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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親臨日本G-mark頒獎典禮，分享得獎喜悅！
撰文/ 副總辦公室

   卡訊電子吳珮蓉董事長與洪誌臨副總親臨日本現場，並帶著喜悅之情接受G-mark主辦單位授予

的獲獎證書。根據評審委員對FUN會議麥克風的回饋，我們對卡訊的設計研發能力與創新力更加有

信心：「FUN具有高質感的外觀，想必是經過層層的試驗所產出的，我們給予很高的評價。此外，

我們認為FUN的實用價值甚至比其外觀更加值得讚許。」頒獎典禮期間，FUN會議麥克風也同步展

示於「優良設計獲獎作品展(G展)」現場，自由開放的展示空間，讓更多人認識BXB這個品牌以及

產品開發的潛力。

    卡訊在產品設計的呈現上，都是以「人」為本的概念為出發點、洞察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創造

符合使用者期待並可符合各種操作情境的產品。如此，設計出的產品才會更加有力量，且更貼近使

用者的自身經驗。以本次獲獎的FUN會議麥克風來說，其麥克風光環的內嵌與海綿罩遮蔽，讓發言

者本身不會受到光環的光害影響，又依然讓與會者清楚辨識發言者。此外，FUN的重量與結構位置

做了巧妙的設計，使其能穩穩地安置於桌面上，避免晃動與桌面摩擦；45度角的斜面設計，提供使

用者直覺的按键操作。更棒的是，FUN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底座面積最小的麥克風！ BXB會以縮小底

座為設計目標，即是考慮到與會者的需求，將桌面面積還給使用者後，大量的資料、文具與私人裝

置便有充裕的空間可擺置。

   卡訊電子近期歡喜宣布旗下的FUN會議麥克風獲得日本G-mark優良設計獎，本月與各位分享我

們親自至日本東京參與的頒獎典禮實況。G-mark頒獎典禮於10月28日假東京君悅飯店舉行，來自

世界各地的得獎者齊聚一堂，也能看見各行各業人士，如：設計界、媒體界、學生、一般消費者、

海外考察團......等前來參與此一盛會；整場典禮正式卻不失輕鬆的氣氛，大家邊享用著雞尾酒與小

點心，邊與其他獲獎者分享產品設計心得與獲獎喜悅。

2



    BXB副總經理洪誌臨表示：「G-mark日本設計獎的榮耀是屬於卡訊全體員工的！FUN麥克風從

設計、研發、製造、行銷到實際銷售，皆動用了許多BXB的人才，大家的心血終結成甜美的果實，

這激勵了我們，更加努力提供創新與貼心的產品!」BXB董事長吳珮蓉也說：「身為卡訊的董事長，

得知我們的產品再次獲得國際性獎項，著實深感榮耀！我們也期許自己，未來有更多產品能在國際

舞台上發光發熱，持續展現卡訊的實力與競爭力！」

    FUN獲得G-mark日本設計獎的相關資訊，可於G-mark官網上瀏覽；欲知更詳細的產品介紹，歡

迎造訪BXB官網或與BXB業務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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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氣象專責機構，負責氣象觀測及預報業務，包括天氣、地震、海象、天文等地球科學項

目，舉凡氣象、海象監測和預報、地震監測和預警皆為其工作重點。也是目前中華民國唯一官方的氣象預報、災害性天氣特報

(例如：颱風警報、豪雨特報、強風特報、低溫特報......等)及地震報告的發布單位。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各類資訊，除了與民眾

的生活息息相關外，更在防災體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近來地震頻繁，BXB也是中央氣象局在地震預警業務上的合作夥伴，雙

方基於促進社會公益、增進國民福祉、發揮互惠精神之理念共同推行地震速報預警應用推廣之計劃，BXB提供地震速報手機APP
軟體讓全民免費使用，讓大家可以即時知道，以降低地震所造成的傷害。

    此次非常榮幸能安裝在中央氣象局617會議室，共配置了BXB FCS-6350會議主機x1台並搭配BXB UFO-6311x1組及UFO-6312
x43組主列席會議麥克風，BXB FCS-6350是一款全新設計的多功能會議系統主機，納入許多創新的會議系統運用新思維，利用TCP/IP
通信協定網路控制，可使用有線或無線網路連線方式，搭配BXB會議控制軟體，可輕易地實現行動會議控制功能。此外，BXB UFO
會議麥克風單體的特點為其具備DSP數位聲音處理，可偵測發言者音量大小自動調整收音感度，可依據不同的會議室空間快速選擇

適合的音場表現，提供與會人員優質的視覺及聽覺饗宴。

撰文/ 業務一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617會議室

BXB FCS-6300
會議系統實績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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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B UFO單體的外型設計風格非常的極簡風，在這幾年

已經蔚為風潮，隱身式發言按鈕設計，整體外觀流暢時尚，

並具備五種極具質感的金屬色可搭配出25種的色彩組合，配

合現場會議室的裝潢。除了視覺享受之外也具備極佳的會議

發言音質表現。系統使用高階處理技術CAT5E網路線連接，

單體可置於迴路中任一位置，可視實際需要增加單體數量及

擺放位置，彈性使用，不需擔心系統迴路因而受影響。同時

，單體編碼方式採用數位式編碼，可隨意變更單體lD碼及主

席或列席之身份單體，非常具有彈性之使用。再搭配上BXB
設計之超軟管鵝頸麥克風，只要使用單指，即可輕易的調整

麥克風上下左右角度，方便調整發言之角度，不用害怕單體

會移動，SO GOOD.

    在此，再次感謝中央氣象局對BXB的支持與愛用，使用

BXB FCS-6300系列-UFO桌上型主列席會議麥克風，而此

款UFO會議麥克風榮獲台灣精品獎及iF設計大奬的雙項肯

定，使會議進行過程中提供優質且清晰之音質表現，提供

與會人員感受自然飽滿之語音互動。BXB會繼續努力研發

新產品，讓我們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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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卡訊同仁

卡訊家庭日

好美里彩繪村
&

彰化扇形車庫
&

日月潭風景區一日遊

花絮報導

卡訊在今
年微涼的秋季中，為BXB

家人們預備了溫暖的家庭日。讓
十一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六，不只是卡

訊員工凝聚的放鬆時刻，也是員工的家庭
時間，得以享受相處的暖和時光。

大夥從高雄這個海洋港灣啟程，抵達嘉義，一座街
牆上藏著驚喜的小漁村——好美里彩繪村。小村莊裡
多處角落和牆面、被畫上了大片的創意塗鴉，每走晃
到不同街角、便又迎來不同的風景，大家彷彿踏入奇
幻村莊裡，開心探險。接連在後，是充滿復古氣息的
彰化扇形車庫，觀看一列列的蒸汽火車、延展開來的
軌道。以及第三站，搭上船、漫遊於南投日月潭，
共賞靜謐風景。一站、一站都緩和著平時工作匆

促的腳步。

如此精心設計的家庭日，讓卡訊成員們
，除了在工作中一起奮鬥外，亦

一同享有了難得悠活的輕
旅行。

佳祥：小
鳥一早期待的啾啾叫著

，孩童笑聲充斥著整座車廂，好
奇的期待著一天的旅程，吵鬧的城市還

來不及清醒，我們已踏上充實美好的一天，
好美里彩繪、彰化的扇形車站，以及中午元首
館美味的火鍋料理，最後坐船環遊日月潭，謝謝
福委會精心的籌備，才能讓我們玩得如此開心，也
加深了BXB這大家庭每個成員之間的情感，期待下一

次旅行的到來。



Tony：看
著許多同仁不辭辛勞，帶

著年幼的小孩一起參加公司的家
庭日，使得旅途中洋溢著青春和幸福的
氣息。幾年前還需要家人一直抱著的嬰孩

，如今已經可以跟著其它小朋友到處亂跑，還
有二個小女孩感情好到如膠似漆，連坐日月潭的
遊湖船，都捨不得分開，非得共乘同一艘船才行。
不僅公司成員一直成長，公司同仁們也是生養眾多，
眷屬一起參加的家庭日真是熱鬧非凡，也更多的認識

同仁們在工作之外的另一個面向。

Vivivan：這次的行程可說是超級緊湊的。從一開始
在嘉義的好美里村莊，有好多很有創意的彩繪，大
家拍照拍的不亦樂乎。接著到彰化的扇形車庫廣
場，裡面有早期的火車頭，讓鐵道迷及小朋友
看的好開心。最後，再到日月潭坐遊艇，
欣賞湖上的美景及吃著名的茶葉蛋，結

束這一趟開心有趣的旅行。

Zozo：這真是豐富又充滿冒險的一趟旅程！一
年一度的家庭日是我最愛的公司活動。同仁們攜家
帶眷一起發掘台灣寶島的美，也共度美好時光。一

早我們驅車前往3D彩繪村，當地居民和遊客皆非常親
切，替我們拍了許多有趣瘋狂的照片。貼心的是，每
個拍照點有範例圖引導遊客拍出更有創意的照片。另
外，讓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傍晚於日月潭邊搭船遊湖，
邊觀賞著夕陽。期待明年的家庭日可深入台灣更多

地方。

阿哲：很開心第一次參加公司安排的員工
家庭日，謝謝辛苦的福委會同仁，因

為有你們，才能讓此次的活
動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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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婷：再
次回到卡訊，能跟同仁

們參與員工家庭日，真的很開
心，藉由這次的旅遊和大家交流感情

，感受到卡訊像家一樣的溫暖，日月潭乘
船遊湖是我第一次的經驗，能與同仁們一起

觀賞此美景，並品嘗道地的美食，是很棒的回憶
，謝謝福委們精心安排的行程，過程中，空氣中
充滿著大家的歡笑，也象徵著卡訊生生不息的活力

與幹勁，充飽電後繼續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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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沒有白雪皚皚的聖誕樹，但有BXB熱情溫暖的滿滿祝福；
沒有豐盛可口的火雞餐，但有BXB真摯懇切的關懷擁抱。

感謝各位陪伴BXB走過2016年，在這歲末年終之際，我
們許下諾言，願與大家一同努力往更美好的下一年前進。

聖誕快樂! 

卡訊電子全體同仁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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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卡訊電子UFO會議麥克風榮獲105年經濟部

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展現創新研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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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台灣精品與iF設計獎的肯定，

         BXB FUN會議麥克風再度累積

一座國際獎項-日本G-mark設計大獎！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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