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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訊首次參選金峰獎即

榮獲傑出中小企業殊榮

撰文/ 副總辦公室



    卡訊在地深耕26年以來，於企業形象與產品設計研發

方面的成果，已獲得iF德國設計大獎、G-mark日本設計

獎、台灣精品獎、與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獎的認可。本月

，卡訊再添一具獎座-「金峰獎傑出中小型企業組」！公

司首次參加選拔即獲獎，這對我們而言，實為一大肯定 。

    金峰獎是由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簡稱傑管

會)所舉辦。針對企業的創新研發、經營規畫、經營績效

、企業形象、管理理念等進行評核，選拔出各專業領域表

現的傑出者，使我國產業可與全球經貿先進並駕齊驅。卡

訊的優良企業形象，以及專業創新的研發製造能力，從激

烈的競選中脫穎而出，充分展現卡訊的競爭力！

    頒獎典禮於9月26日在中油大樓國光廳舉行。卡訊洪

副總於當天北上，自前副總統吳敦義手中獲得獎座，他也

表示：「卡訊致力於自有品牌的經營，並行銷全球，這一

路走來並不容易；能有現在的成果，也絕非偶然。我們一

點一滴的累積研發製造經驗，並勇於挑戰新事物，嘗試突

破創新。卡訊每一年都在變化，這樣的變化，源自於BXB
(Best X Best)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企業文化！」

    卡訊將持續致力於產品創新與專業服務的提升，並將

成功經驗擴散至全球，期望能成為推動台灣精品與世界接

軌的橋樑。



BXB卡訊電子

正式進駐台北世貿中心！

撰文/ 副總辦公室

2017年9月21日這天，卡訊的「台北辦公室

暨展示中心」正式成立！為了慶祝這

重要的一刻，我們於9月21日與

9月22日兩天舉行開幕茶會

與亮點產品發表，眾多

支持BXB的長官、

媒體與客戶們

前 來 共 襄

盛舉。



    卡訊26年來，不斷地為品牌行銷、產品研發與

客戶服務努力著，為了更專業地服務廣大的客戶

，我們從挑選地段、場域佈置皆以共享會議室

為主要方向，為的就是要提供客戶一個優質

的體驗環境。

    「卡訊台北辦公室暨展示中心」

除了動態展示卡訊ICP-5000 IP影音

廣播與Q.con視訊會議解決方案

之外，客戶們可與卡訊接洽借

用此一展示中心，作為教育

訓練、商業會議、與技

術研討之用途，位於北

部的客戶也不需要南下奔波

至卡訊總部，可提高工作效率

與成果。卡訊洪副總也表示：「

藉由卡訊台北辦公室暨展示中心的

成立，我們希望能為廣大的客戶提

供更貼近的服務，並經由實際體驗，

讓越來越多人了解BXB產品的優勢與應

用！」

  為期兩天的開幕活動，我們感謝各位貴賓的暖

心祝賀與交流分享，卡訊受益良多！在此也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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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龔俊吉會計師、台

灣精品品牌協會羅宗佑理事長與關小華秘書長、

外貿協會網路行銷中心李惠玲主任、真觀顧問

有限公司、InfoComm Asia Pte Ltd.、國光

電信網路有限公司、舊振南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李雄慶董事長、亞廣集團、法蘭克

福新時代傳媒有限公司賴秋萍經理、

中山大學EMBA媽咪樂居家服務集

團龍耀宗總經理與中山EMBA 
E19第三組全體同學贈與的美

麗花籃，為活動現場增添了

許多花香與喜氣！

    本次卡訊台北辦公

室暨展示中心開幕圓滿成功

，有各位的支持與鼓勵，驅使

我們跨出一大步去嘗試更多挑戰

與完成目標，卡訊未來會繼續努

力！如對卡訊台北辦公室暨展示中

心有進一步的需求，歡迎來電或mail
給我們洽詢。

卡訊台北辦公室暨展示中心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三樓3B-01室(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



    卡訊電子針對使用者需求，不斷研發、設計、改良產品，以確
保使用者在最有效益、最舒適的會議進行中，能專注投入每一場會
議討論。這次要和各位分享，今年五月於印度博帕爾州安裝的
FCS-6300實績。此州行政訓練機構，為位於印度中央邦的博帕爾
州，是一個印度政府機構。這個組織給予公務人員教育訓練，協助
政府辦公人員發展職能，增進管理效率。

    此單位選擇安裝UFO系列麥克風，其設計理念為圓融、延伸，
意為讓會議並非圓滿的結束在單次討論，能使話題及與會者關係延
續下去；正如訓練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協助一般，能讓所有參與的
人員在效率、能力上都不斷精進。選用FCS-6300系統，其麥克風
連接方式，皆為Cat5e網路線，隨插即用、拆裝相當簡易，無須經
過特別訓練也能輕易上手；不論在安裝過程，或會議設計中，麥克
風須彈性移動位置、依出席人數改變麥克風數量時，使用者都能夠
第一時間處理及調整。

    BXB代理商Univeso，在本案中整合了卡訊FCS-6300會議系統
及Lumens錄播系統、PTZ攝影機，提供客戶相當完整的會議解決
方案；結合UFO會議麥克風單體時尚的外觀、穩定的高音質表現，
及使用者影音會議紀錄的需求上，為客戶設計了相當完善且優質的
解決方案。

    來自Nivik Constructions公司的Vikas Gupta先生分享，客戶起
初先參考其他品牌的會議系統，而最後選擇BXB的原因，是因為
FCS會議系統內建"Look at Me"影像追蹤特色，並且無須安裝任何
第三方系統即可使用此功能。對終端使用客戶來說，這套系統買得
讓人覺得很「超值」。

    Univeso整合解決方案公司為BXB位於印度的代理商，總經理
Raman Kanwar先生，本身為工程師背景，在教育市場已經累積20
多年經驗，對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有相當好的敏銳度，因此能夠針
對各方需求來設計最適當的解決企劃，他表示：「FCS的"Look at 
Me"功能，就是客戶想尋找的功能。」另外，FCS-6300系統還可
執行聲音會議記錄，亦是客戶重視的優點。

印度博帕爾州行政訓練協會

FCS-6300
安裝實績
撰文/ 業務三部



     感謝Univeso持續把卡訊的解決方案，帶到印度不同的角落。能為使用者帶來更友善的會議環境、滿足使用者需求，是卡訊的目標、
動力，亦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成就感。



視訊商務會議的最佳夥伴

撰文/ 副總辦公室

會議系統

    現今許多企業為了講求效率與方便，並達到最佳的溝通效益，會選

擇視訊會議作為商務談判、客戶服務、教育訓練與協同作業的方式。目

前的視訊會議產品已能滿足基本的視訊會議需求，但您可能依然面臨到

一些問題，想改善解決，卻不得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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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的視訊會議設備大多使用環形高感度收音麥克風，放置於桌面中央，為了是要將所有與會者的聲

音都接收進去，因此收音範圍大、收音靈敏度高是其特色。然而，優點也是缺點！高感度也會將環境雜音

(如：翻閱資料、打字、桌椅移動、咳嗽聲......等)接收進來，影響聆聽清晰度；私下討論的聲音也會被收

入，需特別壓低音量，導致會議品質和效益大打折扣。

現況 1

環形高感度收音麥

克風會將環境雜音

接收進來，影響聆

聽清晰度。



    個人式收音可有效改善此一問題，Q.con使每位與會者皆有個人專

屬的心型指向性麥克風，可清楚接收主發言者的人聲，避免周遭異音被

收入；與其他與會者私下討論的內容，也可適當的隔絕，保障隱私。可

解決目前視訊會議的主要問題！

如何
解決

個 人 式

收音！Q.con使每位

與會者皆有個人專屬的

心型指性麥克風，可清

楚接收主發言者人聲，避

免周遭異音收入。



    一般的視訊會議產品雖都配備一只PTZ 攝影機，來滿足發言者特寫的需求，但採用的技術通常是聲音三角

定位法，來演算出發言人的所在位置，但此定位法會因會議室環境不同，影像追蹤的精準度始終不理想，導致

多數的使用者放棄使用此功能，而採取全景模式開會。會議人數少或許沒問題，但若開會人數多，很難正確判

斷正在與自己談話的對象是誰，連私下討論的畫面對方也能看得一目瞭然。如要特寫某位發言者，通常需另外

使用遙控器做影像控制，一場會議下來，將使會議管理者精疲力盡。

現況 2

多數使用者採用全景模式開會。若

開會人數多，很難正確判斷正在與

自己對話的對象是誰，連私下討論

的畫面對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
??? ?

? ?
??

現在是哪一位
在發言?



Q.con發言者影像自動追蹤與畫面特寫功能，可完全解決此一問題。當某一發言者開啟麥克風，Q.con攝影機會

精準追蹤其影像並採特寫畫面；如有另一人開啟麥克風，攝影機將自動轉向該人的位置。讓您與對方隨時都能立

即確知發言中的對象。

如何
解決

Q.con
發言者影像自

動追蹤與畫面

特寫。



    遠程視訊會議幾乎已成為商務溝通的主要管道，不僅彈性靈活且可以節省龐大的差旅費用，但視訊設備的硬體建置，對於中小

企業而言還是一筆龐大的費用，所以BXB要跟各位推薦另一種視訊會議的方案，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即時通訊軟體，如：

Skype、Hangouts、Wechat…...等，我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也是目前遠端聯繫最廣泛的溝通管道，而許多軟體近期也都為商務

需求做出許多的變革。以Skype程式，可免費開啟最多25點的視訊會議，從前需要雙方都須備專屬的Skype帳號才能建立連線視

訊，但歸功於WebRTC的功勞，現在發話方只要啟動帳號並建立通話網頁連結，再將連結傳送給與會者，即可使用瀏覽器建立視

訊通話開會。脫離帳號的限制，不需另外下載軟體，大大提高合作效率。現在您只要再搭配BXB Q.con會議系統，您就馬上可以

擁有如國際會議廳等級的視訊會議效果，而且是低預算的！

發話方啟動skype帳號 建立通話網頁連結 將連結經由各免費通訊

軟體傳送給其他與會者

使用各大瀏覽器建立視訊通話

脫離帳號限制，大大     會議合作效率！



我認為...但是...
這案子...

    現在，請您試想一個會議情境：在一場重要的商業談判視訊會議中，您帶著幾位幕僚一同與會，好讓他們一起為您商討對策，

但此時幕僚私下討論的畫面與聲音讓對方看得聽得一清二楚，那麼您認為這場談判還具有優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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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擁有個人式收音與特寫發言者畫面的

會議設備，才能讓您泰然自若的談判，Q.con
可以為您辦到！您可於現有的視訊會議裝

置，加入Q.con，透過簡便的裝置，

讓您的會議品質與效率大幅提

升。Q.con絕對是您視訊

商務會議的最佳利器！

Q.con 系統架構圖



Happy 
Moon Festival

 中秋你我慶團圓，

 溫馨享愛月相伴，

 祝福賀卡傳千里，

 捎來喜訊願好運。

卡訊電子祝您
中秋佳節愉快

慶
團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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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訊電子將於2017年10月10日(二)至10月15日(日)舉辦年度員工旅遊。10月11日(三)

至10月13日(五)調整為休假日，10月16日(一)恢復正常上班。在此期間如有急貨或需訂

貨者，煩請提前來電告知，並請各廠商於此期間暫停送貨，如造成任何不便，敬請見諒！

2017/10/10~10/15 我們與熊有約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5 16 17 18 19 20 21
上班嘍週休

8 9 10 11 12 13 14
休假 休假 休假 週休連假連假週休

熊出沒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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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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