很榮幸此次能安裝於國立成功大學EMBA

視聽中心的會議室，採用的是新款 BXB FCS-6300

系列高階會議麥克風，其所使用的是世界通用Cat5e

網路線傳輸架構，線材取得容易，日後方便查修及維

護。主機同時具備TCP/IP通信協定網路控制，可使

用有線或無線網路方式，日後可擴充搭配電腦或行動

裝置，可直接與會議主機連線，使用者可直接於網頁

瀏覽器或行動APP進行會議模式上的修改，也可直接

指定麥克風發言，可輕易實現行動會議的控制！此

外，再搭配FCS-6321/6322崁入型主列席會議麥克

風-52組，材質上採用鋁合金一體成型面板，表面採

用鈦黑色陽極電鍍處理，除了加強面板表面強度外

，在外觀上更具專業質感。且麥克風單體內建數位

DSP聲音處理芯片，擁有自動增益調整(AGC)和音

質調整，使會議中聲音的呈現更加完美。

NCKU

圖片來源/ 綠茶香的異香世界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自民國44年成立以來，匯聚企業界頂尖

的卓越人才，成為一個結合各界優秀的管理人才培育中心。在困難

的環境下，一步一腳印，默默的為國家經濟的穩健成長貢獻心力。

從民國八十二年迄今，國立成功大學年年蟬聯「企業界最愛」的盟

主，並大幅領先其他大學。為落實終身教育之理念，民國八十八學

年度奉准招生，由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主導創辦「高階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簡稱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係整合管理學院所屬之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交通管理學系、企

業管理學系、會計學系、統計學系、國際企業管理所及資訊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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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為南商企業有限公

司-林威志經理所規劃設計

，南商企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5年，致力於科技系統產

品的規劃、設計及施做。其

有專業及完整的服務，協助

客戶量身製作專屬的系統，

從構思設計到完工皆能完善

處理。南商林經理說：”BXB 

FCS-6300系列真的太棒了

！麥克風完全不受3G或4G

的手機干擾，且歷經裝設在

台南市政府永華大樓一級主

管會議室及台南市警察局新

營總局會議室等二處的嚴格

測試，皆無手機或無線電波

等雜訊音，再次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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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也會一直持續創新、發

展下去，並在日後推出更多

新產品，使會議系統更加多

元豐富，請大家拭目以待。NCKU 9



迴  路
系  統

主幹線

單  體

連接線

線  材

總長度

可負載

單體數

1 24

21

18

40

36

34

20米 77.5米

90米

102.5米

135米

165米

200米

2.5米

2.5米

2.5米

2.5米

2.5米

2.5米

40米

60米

40米

80米

120米

1

1

2

2

2

以下表格為負載數量與線材長度關係表

撰文/ Henry Hsiang

    在BXB會議系統的規格裡能看到不

管是FCS-3000、FCS-6000系列或最新

的FCS-6300，都已經能控制999支列席

加10支主席麥克風。不過基於會議室大

小不同、位置編排不同，所需線長和迴

路的分配也不同。在考量線距與線損的

情況下，如何計算各迴路可接的單體上

限、何時使用電源中繼器或分配器就變

成重要的課題。

    拿FCS-6350主機做例子，此主機背

後有四個RJ-45孔可用來連接會議麥克風

單體。主機大概能供40~50支左右單體

的電，但因為分配到四個迴路的關係，

所以並非單一迴路就能接到40~50個單

體。而因為考量線距的關係，實際能負

載的單體數量會因距離長短而有不同。

BXB會議系統迴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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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表中的第一個數據如下圖，主

機接單一迴路，主幹線20米拉至第

一個單體後，單體間距離2.5米。可

負載數量24個，線長距離77.5米。

20米 2.5米 2.5米

20米 2.5米 2.5米

20米 2.5米 2.5米

主機接雙迴路的情況為關係表中的

第四個數據，兩條主幹線各接20米

拉至第一個單體後，單體間距離2.5

米，如下圖。一迴路可負載數量20

個，兩迴路共40個，兩迴路線長距

離共135米。

實際的接線方式可依照此表格做推算，一般建議只要超過40個單體請使用一台電源中繼器，以避免供電不足。而加裝一台中

繼器可再多連結約50個單體，以下圖範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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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機

4     3     2     1

    在BXB會議系統的規格裡能看

到不管是FCS-3000、FCS-6000系

列或最新的FCS-6300，都已經能

控制999支列席加10支主席麥克風

。不過基於會議室大小不同、位置

編排不同，所需線長和迴路的分配

也不同。在考量線距與線損的情況

下，如何計算各迴路可接的單體上

限、何時使用電源中繼器或分配器

就變成重要的課題。

    拿FCS-6350主機為例，此主

機背後有四個RJ-45孔可用來連接

會議麥克風單體。主機大概能供40

~50支左右單體的電，但因為分配

到四個迴路的關係，所以並非單一

迴路就能接到40~50個單體。而因

為考量線距的關係，實際能負載的

單體數量會因距離長短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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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接線迴路分配範例圖BXB



參展地點

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建議

請搭乘捷運板南線或文湖線至南港

展覽館站由1、2號出口直達會場。

參展時間

2015年1月20-23日(4天)

10:00am~6:00pm

http://smartcity.org.tw/index.php

【邀請海外專業人士來台】

舉辦智慧城市國際採購媒合會

動員邀請大陸、馬來西立、加拿大組團參加

透過各國在台商務辦事處宣傳

透過經濟部駐外單位動員組團

邀請國外智慧城市媒體來台採訪

【舉辦多場次的國際產業論壇】

規劃智慧消費、節能、物聯網.....等相關議題

【舉辦跨國智慧城市首長高峰會】

預計邀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城市首長

推動智慧城市展國際化

2015 智慧城市展五大焦點

J405卡訊電子
攤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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