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XB MONTHLY NEWSLETTER

祝大家2015年
继续发羊光大!

名羊四海!

卡讯电子会议系统在东欧巩固地位

地震APP 软件功能介绍

2015 台北智慧城市展报导

新春贺喜 & 春节预告

亚洲新湾区在高雄

2015 ISE 荷兰展预告

HOT NEWS

美国华人工商大展「台湾精品馆」展出报导



2

美国华人工商大展「台湾精品馆」展出报导
撰文/ Selena Huang

    BXB 于今年 1 月，受邀至第34届美国华人工商大展的「台湾精品馆」，展出最新款数字会议系统，此为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委托外贸协会执行的「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之一环。 华人工商大展是美国华人圈最大的展会，选在农历年前的周末展出，让

身在异乡的华人也能感受到家乡过年的热闹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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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有许多重要的贵宾出席，如驻

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夏季昌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Edward 
Royce及加州参议员Mike Morrell…….
等。BXB的代表也很荣幸能一同参与台

湾精品馆开幕剪彩。我们这次展示的主

题 为 荣 获 2 0 1 5年 台 湾 精 品 奖 的

FCS-6350会议主机，搭配UFO桌上型

麦克风与 FCS崁入式麦克风，透过

BXB-C901图像处理器，控制高画质摄

影机达到影像追踪的功能。FCS-6300
系列纳入许多创新的会议系统运用新思

维，将物联网及云端处理技术融入会议

系统的管理运用。会议主机具TCP/IP通
信协议网络控制，可使用有线或无线网

络联机方式，用网页浏览器进行各种秩

序更改及指定列席麦克风发言权。用户

也可透过手持装置下载BXB的会议APP
来管理会议秩序，广受贵宾好评。

    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已逐渐成

为台湾最大的订单国，是BXB相当重视的市场。我们从2014 年起，密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拉斯韦加斯、休斯敦和纽约出席

展览活动，展示全功能会议解决方案，强调BXB产品是100% 台湾设计、台湾制造。这次能够参加展出，也要特别感谢国贸局与外

贸协会吕昱昱、徐嫚孺专员的邀展，与公关媒体活动的协助，以及BXB在美国的合作伙伴Safina Technologies 的 Isaiah Clark 到场

支持与解说。 今年6月我们将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于InfoComm影音展发表广播与会议新产品，敬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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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讯电子会议系统在东欧巩固地位
撰文/ Zolzaya

    卡讯电子的EDC会议系统是相当受欢迎的系列，这次我们也

很荣幸能获得波兰兹戈热莱茨镇，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会共同出

资打造的「欧洲教育与文化中心」采用。此安装案由波兰独家代

理商Monacor Poland 所主导，透过他们在波兰完整的会议系统

经销网络，成功地完成此案。

    Monacor总部设立于德国不莱梅，而波兰Monacor是遍布于欧洲25分公司的其中之一。长期的合作关系里，Monacor
提供和善的顾客服务、设备相关选择的免费咨询、商品的技术规格、建议、配置及安全系统整合。

    现今此中心是位于前身为战俘营的VIII-A，1941年1月奥立佛.梅湘的经典名作"四重奏(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在此初次亮相。此中心将提供边界相邻的波兰、德国及捷克一个汇合点，让许多国家人民能享受多元文化与艺术的教育，

同时也提供教育家、艺术家、孩童与年轻人有个参与活动的场所。另外此中心着重于艺术活动，将创造许多纪念二战战俘

事件的机会。

    关于设备方面，此中心具备宽敞的会议室，其中两间更各安装了20支BXB EDC麦克风，EDC系统操作简便，并具备多

种会议管理系统模式，可让用户在会议进行中挑选最合适的模式，享有最完美的使用经验。EDC系统拥有内建高清及高质

量喇叭，以及单体小喇叭回授抑制功能，意即是当开启麦克风时，此内建喇叭会自动关闭以避免声音回授。



2015 台北智慧城市展报导
撰文/ Michelle Chan

  台湾规模最大的物联网(IoT)产业活动-2015智慧城市展Smart City 
Summit & Expo，于1月20日至1月23日在台北世贸南港展览馆盛大展

出。今年展会成功吸引33个国家、近600位国际买主来台参观。2015
智慧城市展是以「探索物联网新世界」为主题，共计有100余家国内

外知名厂商参与，展出智慧医疗、智慧零售、智慧节能、智慧建筑及

智慧校园等智慧城市各个领域的物联网及云端运用解决方案，期间举

办26场专业论坛，总计吸引1.2万人次参加。

  BXB很荣幸此次获得工研院的邀请，参加智能城市-应用探索馆的展

出机会。在展会中展示了新款广播设备-校园云端指挥管理系统。此套

系统是以行动化智能校园物联网为设计理念，将校园所需的讯息传递

及指挥管理功能整合运用，如：分区寻址广播、英文听力广播、紧急

求救及门禁安防、防灾警报广播......等功能，整合于云端作业平台，

达到行动化的智慧校园。上述的系统功能当中，又以地震预警触发联

动广播功能及英文听力广播及TTS自动报读软件功能，最获得青睐。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因而地震非常频繁。有鉴于此，BXB
配合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开发一套「强震实时警报」系统，以全国

中小学为主要应用推广对象，在地震中心警报发布时，自动开启学校

广播系统发布地震警报声响，并结合的讯息广告牌进行无声广播，也

将TTS文字转语音技术，进行自动语音消息警报广播，让师生可以提

早获得地震信息，并采取正确的地震应变措施。新光保全事业群-新
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刘家铭先生于现场参观后表示：「此地震的联

动广播很多元化，日后也可应用发展在小区住宅及公司企业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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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BXB
在十年前就在校

园的英听系统经
营布建，累积了许

多的实绩案例。今
年高中英语听力测验

成绩已纳入大学「甄选
入学」与「考试入学」

的检定项目，教育部也指
示将校园广播系统做英听考

试的工具，因此稳定的系统
及语音清晰度将影响着考试的

公平性。本系统平时可针对各年
级播放不同的语音英听教材也可

使用TTS文字转语音自动报读功能
，不需预先录制语音文件，可轻易解

决录音设备及人力资源问题，让学生
在校园中自然接触学习，提升学生的英

文能力。在考试时又可作为高公平性的英
听考试系统。台北市私立东山高级中学的

方玉婷组长，在现场参观后表示：「TTS文
字转语音自动报读功能，可针对考试试题，直

接转换为合成语音进行播音输出，不需预先录
制语音文件，可以节省时间及成本。」

   此次展出圆满成功，在此非常感谢工研院的大力
帮忙及此次前来观展的厂商 ，给予BXB产品肯定与

认同，这些都是推动BXB持续创新的推手及动力，也
期待我们大家明年再相会！



    根据中央气象局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台湾地

处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相互碰撞的枢

纽点上，是典型板块碰撞下所产生之大陆边缘岛

屿，每年平均发生的地震约15,000～18,000个。

根据以往历史的记载，台湾近百年来曾经发生多

次灾害性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

失，例如1906年梅山地震、1935年新竹-台中地

震、1941年中埔地震、1951年花东纵谷地震、

1964年白河地震、1986年花莲地震以及令人印

象深刻的1999年集集地震等，而这么多灾害性地

震的重复发生，再再显示台湾这个岛屿实仍为地

壳活动非常剧烈的一个区域，而且随着经济建设

的迅速发展，各大都会区人囗密度不断提高，高

楼大厦林立，更是大幅增加地震对于人民生命财

产的威胁，因此生活在地震威胁如此严重的环境

下，地震科技在灾害防治上的应用益显重要。

撰文/ Henry Hsiang

图片来源/

成大研发快讯-文摘

维基百科

地震APP软件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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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测报是台湾整体地震灾害防治工作中重

要的一环，尤其在集集地 震发生期间，对于有感

地震的严密监测、地震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及落

实地震情报在防灾上的运用，皆显示其能够在地

震减灾上发挥一定的功效。地震测报工作的进行

必须透过地震观测仪器的广泛设置，以便在地震

发生时能够忠实记录各地的振动讯息，同时地震

学的研究与应用也需要仰赖地震观测网所搜集之

资料来加以分析与验证。广义之地震观测网除了

包括可以直接记录地动讯号的各类型地震仪外，

其他地震相关之研究或作业的观测网，例如研究

地震前兆现象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与地下水位监

测系统也可以涵盖在内。

    地震速报系统为中央气象局发布有感地震报的核心系

统，近年来成功应用于台湾地区几个灾害性大地震的测

报，例如：1998年7月17日嘉义瑞里地震、1999年9月21
日集集地震、1999年10月22日嘉义地震、2002年3月31
日花莲外海地震、2003年12月10日台东成功地震、2006
年4月1日台东地震以及2006年12月26日恒春），迅速提

供防救灾单位地震参数及强地动信息，有效降低地震所

造成的冲击。

图片来源/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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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加入願望清單

應用程式 類別 首頁 熱門排行榜 最新發佈

搜尋

我的應用程式

購物

遊戲

編輯精選

天氣

BXB 2015年1月29日

地震速報EEW

    卡讯电子目前是气象局地震中心发展地震速报

系统的合作伙伴，非常认同中央气象局 地震中心

的校园地震减灾理念，因此全力开发地震自动速

报系统，鉴于系统已逐渐成形，现在为了让更多

的民众也能受到地震即时速报的防护，将地震速

报从校园扩展到手机APP，目前Android及iOS版
都已经全部发行，全民可以免费下载使用公测。

    全民防灾系统刚开始布建，目前提供的版本仅

供台湾地区使用，可预期会有许多的未知问题需

要改进，若有建议也请不吝指教。

Android 版本

9



地震速報EEW
BXB Electronics Co., Ltd.

評論 相關詳細資訊

io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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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本APP时最好在可开启GPS定位功能，就可用

自动侦测，或输入所在地的城市做定位，当地震来时，系

统会透过推播方式告知地震预警，在地震速报的页面里就

可得知地震的讯息、震度、大约到达所在地的秒数，让全

民有心理准备，并立刻做紧急应变措施，立即做疏散或做

现地掩蔽等保护动作。

   此地震APP主要透过定位的方式，针对非现地

型地震做地震预警，主要系统页面如左图。



   在地震报告的部分，会列出气象局公开之

地震相关的信息，像地震规模、深度、发生地

点及时间等，可让全民快速掌握地震信息。

   BXB因缘际会成为国土防灾的的一分子，

在此也希望能尽一己之力为大家服务，如有任

何指教，也欢迎大家透过交心时刻中的平台，

将您宝贵的意见提供给我们，谢谢。

参考数据
气象局地震预报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WSv2C9La4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bxb.eew.light

ioS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ew-de-zhen-su-bao/id947286863?l=zh&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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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
相关报导

此报导刊登于中华民国104年1月21日 星期三A24 产业商机版

此报导刊登于中华民国

104年1月30日 星期五

 4 自动化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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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叶娜慧

图片提供/ 高雄市都发局、高雄市捷运局

数据源/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

    高雄市水岸轻轨即将正式上路，结合现有的捷运红、橘线，将大幅提升

大众捷运运输量，构筑完整的城市交通网络。轻轨系统总长度达22.1公里，

设有35座候车站，6处转运站，分成环状轻轨与水岸轻轨二线，预计于2012
年10月动工，水岸轻轨线预计在2014年12月通车，环状轻轨线则在2019 年
通车。轻轨系统可望提升运输的质量，打造无障碍环境，期能促使高雄市现

有220万辆机车使用者减少碳排放量。

    奠基于排名世界第十二大货柜港的高雄港，高雄市政府积极形塑「亚洲

新湾区」，2013年起，以宽广的高雄港湾为基地，在高雄港15至21号码头

及周边启动一系列的城市建设计划 ，包括可举办国际级大型展览及会议的「

高雄世界贸易展览会议中心」、以旅客服务为导向的「高雄港港埠旅运中心

」、加上可演出多场音乐、文化节目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绿色

建筑新典范的市立图书馆总馆等四大建筑 。在市府的规画下，着眼于高雄的

游艇制造业产值占全台游艇制造业的八成，全台九成外销的游艇皆由高雄港

装船出口。于高雄港外港区的大林蒲南星计划区成立全台湾第一个以「游艇

」为主题的「南星计划游艇产业园区」，游艇产业在高雄可拥有更宽广的产

业基地，预定于2015年完成，期能成为亚洲豪华游艇制造中心。

    为了纾解水岸周边未来涌进的大量人潮，吸引产业聚集投资，高雄市政

府已计划在新湾区内引入轻轨系统，促进盐埕、鼓山市区发展，打造兼具港

都特色与交通便利的高雄市。导入水岸轻轨的亚洲新湾区，将大幅提升高雄

的商业发展潜力和竞争力，扩展高雄国际能见度 ，提升厂商驻地投资意愿。

    轻轨交通网完成后，成为陆、海、空转运中心的高雄市，吸引文创、音

乐、游艇、观光等产业进驻，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再造高雄新风貌，使高雄

市更具国际竞争力。

亚洲新湾区在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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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卡讯电子在国际间参与的大小展览活动破历史新高。我们参加展览不只为了自有品牌的推广，也期望大幅增加市

场信息的深入度，使卡讯在国际市场上的根基更加扎实。今年，卡讯深切感受到经济部国贸局与外贸协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

品牌，进行了「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IEP)，并精心设计一系列的推广活动，让卡讯与其他台湾精品能够被全世界看见！

    而在2014年的尾声，卡讯接获了五项产品悉数获得台湾精品的捷报！这份肯定也加倍鼓舞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将不负所

望地继续在2015年实践更多的海外营销计划。

羊年将至，卡讯在此预祝大家：
羊羊得意、羊眉吐气、财华羊溢、名羊四海

發羊光大 | 春節預告

春节预告
本公司出货时间至2015年 2月 16日
(一)。春节期间2月18日(三)至2月23
日(一)货运暂不送货。2月24日(二)恢

复正常上班，若有需要，请事先告知货

运指定送达时间，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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