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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B IP影音多媒體信息發布系統暨
會議系統展出於北京PALM EXPO！

撰文/ 業務二部

化與智慧化的時代，BXB ICP系統除了可以使用圖形化電腦控制軟件發布多媒體信息
外，亦可透過一般市內電話及BXB ICP行動APP控制與傳輸多種多媒體信息，如：聲音、
影片、圖片、即時影音直播、TTS文字轉語音及文字公告等，可自由編輯播放排程及自
動化預約播放。除此之外，透過TCP/IP的傳輸技術，可遠程控制各個終端區的設備電源
開關，並做用電分析，進而達到節省能源與人力的功能。

    BXB ICP系統透過BXB IP解碼器可整合各種終端設備，如：教學擴音模組、各式矩
陣接口投影播放、門禁防盜、緊急求救、IP攝影機、CCTV、電子圍籬、環境偵測器等，不
僅達到設備方便整合運用性，透過BXB ICP系統，可設置緊急設備觸發後的連動廣播，進
行嚇阻或自動發布疏散訊息等，同時在主控站、副控站又能監看到CCTV的影像，透過雙
向對講功能進行即時的回報，實現守護人身安全最完善的機制。

    6月2日至6月5日為期四天的PALM EXPO，今年舉辦於中國國際展
覽中心，集結了百餘家的專業音響、燈光等音視頻廠商。BXB很榮幸
的能夠被邀請參加此盛會，透過中華演藝設備與數位通訊技術協會的
協助報名參展，並偕同BXB中國總代理-北京力創代理的另外兩個品牌
：Atlas、Revolabs共同展出，提供全套完整的音視頻系統解決方案，
吸引了許多參觀者的目光。

    BXB此次展出的兩大亮點，其一為IP影音多媒體信息發布系統，功
能包含影音公共廣播系統、分布式影音發布系統及緊急求救暨應急指
揮，此次展會是以智慧校園影音廣播為主軸演示展出。順應現代網路

2



    另一個展出的亮點為Q.con視訊會議解決方案，只需要一條USB線材連接HD 高畫質攝影機，並搭配BXB 高音質會議麥克風，即
可透過現在主流的通訊軟體，如：Skype、Wechat、QQ和Hangouts......等展開視訊會議，並可透過HD高畫質攝影機進行發言自動
追蹤定位之功能，能清楚的看見每一位與會者的影像，可解決不清楚發言者為何人的情況，除此之外，透過BXB高音質會議麥克風，
高指向性收音品質，可解決會議現場雜音或與會人員討論聲音，導致誤收音的情況發生，實現「聽得清楚、看得清楚，擁有零距離面
對面會議的真實感」!

    最後，非常感謝BXB中國總代理-北京力創團隊協助籌辦此展會，此趟旅程收穫滿滿，叢永剛總經理、陝西力創-韓經理、解決方
案經理-韓工及BXB產品技術經理-魏工更是分享了許多市場資訊與建議給我們，讓我們更加了解市場需求與趨勢。未來，BXB將會在
研發工作上投入更多創新的概念，提供更完整的產品解決方案，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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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公共空間與舒適、

愉悅的購物休閒環境。

    本案是由御泰多媒體有限公司-李經理所承接，專營於整體

性器材規劃與各種專業設備系統之整合，如劇場舞台燈光音響

視訊系統、多功能國際會議廳、系統工程安裝、顧問服務、售

後保養維護服務......等。其秉持誠信、執著的經營理念，提供

客戶最新資訊與專業的服務。且為了提供給客戶最新的技術，

公司會定期安排人員做教育訓練及參與各項專業培訓活動，學

習核心技術，以提供給客戶更優化的服務及解決方案。

台中麗寶OUTLET購物中心

安裝WMP-2100廣播系統介紹
撰文/ 業務一部

    本月要介紹的實績案例是位於中部最大的Outlet「麗

寶OUTLET MALL」，臨近於國道交流道，不論從臺中市區

或其他縣市前往皆方便。麗寶集團打造全台最大渡假園區，

擁有全台最大摩天輪及最多座位美食廣場，外觀建築結合

Portofino義大利度假小鎮，展現多元、親子型態。麗寶

OUTLET MALL所呈現的與以往的型態有所不同，以快樂為出

發點，包含親子、時尚、休閒、娛樂與餐飲等多樣化的主題

，用渡假及娛樂型態建設而成，並

與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F3

賽車場互相結合，打造出

照片來源/ PLAY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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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人身安全事件層出不窮，造成大家的極度恐

慌，因此門禁安防及緊急求救系統更為重要。BXB WMP-2100

廣播系統日後可擴充做緊急求救、門禁安防偵測、對講......等功

能。當遇到危險狀況時，立即按壓附近的緊急求救鈕並可直接

觸發啟動現場的防盜警報閃光喇叭，達到嚇阻歹徒之作用。同

時可將求救訊號回傳至數位廣播主機端，保全或警衛人員即可

從廣播主機知道求救位置，可立即前往現場處理，以預防傷害

之造成。另外，也可加裝防盜偵測設備，可將防盜訊號經由遠

端解碼器傳回主機，將緊急求救及防盜等觸發信號，依實際發

生狀況的地點及時間，做詳細的顯示及紀錄以供備查。

    李經理在了解麗寶集團的需求後，幫其量身規劃使用

我司BXB WMP-2100廣播系統，此款主機採用ALL IN ONE

的功能設計，整合於單一機台操作，可執行定址分區廣播、

多音源混音控制、監聽、電源控制、電話分區廣播、雙向呼

叫對講、門禁防盜......等多功能介面，非常適用使用於公共廣

播場合。簡易的操作介面，配合燈號顯示方便監控，免除學

習多種系統的困擾，協助管理者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

的工作。且透過定址廣播的方式，可避免不欲接受廣播之場

所受到其他廣播聲音之影響，在最不干擾及最方便操作下提

供各項業務廣播之功能。 照片來源/ 指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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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泰多媒體公司-李經理說：”公共空間系統規劃運

用範圍，舉凡飯店、餐廳、樂園、學校等，其規劃方向皆要

求需可結合當地消防安全系統進行緊急通報，並可選擇多個

音源將其發送到多個區域及控制所有各區域的設備。而能符

合此需求的，就是BXB廣播系統。BXB專業的技術與整合能

力、穩定度都讓我無後顧之憂，且操作及設定皆直覺好學易

懂，讓我非常放心使用。”BXB未來會持續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設計更貼近市場需求的產品及解決方案，讓客戶滿意，使

用者放心，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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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五月的周末傍晚，邀請卡訊家人們一起看電影，當電影院燈光暗下，我們知道，將隨著激

勵、感動的劇情起伏而有所收穫；我們知道，當我們同在"影"起，是多麼難忘的回憶與共鳴......

撰文/ 卡訊同仁

卡訊家庭日

勵志電影共賞-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Penny：BXB公司每一季會舉辦一次家庭日來彼此聯絡感情，以凝聚同仁向心力及提升工作動力，2017 Q2特
別選了一部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包場看電影並準備美食及飲料，好讓大家攜家帶眷一起前來觀賞，電影是下
午5點半開始，但是盡責的福委及幫忙的同仁4點就到了，食物跟飲料都先分類放好，確保大家不會拿錯，而且現
場各個出入口都有BXB同仁在幫忙引導及指揮，注意各項細節來協助活動順利的進行，最難能可貴的是連BXB家屬也一起來幫忙，在
簽到處拍照留念，讓我內心非常感動，於是在等待電影進場期間，一一前去認識，就我所觀察到的特質去表達感謝及讚賞，電影也選
得很好，佳評如潮，讓同仁、家屬、來賓都有個豐富且滿足的心靈饗宴，BXB家庭日活動圓滿成功，活動結束後，超有效率的立馬上
傳相片在相簿分享，在每個人的心裏留下都是美好、溫暖的回憶~~無價！再次謝謝福委的用心及規劃，及追求完美的做事品質，讓大

家有個愉快的假日！

Stacy：卡訊首次舉辦包場電影家庭日，愛看電影的我，怎麼能夠錯過！因正在請育嬰假，所以看見一陣子
不見的同事們，真的很開心！福委無論在選片、訂餐、以及處理票務流程，都處理得很好，現場還貼心地
替每位同仁拍照留念，有了他們，大家才能享受這愉快的夜晚，真的辛苦了！「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講
述著父女與姊妹間可貴的親情、運動員不輕易放棄的精神、印度男尊女卑的文化造就著許多辛酸故事、
以及國家扶持運動員的重要性等議題。2小時又40分的電影，沒有冷場，搭配具穿透力的背景音樂，讓
情緒也容易隨著劇情轉折而起伏。同樣身為女兒的我，尤其已經嫁出去的女兒，感同身受父親的重要
性，嚴格但其實非常疼惜和關心我們。看完不禁想起了爸爸，在我心目中他是心靈導師，也是一起玩
耍說笑的朋友。因此，家庭日的下一週，馬上又帶爸媽再來看一次了。非常感謝卡訊舉辦這次的家庭
日，與同事們一起看電影大笑大哭真的很開心，還要再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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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非常感謝公司在Q2舉辦的家庭日-電影觀賞活動，這是一部非常棒的電影，我自己看了兩
遍還是覺得好看極了，所以很推薦給還沒有看過的你們。感謝各位工作人員以及參與的大家，能
共同欣賞電影、共同感受故事中帶來情緒的起承轉合，是很難能可貴的。印象中印度電影都很歡
樂且不間段的唱歌跳舞情節，但此部電影與以往不同的是，這部電影從中展露了父權、以及印
度男尊女卑的文化，甚至是體壇中的不公平。影片中父親曾得過印度國家級比賽冠軍，但因體
壇在摔跤運動的經費不足，及階級制度的不富裕而不得不向五斗米折腰，在連生四個女兒後放
棄了為國爭光的夢想，在一次兩位女兒在學校打架的意外中，讓他燃起想為印度奪得一面金牌
的夢想，進而嚴苛的訓練女兒。從不斷的訓練及比賽中，除了夾帶出父親與女兒情感中的轉折
，使人熱淚盈眶以外，也表現出女性實力也可以與男性相當，並不會因為是女性而有落差，而
也因為在這麼女權低落的國家，他們以女性的身份在體壇中發光發熱，得到世界冠軍，讓女性地

位受到尊重，讓我認為非常的勵志與感動。

Lara：第一次參與公司員工家庭日的電影欣賞，覺得非常難能可貴，以前總是羨慕其他公司有包場電
影 的活動，現在，卡訊也提供了這樣的福利，透過電影欣賞來聯絡員工及家屬們感情，真的非常值得也顯得
珍貴！ 尤其此次的電影主題也是與親情相關，我一同邀請了母親參與，雖然，我是第二次欣賞這部
影片，但心中的情緒仍再次被劇情感動而眼眶泛淚，明白父母親對兒女的期望與用心栽培，而家人更是我們永
遠的避風港，讓我不禁想起曾經去北部受訓的回憶，遇到困難、受到挫折的時候，打電話回家跟家人哭訴，
家人安慰之餘更不斷地給予我鼓勵與支持，讓我有勇氣與決心繼續挑戰。我覺得影片中最激勵我的是:「
主角-吉塔努力不懈的毅力及戰勝自己的恐懼」，就算失敗了、遇到困難，仍然沒有放棄，並透過父親的
協助與鼓勵，找到自己的弱點與問題，不斷地去修正與改進；我認為這樣的精神，對我的人生是非常
受用的，不論是在職場、在人際關係都是如此。最後，非常感謝卡訊給予員工這樣珍貴的福利，創造
員工與家人們的共同回憶，也讓家人了解子女所任職的公司是如此溫暖，更是照顧員工、體恤員工的
幸福企業！感謝辛苦的福委及工作人員們事前的安排與活動當天的協助，讓活動順利、成功！

Rita：來到BXB的第一個家庭日，在忙忙碌碌的財務工作中，暫時拋開了一切數字，度過了一個充實
的假日午後，身為工作人員，早早來到會場為自己買杯咖啡，漫步在台鋁的午後陽光下，享受報稅忙
季的小確幸，開場前貼上BXB的貼紙後，立馬投入招待同仁及賓客的行列中，當一切就序，電影順利
開映，心中的擔子缷下了。這是一場成功的活動，隨著電影的劇情起伏，與會的每一位有時靜默、有時
大笑，想必大家都投入在劇情中，當夜幕無聲的落下，電影亦已近尾聲，當大家互道再見時，不也意謂
著相約下一次的家庭日！

8



Moana：身為福委的一份子很謝謝大家的參與及幫忙，讓2017年Q2家庭日順利及圓滿落幕，也讓我們
很有成就感，回想著前置作業不斷來回聯繫包廳負責的小姐真是非常感謝，不厭其煩的回覆我的問題
、顧客至上的服務讓我們大小細節可以順利安排，也非常感謝加入工作人員組隊的同仁們，讓我們在
混亂中有秩序地完成報到、領餐、入場再完美的落幕。雖然內心一直著急在我的餐點對不對，飲料
來了沒，但還是沒有忘了要投入享受這部膾炙人口的電影，上檔將近三個月的電影，沒有一定的實
力我想很難做到，戲外主角們為了電影腳色設定所投入的心血，男主角要呈現年輕到老，身材也從
壯到胖，花了不少的時間經營，女主角們也是投入密集的特訓，受了傷也是心繫著團隊進度，戲裡
道出印度社會問題，也讓人感受到父母親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只能放手一搏挑戰的心情，必
須放下心裡不捨才能讓一切強大起來，整部戲的敬業、團結、付出、具影響力讓我深深感動著，我想
是這部電影成功最大的關鍵。

9



10



26日(二) 10:00-18:00
27日(三) 10:00-18:00 
28日(四) 10:00-16:00

參展地點

印度孟買會議中心

參展時間

2017年09月26日-28日
( 3天 )

2017

F50
BXB 攤位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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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G R A T U L A T I O N S

ICP-5030

ICP-5051

單頻道網路多媒體分流器

廣播系統直覺性操作面板

ICP-3050

ICP-5072

多通道音源矩陣處理廣播主機

圖形化影音廣播管理軟體

好消息!BXB
連續五年榮獲
台灣精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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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 吳昭文．吳陳惠篤

發行所 / 卡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BXB Electronics Co., Ltd.
電話 / +886（7）9703838

傳真 / +886（7）9703883

地址 / 80673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

路288-5號6F-1

官方網站 / www.bxb.tw

編輯人員 / 

Dora Tseng

撰稿人員 / 

業務一部

業務二部

業務三部

副總辦公室

翻譯人員 / 

Stacy Chiang

執行美術設計 / 

Dora T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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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