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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亲临日本G-mark颁奖典礼，分享得奖喜悦！
撰文/ 副总办公室

   卡讯电子吴佩蓉董事长与洪志临副总亲临日本现场，并带着喜悦之情接受G-mark主办单位授予

的获奖证书。根据评审委员对FUN会议麦克风的回馈，我们对卡讯的设计研发能力与创新力更加有

信心：「FUN具有高质感的外观，想必是经过层层的试验所产出的，我们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

我们认为FUN的实用价值甚至比其外观更加值得赞许。」颁奖典礼期间，FUN会议麦克风也同步展

示于「优良设计获奖作品展(G展)」现场，自由开放的展示空间，让更多人认识BXB这个品牌以及

产品开发的潜力。

    卡讯在产品设计的呈现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概念为出发点、洞察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创造

符合使用者期待并可符合各种操作情境的产品。如此，设计出的产品才会更加有力量，且更贴近使

用者的自身经验。以本次获奖的FUN会议麦克风来说，其麦克风光环的内嵌与海绵罩遮蔽，让发言

者本身不会受到光环的光害影响，又依然让与会者清楚辨识发言者。此外，FUN的重量与结构位置

做了巧妙的设计，使其能稳稳地安置于桌面上，避免晃动与桌面摩擦；45度角的斜面设计，提供使

用者直觉的按键操作。更棒的是，FUN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底座面积最小的麦克风！ BXB会以缩小底

座为设计目标，即是考虑到与会者的需求，将桌面面积还给用户后，大量的数据、文具与私人装置

便有充裕的空间可摆置。

   卡讯电子近期欢喜宣布旗下的FUN会议麦克风获得日本G-mark优良设计奖，本月与各位分享我

们亲自至日本东京参与的颁奖典礼实况。G-mark颁奖典礼于10月28日假东京君悦饭店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得奖者齐聚一堂，也能看见各行各业人士，如：设计界、媒体界、学生、一般消费者、

海外考察团......等前来参与此一盛会；整场典礼正式却不失轻松的气氛，大家边享用着鸡尾酒与小

点心，边与其他获奖者分享产品设计心得与获奖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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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副总经理洪志临表示：「G-mark日本设计奖的荣耀是属于卡讯全体员工的！FUN麦克风从

设计、研发、制造、营销到实际销售，皆动用了许多BXB的人才，大家的心血终结成甜美的果实，

这激励了我们，更加努力提供创新与贴心的产品!」BXB董事长吴佩蓉也说：「身为卡讯的董事长，

得知我们的产品再次获得国际性奖项，着实深感荣耀！我们也期许自己，未来有更多产品能在国际

舞台上发光发热，持续展现卡讯的实力与竞争力！」

    FUN获得G-mark日本设计奖的相关信息，可于G-mark官网上浏览；欲知更详细的产品介绍，欢

迎造访BXB官网或与BXB业务人员联系！

3



    交通部中央气象局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气象专责机构，负责气象观测及预报业务，包括天气、地震、海象、天文等地球科学项

目，举凡气象、海象监测和预报、地震监测和预警皆为其工作重点。也是目前中华民国唯一官方的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特报

(例如：台风警报、豪雨特报、强风特报、低温特报......等)及地震报告的发布单位。中央气象局所提供的各类信息，除了与民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外，更在防灾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来地震频繁，BXB也是中央气象局在地震预警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双

方基于促进社会公益、增进国民福祉、发挥互惠精神之理念共同推行地震速报预警应用推广之计划，BXB提供地震速报手机APP
软件让全民免费使用，让大家可以实时知道，以降低地震所造成的伤害。

    此次非常荣幸能安装在中央气象局617会议室，共配置了BXB FCS-6350会议主机x1台并搭配BXB UFO-6311x1组及UFO-6312
x43组主列席会议麦克风，BXB FCS-6350是一款全新设计的多功能会议系统主机，纳入许多创新的会议系统运用新思维，利用TCP/IP
通信协议网络控制，可使用有线或无线网络联机方式，搭配BXB会议控制软件，可轻易地实现行动会议控制功能。此外，BXB UFO
会议麦克风单体的特点为其具备DSP数字声音处理，可侦测发言者音量大小自动调整收音感度，可依据不同的会议室空间快速选择

适合的音场表现，提供与会人员优质的视觉及听觉飨宴。

撰文/ 业务一部

交通部中央气象局-617会议室

BXB FCS-6300
会议系统实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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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 UFO单体的外型设计风格非常的极简风，在这几年

已经蔚为风潮，隐身式发言按钮设计，整体外观流畅时尚，

并具备五种极具质感的金属色可搭配出25种的色彩组合，配

合现场会议室的装潢。除了视觉享受之外也具备极佳的会议

发言音质表现。系统使用高阶处理技术CAT5E网络线连接，

单体可置于回路中任一位置，可视实际需要增加单体数量及

摆放位置，弹性使用，不需担心系统回路因而受影响。同时

，单体编码方式采用数字式编码，可随意变更单体lD码及主

席或列席之身份单体，非常具有弹性之使用。再搭配上BXB
设计之超软管鹅颈麦克风，只要使用单指，即可轻易的调整

麦克风上下左右角度，方便调整发言之角度，不用害怕单体

会移动，SO GOOD.

    在此，再次感谢中央气象局对BXB的支持与爱用，使用

BXB FCS-6300系列-UFO桌上型主列席会议麦克风，而此

款UFO会议麦克风荣获台湾精品奖及iF设计大奬的双项肯

定，使会议进行过程中提供优质且清晰之音质表现，提供

与会人员感受自然饱满之语音互动。BXB会继续努力研发

新产品，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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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卡讯同仁

卡讯家庭日

好美里彩绘村
&

彰化扇形车库
&

日月潭风景区一日游

花絮报导

卡讯在今
年微凉的秋季中，为

BXB家人们预备了温暖的家庭日
。让十一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不只是
卡讯员工凝聚的放松时刻，也是员工的家
庭时间，得以享受相处的暖和时光。

大伙从高雄这个海洋港湾启程，抵达嘉义，一座街
墙上藏着惊喜的小渔村——好美里彩绘村。小村庄里
多处角落和墙面、被画上了大片的创意涂鸦，每走晃
到不同街角、便又迎来不同的风景，大家彷佛踏入奇
幻村庄里，开心探险。接连在后，是充满复古气息的
彰化扇形车库，观看一列列的蒸汽火车、延展开来的
轨道。以及第三站，搭上船、漫游于南投日月潭，
共赏静谧风景。一站、一站都缓和着平时工作匆

促的脚步。

如此精心设计的家庭日，让卡讯成员们
，除了在工作中一起奋斗外，亦

一同享有了难得悠活的轻
旅行。

佳祥：小
鸟一早期待的啾啾叫着，

孩童笑声充斥着整座车厢，好奇
的期待着一天的旅程，吵闹的城市还来

不及清醒，我们已踏上充实美好的一天，好
美里彩绘、彰化的扇形车站，以及中午元首馆
美味的火锅料理，最后坐船环游日月潭，谢谢福
委会精心的筹备，才能让我们玩得如此开心，也加
深了BXB这大家庭每个成员之间的情感，期待下一次

旅行的到来。 7



Tony：看
着许多同仁不辞辛劳，带

着年幼的小孩一起参加公司的家
庭日，使得旅途中洋溢着青春和幸福的
气息。几年前还需要家人一直抱着的婴孩

，如今已经可以跟着其它小朋友到处乱跑，还
有二个小女孩感情好到如胶似漆，连坐日月潭的
游湖船，都舍不得分开，非得共乘同一艘船才行。
不仅公司成员一直成长，公司同仁们也是生养众多，
眷属一起参加的家庭日真是热闹非凡，也更多的认识

同仁们在工作之外的另一个面向。

Vivivan：这次的行程可说是超级紧凑的。从一开始
在嘉义的好美里村庄，有好多很有创意的彩绘，大
家拍照拍的不亦乐乎。接着到彰化的扇形车库广
场，里面有早期的火车头，让铁道迷及小朋友
看的好开心。最后，再到日月潭坐游艇，
欣赏湖上的美景及吃著名的茶叶蛋，结

束这一趟开心有趣的旅行。

Zozo：这真是丰富又充满冒险的一趟旅程！一
年一度的家庭日是我最爱的公司活动。同仁们携家
带眷一起发掘台湾宝岛的美，也共度美好时光。一
早我们驱车前往3D彩绘村，当地居民和游客皆非常
亲切，替我们拍了许多有趣疯狂的照片。贴心的是，
每个拍照点有范例图引导游客拍出更有创意的照片。
另外，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傍晚于日月潭边搭船游湖
，边观赏着夕阳。期待明年的家庭日可深入台湾更

多地方。

阿哲：很开心第一次参加公司安排的员工
家庭日，谢谢辛苦的福委会同仁，因

为有你们，才能让此次的活
动圆满、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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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婷：再
次回到卡讯，能跟同仁

们参与员工家庭日，真的很开心
，藉由这次的旅游和大家交流感情，

感受到卡讯像家一样的温暖，日月潭乘船
游湖是我第一次的经验，能与同仁们一起观

赏此美景，并品尝地道的美食，是很棒的回忆，
谢谢福委们精心安排的行程，过程中，空气中充满
着大家的欢笑，也象征着卡讯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干

劲，充饱电后继续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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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没有白雪皑皑的圣诞树，但有BXB热情温暖的满满祝福；
没有丰盛可口的火鸡餐，但有BXB真挚恳切的关怀拥抱。

感谢各位陪伴BXB走过2016年，在这岁末年终之际，我
们许下诺言，愿与大家一同努力往更美好的下一年前进。

圣诞快乐！

卡讯电子全体同仁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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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讯电子UFO会议麦克风荣获105年经济部
国家发明创作奖银牌，展现创新研发力！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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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台湾精品与iF设计奖的肯定，

         BXB FUN会议麦克风再度累积

一座国际奖项-日本G-mark设计大奖！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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