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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全方位行動學習實驗室兼會議室」

FUN系列麥克風實績介紹

撰文/ 業務一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立於西元1895年，初名芝山巖學堂，2005年升格改制為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創校迄今已逾117年，校史悠久，畢業校友十餘萬人，遍布海內外，於教育

、文史、藝術、法政、財經各界，均卓然有成。此次要介紹的實績是BXB FUN系列會

議麥克風，共裝設了1台BXB FCS-6350會議主機，再搭配１組FUN-6313桌上型主席

麥克風及26組FUN-6314桌上型列席麥克風，而FUN系列會議麥克風在2015年榮獲

了台灣精品獎與德國IF設計大獎等2項國際設計獎項之外，今年更贏得2016年日

本G-Mark設計大獎之殊榮。可見得FUN系列會議麥克風的魅力，風靡了全球。

    FUN系列會議麥克風的設計概念為四邊均等

的方塊設計，象徵你、我、他皆以公正均等的心迎

接一場會議；方塊邊的自然弧度，刻劃出與會者的圓

融和不與他人針鋒相對的態度。外型除了黑色之外，

還能依照會議室風格作客製的顏色變化，(黑/白/銀)可

以隨意自由搭配。可營造出放鬆趣味的會議環境，使會議

進行將不再是一個沉悶及感到壓力的場合，而是一場可盡情

發想的活動並創造雙贏的結果。FUN系列的乾淨外型與45度
斜面設計，符合與會者的視角，並縮小桌面的使用面積，使桌

面的空間可被充分利用。隱蔽式的光環設計，不影響使用者

的眼睛，這些貼心的設計，讓與會者能在放鬆的心情之下

，充分揮灑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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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系列每個單體皆具

備OLED，可顯示N(一般)/F
(排隊)/O(輪替)/C(主席)四種

會議發言模式及單體ID碼。另外

，單體上的OLED也可顯示會議單體

目前工作電壓(5V~24V)及低電壓的

警告，這對安裝者及管理者來說，可以

快速的知道及排除故障的單體，維持會議

的進行。另外，精準的智慧聲控啟動功能

，可精確判斷出發言者的聲音，進而自動啟

動麥克風，不會因為擴音喇叭的聲音及鼓掌聲

，造成錯誤開啟麥克風，也可在發言結束後，自

動關閉麥克風，達到自動化的會議需求。且FUN單

體的另一個特點是自由的會議身份設定，可依據會議

的需求，將列席麥克風設定為主席權限，此時列席單

元則變成副主席發言單元。可依據會議的需求，將列席

麥克風設定為主席權限，脫離會議秩序模式的限制，使會

議可彈性地進行。

    此案是北部經銷商所規劃設計，其在大型舞台燈光、布幕、

音響、多媒體系統及視訊會議系統工程皆為專精之服務範圍，著

實替客戶解決及滿足客戶真正在實務上的需求。而在安裝測試完畢

之後，單位也對BXB FUN系列會議麥克風的高音質，及新穎的外型讚

不絕口，這是對BXB的肯定也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BXB會更加努力

提供創新與貼心的產品！BXB日後也會不斷加油，未來能讓更多產品在國

際舞台上發光發熱，持續展現卡訊的實力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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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與BXB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Bonyad Shahid信賴於我們因而再次選用BXB的產品。許多BXB產品已建置於我們負責的會議案例

中。此外，PTO提供專業的訓練與售後服務，也因此客戶愛用我們所推薦的BXB產品。」

    連續四年來，PTO已在伊朗當地完成各樣的小型會議室與大型會議廳案例。產品規劃、提供最適合客戶的整合解決方案、以及

優質的售後服務是PTO成功的關鍵。相信BXB與PTO的持續合作，將於未來帶給各位更多的實績案例！

    伊朗政府機構Bonyad Shahid(退休軍人與烈士基金會)先前安裝了BXB的UFO-2000會議

系統。本次，機構內的科學中心有新的會議設備需求，再此選用了BXB的產品-EDC-1000
系列。此案使用一只主席麥克風與28只列席麥克風，並增加發言者影像追蹤功能設備。

    EDC-1051會議主機具備3只並聯迴路，最多可連接256只會議單體。系統可同時開啟高

達9只麥克風；當發言者停止發言30-45秒後，麥克風可自動關閉，但主席擁有絕對的發言

權，因此不受此一限制。EDC-1051開啟後可自動偵測掃描所有連接的麥克風，當有任何

錯誤或故障，鵝頸麥克風上的紅色光環將持續閃爍，提示管理人員作維修更換處理。此外

，主機內建RS-232與RS-485通訊界面，可執行發言者影像追蹤功能。後面板上的XLR接

口也可外接錄音與其他音訊設備。

    此案也整合了其他設備如國際牌(Panasonic)錄放影機、樂蘭(Roland)的音訊系統、Alto
混音機、三只CNB的PTZ攝影機作影像追蹤使用、以及宏正(Aten)的視訊分配器與轉換器。

BXB的伊朗合作夥伴PTO為本案的負責廠商，專案經理Alireza Nourinejad先生表示：「我

撰文/ 業務三部

伊朗Bonyad Shahid再次選用BXB會議系統

EDC-100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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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

鹽城市海事局

FCS-6100
會議系統實績介紹

撰文/ 業務二部

    本月要為大家介紹的中國實績案例是在江蘇省鹽城市海事局，其設有8個內部機構，負責全市

轄區水上通航秩序監督與管理、貫徹水上交通安全的方針與法規，並承擔船舶用品和水上設施的

檢驗工作，為全市內通航水域的重要單位。此案由BXB中國獨家總代理-北京力創昕業規劃設計

，BXB很榮幸此次能獲得海事局對BXB產品的肯定，安裝了2套BXB FCS-6100系列會議系統

。此套會議系統的特色在於麥克風單體皆具有液晶顯示幕，可啟動投票表決之功能。也可同

步顯示會議主機所有的設定及發言狀態，一目暸然，方便管理者執行會議秩序管理之功能。

同時，主列席麥克風單體皆5個LED確認指示器的投票表決鍵掀蓋式功能介面，讓投票時具有隱

密性，再搭配上BXB圖形化會議管理軟體即可由主席單元或會議圖控軟件直接啟動投票表決功能

，並透過圖控液晶畫面顯示投票統計結果。

    此外，BXB圖形化會議管理控制軟體，除了投票表決功能之外，也具有下列多項控制功
能：會議麥克風功能設定軟體，採電腦圖形畫面控制，圖控畫面可同步連線控管會議主機
之所有的發言模式，相互連動同步顯示。使用者也可自行依照會場麥克風單體及座位實
際配置，自行編排仿製現場的圖形控制畫面，也可以任意增加或刪除圖標。日後，如
有增設攝影機，也可設定任何1組會議單體之發言者影像追蹤設定，單一麥克風可
任意設定4隻以上的高速迴轉攝影機，做不同角度的發言影像同步定點追蹤攝影功
能，並可將設定值傳送至會議主機並做儲存，實現更便利且多功能性的會議環境。

    BXB在設計研發上，除了人性化的操作界面之外，也降低了使用者在操作上的困
擾，也滿足使用者在會議管理上的需求，使會議的進行更加順利。BXB具有最專業的技
術及完善的客戶服務，您的肯定與鼓勵是我們的最大動力，BXB是您數位化會議系統的
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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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瀋陽市法庫縣人民法院審判綜合樓
UFO與FCS會議系統實績介紹
撰文/ 業務二部

    本月要為大家介紹的中國實績案例是在遼寧省瀋陽市法庫縣人民法院 (以
下簡稱：縣法院) ，成立於1949年2月20日，設有21個內部機構，在縣委

的領導、人大的監督、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及上級法院的指導下，全

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嚴厲懲處各類刑事犯罪

，依法調節平衡多種利益，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連續多年被評為“全
省優秀法院”、“瀋陽市法院系統優秀法院”、“全國優秀法院”等.......
榮譽稱號。

    此案由BXB中國獨家總代理-北京力創昕業規劃設計，BXB 
很榮幸此次能獲得縣法院對BXB產品的肯定， 安裝了2套會

議系統。第1間中型會議室所採用的是UFO桌上型會議麥克

風，圓弧形底座與隱藏式發言按鍵，外觀新穎辨識度高。

且優良的音質、操作便利及採用世界通用規格Cat-5e網
路線傳輸，經濟又實惠，獲得使用者一致的好評。同

時也提供了安全的故障備援機制，可採用環狀式配

線，當線路斷線、損壞時可從另一迴路保持單元的

連接，不會產生會議中斷的現象，讓使用者安心

。更讓人驚豔的是，UFO會議麥克風榮獲iF設
計大獎，其擁有25種外觀顏色搭配，能依據

建築設計選擇合適的顏色，讓麥克風也能成

為是會議室裡的一項藝術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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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於多功能廳中所安裝的第2間會

議室，則是採用FCS桌上型會議麥克風，        
麥克風單體具液晶顯示幕，可同步顯示會議

主機所有的設定及發言狀態。同時還提供了

一個貼心的功能，主席麥克風單體上的5只
多功能控制鍵，等同於會議主機上的5個控

制鍵，方便主席更改主機之發言模式及調整

會議系統輸出音量大小，執行會議秩序管理

功能。同時，主列席麥克風單體皆內建掀蓋

式投票表決功能介面，讓投票時具有隱密性

，單體具備5個LED確認指示器的投票表決

鍵，再搭配上BXB圖形化會議管理軟體即可

由主席單體或會議圖控軟體直接啟動投票表

決功能，並可從圖控液晶畫面顯示投票統計

結果。BXB圖形化會議管理軟體，提供14
國語言可選擇，可執行下列多項功能：音量

調整、投票功能、攝像機發言追蹤與錄音存

檔等，亦可編輯與會人員資料，並根據實際

會議環境座位配置麥克風位置，實現更便利

且多功能性的會議環境。

    BXB 卡訊電子自1991年成立以來到現在

，我們不間斷的提升產品技術，讓產品的品

質、音質及外觀受到許多用戶一致的肯定及

讚賞。BXB 未來會持續努力，讓我們大家

一起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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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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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