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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讯首次参选金峰奖即

荣获杰出中小企业殊荣

撰文/ 副总办公室



    卡讯在地深耕26年以来，于企业形象与产品设计研发

方面的成果，已获得的iF德国设计大奖，G-标记日本设计

奖，台湾精品奖，与经济部国家发明创作奖的认可。本月 
，卡讯再添一具奖座-「金峰奖杰出中小型企业组」！公

司首次参加选拔即获奖，这对我们而言，实为一大肯定。

    金峰奖是由中华民国杰出企业管理人协会（简称杰管

会）所举办。针对企业的创新研发，经营规画，经营绩效

，企业形象，管理理念等进行评核，选拔出各专业领域表

现的杰出者，使我国产业可与全球经贸先进并驾齐驱。卡

讯的优良企业形象，以及专业创新的研发制造能力，从激

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卡讯的竞争力！

    颁奖典礼于9月26日在中油大楼国光厅举行卡讯洪副

总于当天北上，自前副总统吴敦义手中获得奖座，他也表

示：「卡讯致力于自有品牌的经营，并行销全球，这一路

走来并不容易；能有现在的成果，也绝非偶然。我们一点

一滴的累积研发制造经验，并勇于挑战新事物，尝试突破

创新。卡讯每一年都在变化，这样的变化，源自于BXB
（Best X Best）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企业文化！

    卡讯将持续致力于产品创新与专业服务的提升，并将

成功经验扩散至全球，期望能成为推动台湾精品与世界接

轨的桥梁。



BXB卡讯电子
正式进驻台北世贸中心！

撰文/ 副总办公室

2017年9月21日这天，卡讯的「台北办公室

暨展示中心」正式成立！为了庆祝这

重要的一刻，我们于9月21日与

9月22日两天举行开幕茶会

与亮点产品发表，众多

支持BXB的长官、

媒体与客户们

前 来 共 襄

盛举。



技术研讨之用途，位于

北部的客户也不需要南下奔

波至卡讯总部，可提高工作效

率与成果。卡讯洪副总也表示：

「藉由卡讯台北办公室暨展示中心

的成立，我们希望能为广大的客户

提供更贴近的服务，并经由实际体验

，让越来越多人了解BXB产品的优势与

应用！」

  为期两天的开幕活动，我们感谢各位贵宾的暖

心祝贺与交流分享，卡讯受益良多！在此也特别

    卡讯26年来，不断地为品牌行销、产品研发与

客户服务努力着，为了更专业地服务广大的客户

，我们从挑选地段、场域布置皆以共享会议室

为主要方向，为的就是要提供客户一个优质

的体验环境。

    「卡讯台北办公室暨展示中心」

除了动态展示卡讯ICP-5000 IP影
音广播与Q.con视讯会议解决方

案之外，客户们可与卡讯接洽

借用此一展示中心，作为教

育训练、商业会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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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龚俊吉会计师、台

湾精品品牌协会罗宗佑理事长与关小华秘书长、

外贸协会网路行销中心李惠玲主任、真观顾问

有限公司、InfoComm Asia Pte Ltd.、国光

电信网路有限公司、旧振南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李雄庆董事长、亚广集团、法兰克

福新时代传媒有限公司赖秋萍经理、

中山大学EMBA妈咪乐居家服务集

团龙耀宗总经理与中山EMBA 
E19第三组全体同学赠与的美

丽花篮，为活动现场增添了

许多花香与喜气！

    本次卡讯台北办公

室暨展示中心开幕圆满成

功，有各位的支持与鼓励，

驱使我们跨出一大步去尝试更

多挑战与完成目标，卡讯未来会

继续努力！如对卡讯台北办公室暨

展示中心有进一步的需求，欢迎来电

或mail给我们洽询。

卡讯台北办公室暨展示中心地点：台北世贸一馆

三楼3B-01室(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5号)



卡讯电子针对使用者需求，不断研发、设计、改良产品，以确保使
用者在最有效益、最舒适的会议进行中，能专注投入每一场会议讨
论。这次要和各位分享，今年五月于印度博帕尔州安装的
FCS-6300实绩。此州行政训练机构，为位于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
州，是一个印度政府机构。这个组织给予公务人员教育训练，协助
政府办公人员发展职能，增进管理效率。

    此单位选择安装UFO系列麦克风，其设计理念为圆融、延伸，
意为让会议并非圆满的结束在单次讨论，能使话题及与会者关系延
续下去；正如训练机构所提供的资源、协助一般，能让所有参与的
人员在效率、能力上都不断精进。选用FCS-6300系统，其麦克风
连接方式，皆为Cat5e网路线，随插即用、拆装相当简易，无须经
过特别训练也能轻易上手；不论在安装过程，或会议设计中，麦克
风须弹性移动位置、依出席人数改变麦克风数量时，使用者都能够
第一时间处理及调整。

    BXB代理商Univeso，在本案中整合了卡讯FCS-6300会议系统
及Lumens录播系统、PTZ摄影机，提供客户相当完整的会议解决
方案；结合UFO会议麦克风单体时尚的外观、稳定的高音质表现，
及使用者影音会议纪录的需求上，为客户设计了相当完善且优质的
解决方案。

    来自Nivik Constructions公司的Vikas Gupta先生分享，客户起
初先参考其他品牌的会议系统，而最后选择BXB的原因，是因为
FCS会议系统内建"Look at Me"影像追踪特色，并且无须安装任何
第三方系统即可使用此功能。对终端使用客户来说，这套系统买得
让人觉得很「超值」。

    Univeso整合解决方案公司为BXB位于印度的代理商，总经理
Raman Kanwar先生，本身为工程师背景，在教育市场已经累积20
多年经验，对市场趋势与客户需求有相当好的敏锐度，因此能够针
对各方需求来设计最适当的解决企划，他表示：「FCS的"Look at 
Me"功能，就是客户想寻找的功能。」另外，FCS-6300系统还可
执行声音会议记录，亦是客户重视的优点。

印度博帕尔州行政训练协会

FCS-6300
安装实绩
撰文/ 业务三部



     感谢Univeso持续把卡讯的解决方案，带到印度不同的角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友善的会议环境、满足使用者需求，是卡讯的目标、
动力，亦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成就感。



视讯商务会议的最佳伙伴

撰文/ 副总办公室

会议系统

    现今许多企业为了讲求效率与方便，并达到最佳的沟通效益，会选

择视讯会议作为商务谈判、客户服务、教育训练与协同作业的方式。目

前的视讯会议产品已能满足基本的视讯会议需求，但您可能依然面临到

一些问题，想改善解决，却不得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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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的视讯会议设备大多使用环形高感度收音麦克风，放置于桌面中央，为了是要将所有与会者的声

音都接收进去，因此收音范围大、收音灵敏度高是其特色。然而，优点也是缺点！高感度也会将环境杂音(如

：翻阅资料、打字、桌椅移动、咳嗽声......等)接收进来，影响聆听清晰度；私下讨论的声音也会被收入，

需特别压低音量，导致会议品质和效益大打折扣。

现况 1

环形高感度收音麦

克风会将环境杂音

接收进来，影响聆

听清晰度。



    个人式收音可有效改善此一问题，Q.con使每位与会者皆有个人专

属的心型指向性麦克风，可清楚接收主发言者的人声，避免周遭异音

被收入；与其他与会者私下讨论的内容，也可适当的隔绝，保障隐私

。可解决目前视讯会议的主要问题！

如何
解决

个 人 式

收音！Q.con使每位

与会者皆有个人专属的

心型指性麦克风，可清

楚接收主发言者人声，避

免周遭异音收入。



    一般的视讯会议产品虽都配备一只PTZ 摄影机，来满足发言者特写的需求，但采用的技术通常是声音三角

定位法，来演算出发言人的所在位置，但此定位法会因会议室环境不同，影像追踪的精准度始终不理想，导致

多数的使用者放弃使用此功能，而采取全景模式开会。会议人数少或许没问题，但若开会人数多，很难正确判

断正在与自己谈话的对象是谁，连私下讨论的画面对方也能看得一目了然。如要特写某位发言者，通常需另外

使用遥控器做影像控制，一场会议下来，将使会议管理者精疲力尽。

现况 2

多数使用者采用全景模式开会。若

开会人数多，很难正确判断正在与

自己对话的对象是谁，连私下讨论

的画面对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
??? ?

? ?
??

现在是哪一位
在发言?



Q.con发言者影像自动追踪与画面特写功能，可完全解决此一问题。当某一发言者开启麦克风，Q.con摄影机会

精准追踪其影像并采特写画面；如有另一人开启麦克风，摄影机将自动转向该人的位置。让您与对方随时都能立

即确知发言中的对象。

如何
解决

Q.con
发言者影像自

动追踪与画面

特写。



    远程视讯会议几乎已成为商务沟通的主要管道，不仅弹性灵活且可以节省庞大的差旅费用，但视讯设备的硬体建置，对于中小

企业而言还是一笔庞大的费用，所以BXB要跟各位推荐另一种视讯会议的方案，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即时通讯软体，如：Skype
、Hangouts、Wechat…...等，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也是目前远端联系最广泛的沟通管道，而许多软体近期也都为商务需求做

出许多的变革。以Skype程式，可免费开启最多25点的视讯会议，从前需要双方都须备专属的Skype帐号才能建立连线视讯，但归

功于WebRTC的功劳，现在发话方只要启动帐号并建立通话网页连结，再将连结传送给与会者，即可使用浏览器建立视讯通话开

会。脱离帐号的限制，不需另外下载软体，大大提高合作效率。现在您只要再搭配BXB Q.con会议系统，您就马上可以拥有如国

际会议厅等级的视讯会议效果，而且是低预算的！

发话方启动skype帐号 建立通话网页连结 将连结经由各免费通讯

软体传送给其他与会者

使用各大浏览器建立视讯通话

脱离帐号限制，大大     会议合作效率！



我认为...但是...
这案子...

    现在，请您试想一个会议情境：在一场重要的商业谈判视讯会议中，您带着几位幕僚一同与会，好让他们一起为您商讨对策，

但此时幕僚私下讨论的画面与声音让对方看得听得一清二楚，那么您认为这场谈判还具有优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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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拥有个人式收音与特写发言者画面的

会议设备，才能让您泰然自若的谈判，Q.con
可以为您办到！您可于现有的视讯会议装

置，加入Q.con，透过简便的装置，

让您的会议品质与效率大幅提

升。 Q.con绝对是您视讯

商务会议的最佳利器！

Q.con 系统架构图



Happy 
Moon Festival

庆
团
圆

  中秋你我庆团圆，

  温馨享爱月相伴，

  祝福贺卡传千里，

  捎来喜讯愿好运。

卡讯电子祝您
中秋佳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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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讯电子将于2017年10月10日(二)至10月15日(日)举办年度员工旅游。10月11日(三)

至10月13日(五)调整为休假日，10月16日(一)恢复正常上班。在此期间如有急货或需订

货者，烦请提前来电告知，并请各厂商于此期间暂停送货，如造成任何不便，敬请见谅！

15 16 17 18 19 20 21
上班嘍周休

8 9 10 11 12 13 14
休假 休假 休假 周休連假連假周休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熊出没请注意
2017/10/10~10/15 我们与熊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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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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