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智與Skardin和Voxtok共同開發電視與音樂的整合
平台Smart Sound Bar
法國蒙佩利爾、台北– September 11, 2017 – 創
新音樂娛樂平台提供者 Voxtok 宣布， 機上盒與
寬頻產品等消費性電子領導者Skardin 已加入
Voxtok.music 平台生態系並採用Voxkok新創的
Smart Sound Bar製造新一代的機上盒。Smart
Sound Bar為新的連網音頻裝置可整合電視與音
樂。 Skardin 的新產品線也是第一批由揚智機上
盒晶片為核心的系列。
Smart Sound Bar 混合了機上盒與多房sound bar
的功能性， 展現出無縫接軌的軟硬體整合。 新
的smart sound bar 也是第一批音頻產品由Skardin
和Voxtok 共同開發，並以揚智高效能架構晶片
為核心 。新的平台將以小而美的型態提供使用
者獨特且豐富的體驗。
Alessandro Bassi, CMO of Skardin 表示， “電視
與音頻的融合一直是Skardin的信念，我們致力
於投資與創新的電視與音頻方案。我們非常高興
這第一次和Voxtok以及揚智的合作方案，促成我
們新一代的All-in-One Multi Tuners 和多房的
Hybrid Sound Base 產品” 。
Joel Reboul, CEO of Voxtok強調，“Voxtok 非常

投入於電視，影像與音樂的智慧融合. 我們沿用了我
們在業界的經驗與技術在電視與音頻的市場帶來許
多突破性的方案。 我們很榮幸能參與Smart Sound
Bar， 這是與Skardin 和揚智在專業上的一次完美結
合。 我們產出了精巧和符合成本效益的裝置提供使
用者跨內容的體驗”。
Voxtok， Skardin與揚智在產品開發共同合作。
Skardin 提供機上盒主板和韌體， 揚智提供晶片與
軟體開發包, Voxtok運用Voxtok.music強化了新的電
視/音頻混合裝置。
揚智執行長黃學偉表示， “新的smart sound bar 象
徵了真正的多媒體創新以及Voxtok， Skardin和揚
智策略結盟。 揚智的SoC 專業技術可提供我們的策
略夥伴Skardin在音頻產品的多功能性的開發得到完
整的支援， 也同時感謝和Voxtok.music 的預先整合
。 Voxtok的音樂平台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可輕
易的提供高水準的音樂服務” 。
Voxtok.music是一穩定的， 完整的和先進的音樂雲
端平台， 為電視與音頻市場提供了音樂相關的內容
， 應用與整合的服務。 Voxtok.music 是為了符合
電視產業規範而設計提供營運商和製造商一個直接
且端對端的多房控制音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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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ound Bar 是為了結合多房音樂和電視而
採取了未曾有過的創新設計。
三方的整合方案將在IBC2017(Hall 14P16-18) 於
阿姆斯特丹展出。
關於Voxtok
Voxtok提供音頻與視頻消費市場絕佳的音樂饗宴，
基於其音頻娛樂套件Voxtok Music，Voxtok設計一
系列目標涵蓋高端至大眾市場的現代化音頻方案，
供應給運營商及製造商，形成一條名符其實的音頻
產業鏈，結合內容與服務、產品與技術。
Voxtok被譽為一家創新的音頻公司，詳情請參考
本篇頌揚法國高清音頻巨擘的文章« Hommage aux
Maîtres Français du son haute définition, De Georges
CABASSE à Jean-Michel JARRE »。
Voxtok獲頒2015年CES高效能家庭影音設備獎。
Voxtok在法國與台灣設有營運中心，更多訊息，
請 參 考 www.voxtok.com或 關 注 @voxtok,
Facebook及 LinkedIn。 媒 體 連 繫 :
press@voxtok.com
關於致振企業

關於揚智科技
揚智科技為專注於數位機上盒系統單晶片開發的
創新領導廠商，結合數位機上盒的核心技術，揚
智科技的產品素以整合度高、可靠性強、客戶服
務周到與成本效益卓越聞名於業界，全球有數以
百計的付費電視運營商採用揚智的解決方案。揚
智科技成立於1987年，總部設立於台灣台北，另
外在新竹、上海、深圳、珠海、瑞士日內瓦、韓
國首爾以及印度諾伊達設有辦公地點。更多訊息
請參考 www.ali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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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振企業在通訊領域產業上，長年專精於數位機
上盒(機頂盒)的設計與製造的領導企業；公司成
立於1982年，上櫃公司代號3466。 致振企業在
地埋位置交通方便，總公司位於新北市三重區，
離先嗇宮捷運站只需10分鐘的腳程。 除了新北
市的總公司外，致振在其他國家皆有辨公室：如
高雄、倫敦、米蘭、北京、深圳、聖保羅等地；
也同時擁有2個工廠位於中國大陸深圳，深具規
格。 相信您一定會喜歡並享受與不同文化背景的
同事合作，這將是個很棒的經驗交流。 致振企業
擁有眾多核心技能來開發客制化的硬體設計，並
藉由整合眾多國際營運商的專業，提供更加完整
的解決方案及生產製造服務等一條龍服務。 在持
續擴展公司產品種類：如衛星盒、地面盒、有線
盒及網路盒及衝刺企業營收的同時，我們更歡迎
有能力及願意一起合作的團隊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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