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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CEO's Corner
曜越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
遊戲‧健康‧腦力 全方位強化提升

近

五年來曜越大型記者會都以電腦機殼或電
腦機殼搭配軟體生態系統為主軸，今年有
別於以往在 2019 台北電腦展開展記者會
暨新品發表揭幕最新力作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電競桌外觀上相較之
下或許沒有歷年揭幕的機殼，例如 Core
P5、The Tower 或 Level 20 等 來 的 搶 眼， 然 而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正是時下電競玩家不可或缺的重要電
競配備。隨著電競運動蓬勃發展，電競消費市場的訊速成長，
玩家對電競配備的標準也跟著提升。曜越為了滿足玩家高規
格的需求因此推出高端電競戰備 TT Gaming，並設計了符合
人工學的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
TT Gaming 高端電競戰備
曜越今年正式進入 20 週年，經過多年的技術及經驗累積，
已發展成電腦 DIY ／改裝與電競配備完整解決方案的品牌。
曜越藉由 2019 台北電腦展對外宣布以全新姿態，高端電競
戰備 TT Gaming，再次全力投入高階電競配備及電腦週邊市
場。電競兩年前被立院正式名列運動產業，同時也納入亞運
項目，國際間為培育專業電競選手，開設多間電子競技專業
學校。由此可觀，電競是相當受到國際的重視，而曜越洞察
趨勢在 2010 年成立職業電競隊曜越太陽神，同時也成立電
競品牌 Tt eSPORTS 提供入門級電競配備。曜越今年提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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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規格，推出 TT Gaming 產品線，提供專業級電競選手
高端電競戰備，迎合電競職業化的趨勢。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為健康加分
隨著時代的演進，電競已成為時下年輕人的主流運動，電
競配備從鍵盤、滑鼠、滑鼠墊及耳機等也越來越普及。近
來玩家也逐漸注重打遊戲時的品質及舒適度，因此專業
電競桌椅成為熱門商品。曜越以身體健康為出發點，運用
人體工學角度打造可自由調整高度的 Level 20 RGB 電競
電動升降桌。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近 3、4 年，越來
越多醫生、醫學研究提醒「久坐傷身」，但大眾習於坐著
辦公，久坐成了必要之惡。為了身體健康，該怎麼辦呢？
能夠時站時坐、自由調整高度的「升降桌」（Standing
Desk），便在美國造成流行」，蘋果執行長庫克在採訪過
程中也曾形容「久坐是新癌症」。另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
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普拉巴·希達斯博士所進行的一項
研究表示：「久坐行為與大腦內顳葉的厚度減少有關，大
腦內顳葉中含有的海馬體是學習和記憶的關鍵區域」，意
味著坐越久越傷腦。投入電競勢必要費很長的時間練習，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讓玩家在長時間打遊戲時
可選擇站坐交替，改善健康，使思路更清晰，戰力加倍，
打出一場漂亮的比賽！

Ju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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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Amp Up your Game‧Health‧Brain Power

F

o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main
star of all Thermaltake press
conferences and product launches
has been the chassis or the chassis
with our ecosystem software. This
year Thermaltake changed its
course, and launched the 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instead at COMPUTEX 2019.
The desk may be not be as visually eye-catching
compared to past product unveils like the Core P5,
The Tower, and the Level 20 Chassis. However, the
gaming desk is exactly what gamers are looking
for now. With the rise of esports and expansion
of the esports market, the standard of gaming
gears has also risen. To satisfy customer needs,
Thermaltake releases the premium gaming gear
line TT Gaming, and launched the ergonomically
designed 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TT Gaming— Premium Gaming Gear
As Thermaltake enters its 20th year, the brand
h a s d e v e l o p e d i n t o a P C D I Y, C a s e M o d a n d
Gaming Gear Solutions brand. Through the 2019
COMPUTEX, Thermaltake introduced premium
gaming gear brand TT Gaming. Two years ago
the Taiwan Executive Yuan classified esports as a
sport, and the Asia Games featured esports as a
demonstration/med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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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esports schools have subsequently opened,
and before esports started trending Thermaltake
formed the Tt Apollos professional gaming team in
2010.
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for a
Healthier Lifestyle
The 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offers
the comfort and gaming quality modern gamers are
looking for. The electric height-adjustable function
offers a healthier lifestyle.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reports about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sitting
for long stretches of time, and that is why standing
desks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Also Apple CEO
Tim Cook onc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2018, “Sitting
is the new canc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New
York Times, “A study published last week, conducted
by Dr. Prabha Siddart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showed that sedentary behavior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thickness of the medial
temporal lobe, which contains the hippocampus, a
brain region that is critical to learning and memory”.
The conclusion to experiment was that the longer
the sitting periods the more damages to the brain.
Esports like any other sports requires long periods
of practice, and the Level 20 RGB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 allows players to switch between sitting
and standing to ensure a healthier lifestyle and better
gaming performance.

Ju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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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major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Taipei, Taiwan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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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 Thermaltake Fantasy World Creation & Design Competition
Building Innovative Gaming Systems and Gaming Gear
Thermaltake has held the Thermaltake Fantasy World Creation & Design Competition since 2012.
We collaborate with Taiwan’s most prestigious design colleges to offer a platform for aspiring young
designers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In return, professionals from the Tt team and college faculty will
give encouragement and constructive criticism. We also provide cash prizes up to $10K for all the
winners and participants. We hope students can create pieces filled with passion, insanity, and
practicality!

曜越《第八屆電腦遊戲玩家的異想世界 創意設計大賽》 熱情‧瘋狂‧可行
打造超越想像的電競機殼與戰備
曜越秉持著『致力於創造完美的使用者經驗』之理念，以及『享受娛樂、電競、科技、生活的文化品牌』為職志，結合產
學的合作，舉辦回饋社會的各項活動。今年曜越《第八屆電腦遊戲玩家的異想世界 創意設計大賽》提供即將著墨於產品設
計開發的學子一個創新創意的經驗平台，同時為曜越產品激盪出更多的創意設計及構思能力。曜越雲集大同大學、台北科
技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雲林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及實踐大學一同熱情參與，打造擁有『熱情、
瘋狂、可行』三大元素的創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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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major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Kuala Lumpur, Malaysia

May

7

Thermaltake TT Concept Store Grand Opening in Malaysia
Premium Experience with TT Premium Products
Thermaltake celebrates the grand opening of the TT Concept Store in Plaza Low Yat –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for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Malaysia. To celebrate, Thermaltake held a grand
opening ceremony. The TT Concept Store features a futuristic glass house design that emphasizes
the lighting effects of the TT RGB PLUS Ecosystem. The TT Concept Store is the first store in
Southeast Asia to be fully stocked with high-end TT Premium liquid cooling products and case mod
products.

全東南亞首家！ 曜越 TT Concept store 概念館閃耀登入馬來西亞
全館展示販售 TT Premium 商品 帶來高端水冷電競體驗
曜越 TT Concept store 概念館在吉隆坡最大、電子產品最多元的電腦商城 Plaza Low Yat ( 劉蝶廣場 ) 正式開幕！曜越
很高興邀請到了馬來西亞電競產業重量級人物來到現場進行開幕儀式！ TT Concept store 概念館外觀四面透光玻璃搭配
TT RGB Plus 智慧燈光控制生態系，帶來同步燈光效果，除了打造耀眼絢爛的色彩美學外也帶來科技感十足的視覺震撼。
整間店面空間完全採用曜越 TT Premium 電競水冷產品及全系列電腦改裝零組件，為整個東南亞首家全部由高端品牌 TT
Premium 商品所打造的概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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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major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Taipei, Taiwan

May

20

Thermaltake Liquid Cooling Gaming System Flagship Store Grand Opening
in Taipei
Experience • Education • Entertainment • Customization
Thermaltake celebrates the official grand opening of the world’s first Thermaltake Liquid Cooling
Gaming System Flagship Store in Taipei, Taiwan. The store is located in the Syntrend Creative
Park, a 12 story technology focused shopping mall that houses many major global tech brands.
On the day of the opening, Thermaltake Chairman & CEO Kenny Lin prepared a speech for the
audience, stating, “This year marks Thermaltake’s 20th Anniversary, and after 20 years in the industry
Thermaltake has evolved from a PC hardware supplier into a liquid cooling gaming system provider
for PC DIY enthusiasts, case modders, and gamers alike. Therefore, to enhance our global brand
image, we decided to open the first Thermaltake Liquid Cooling Gaming System Flagship Store in
Taiwan to offers consumers — Experience,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Customization.”

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台灣盛大開幕
體驗•教育•娛樂•客製化
曜越在台北的三創生活園區盛大開幕了全球首家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曜越董事長暨執行長林培熙在開幕活動上也發
表了一段演說：「今年是曜越滿 20 週年的一年。經過 20 年的淬煉，我們從散熱器品牌變成現在發展到全方面的電競、
DIY 解決方案的品牌。而在 20 週年的里程碑，曜越為了品牌發展和長遠目標，也是做為一個代表全球品牌的形象，決定在
台灣開設全球第一家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通過店內的四大理念 – 體驗、教育、娛樂、客製化，為消費者們帶來絕佳
的購物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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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major events around the globe.
Taipei, Taiw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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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Level 20 RGB BattleStation Gaming Desk &
TOUGHRAM RGB DDR4 Memory Launch
Game with Your BattleStation at COMPUTEX Taipei 2019
Thermaltake held the Thermaltake Press Conference at COMPUTEX Taipei 2019. Thermaltake
Chairman and CEO Kenny Lin announced the new marketing idea “Game with Your BattleStation”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He also revealed the new Level 20 RGB BattleStation Gaming Desk
and the TOUGHRAM RGB DDR4 Memory 3000/3200/3600 MHz 16GB. This year also marks
Thermaltake’s 20th Anniversary, and Thermaltake is proud to be able to provide users the full
BattleStation experience.

曜越 2019 台北電腦展新品發表暨開幕記者會展
示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及一整套完整水冷電競系統
挑戰極限 ․ 水冷電競
曜越在台北電腦展的開幕記者會上揭幕了由全新 Level 20 RGB 電競電動升降桌和 TOUGHRAM RGB 記憶體 3000MHz /
3200MHz / 3600MHz (16GB)，這款記憶體同樣也支援 TT RGB PLUS 軟體。曜越董事長暨執行長林培熙表示：「今年是
曜越正式進入 20 週年里程碑的一年。經過 20 週年的淬煉，我們從一開始起家賣散熱器產品發展成提供電競和 DIY 完整解
決方案的品牌。另外一整套水冷電競系統呼應了曜越今年 COMPUTEX 的行銷理念 – 挑戰極限 ․ 水冷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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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take New H Series Tempered Glass ATX Mid-Tower Chassis
H100 TG•H200 TG RGB•H200 TG Snow RGB
Three New Models with Modern Minimalist Designs
Thermaltake launches the brand new H Series Tempered Glass ATX Mid-Tower Chassis. The H
Series comes in three different models: H100 TG, H200 TG RGB, and H200 TG Snow RGB. The
budget friendly H Series is made with high quality tempered glass windows and features modern
minimalist designs. PC DIY enthusiasts can get creative and install liquid cooling components to
create their own signature look.

曜越全新 H 系列強化玻璃中直立式機殼
H100 TG • H200 TG RGB • H200 TG 雪白版 RGB
三款全新簡約風機殼
曜越推出全新 H 系列強化玻璃中直立式機殼，全新的機殼系列共有三種不同款式提供消費者選擇，H100 TG、H200 TG
RGB 及 H200 TG 雪白版 RGB。兩款機殼皆可透過 RGB 燈光控制鈕調控 19 種不同燈效，讓玩家輕鬆挑選喜好的燈光效果。
H 系列強化玻璃中直立式機殼內建一顆標準版 120mm 風扇，並提供優異的散熱方案及擴充支援，讓玩家自由安裝最具個
人特色的水冷電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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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間電競旅館 i hotel 體驗
產品企劃部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Poki 謝豐吉

上

次看到媒體報導這間 ASUS ROG 及 NVIDIA 聯手 168inn
集團，位於桃園中壢的電競旅館 i hotel( 全球第一間以電
競為主題的時租旅館 )，在全球引起廣大討論。這一次我
實際走進這間旅館，體驗網咖與旅館結合的新風貌。

館內提供免費打電動及包吃包睡的服務，採用 ASUS 主
機，大廳的六對六電競專區使用最高階的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Ti 顯
示卡，房間用 EXPEDITION B250M-V3 主機板和 GTX 1060 顯示卡，搭配
華碩 VA325H 顯示器、SAGARIS GK1050 電競鍵盤、ROG Strix Impact 電
競滑鼠和 Cerberus 電競耳麥，帶來完整的電競體驗。
一踏進 i hotel 前方就是「六對六電競專區」，並在後方提供大螢幕讓其他
人欣賞即時戰鬥。這個專區有點像是電競館選手區和觀眾席的設計，但觀
眾和選手之間是零距離互動。旁邊休息區採用特殊外型設計的燈光，讓人
有金碧輝煌的感覺，並提供自助式點心、飲料，讓旅客可以更悠哉的享受
休閒時光。
i hotel 電競旅館共有雙人一大床、雙人兩小床、太空艙雙人、太空艙四人
以及電競宿舍風等五種房型，房內更提供了超過 300 種以上的遊戲，連時
下有名的 3A 級遊戲都有。i hotel 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提供三五好友們出去玩
時的另一個住宿選擇，就像去網咖也幾乎都是朋友約一約去的，嚴格來說 i
hotel 電競旅館等同是高級版的電競體驗館的再升級了。
曜越集團現正積極拓展電競旗艦體驗館的全球佈點，展望有天也可以從體
驗館延伸到全方位的吃、住、睡、玩的電境旅館，達到曜越的使命「一起
打造享受娛樂、 電競、科技、生活的文化品牌！」

電競體驗專區 (1)

電競體驗專區 (2)

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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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with Your BattleStation
RGB 電競桌極致的展現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avid Lin 林子修

今

年 MWC 主 要 展 出 對 未 來 有 影 響 的 包 含：
5G、智慧型手機、汽車、人工智慧、工業 4.0、
消費性電子、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數位應
用安全與新型態關鍵零組件等。其中，AI 人
工智慧尤其影響人們生活。今天就為大家介
紹一台曜越最新出品 RGB 電競桌 - Level 20
Battle Station RGB Gaming Desk。目前這一台電競桌在三創八
樓的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展示。有興趣的朋友們，趕快前去體
驗一下這款全世界第一台的 RGB 電競桌。
之所以介紹這一款 RGB 電競桌，因為它擁有非常強大的智慧
型功能，包含：電動升降、1680 萬色軟體可控式燈條、全幅滿
版滑鼠墊桌面、智慧型電動控制面板及高效率馬達。當然，我
最有興趣的就是可控式燈條。你一定會問：「要怎麼控制這麼
透過 iTAKE 遊戲引擎控制或與 TT RGB PLUS 相容產品作連動
多的燈條顏色？」當然，可以透過 iTAKE 遊戲引擎控制或與 TT
RGB PLUS 相容產品作連動，還具備八種燈效及區分 20 區的燈條；隨你自由調整。
RGB 電競桌的調整色光功能，很厲害吧！除此之外，它的電動升降最低可至 70cm，最高可至 110cm。全幅滑鼠墊桌
面是使用布質搭配編織的紋理表面，大小為：寬 165cm、高 75cm 的設計，可以擺放大型機殼及多螢幕裝置，桌下有設計
理線空間。還有，智慧型電動控制面板，它的 LED 數位螢幕可以顯示桌面高度。還有，高度記憶儲存功能，高達 4 組常用
高度設定，可隨時一鍵切換設定的高度。最後，是高效能電動馬達，承重達 150KG，可支持多數多螢幕及高直立式電競主
機系統。世界唯一超強的 RGB 電競桌，還不趕快來三創八樓的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體驗一下其中的樂趣嗎？趕快前來吧！
Game with Your BattleStation- 挑戰你的極限水冷電競系統，是這次曜越在 Computex 的主題，很符合這一款 RGB 電競
桌的調性。它不僅是一張桌子，曜越更把它發揮到極限，為要將極致的美感呈現在你、我眼前。

它的電動升降最低可至 70cm
最高可至 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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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電動控制面板
它的 LED 數位螢幕可以顯示桌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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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當道‧裸軸出眾
Tt eSPORTS 電競產品事業處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Serena 吳曉其

現

代人生活空間狹小，有效空間利用已是全面市場趨勢，連桌面的空間也是吋吋珍貴，否則難以應付龐大的
工作資料量，於是乎衍生出「漂浮式」人因設計。簡單來說，就是讓筆電、螢幕、鍵盤等占據面積大的
產品置於人因力臂的托盤上，飄浮在半空中，讓桌面不再是二度空間，創造三度空間，XYZ 軸全面移動
式，讓你的工作區域隨心調整。這一切歸功於上端手臂內暗藏的精密彈簧機構，而機械手臂更是收納理
線空間，讓桌面更加整潔。宛如哈利波特場景再現，讓你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地輕易移動大型螢幕、筆電、
鍵盤等，就如同滑移小型滑鼠般輕鬆。甚至螢幕還可以 90 度旋轉直立呈現，變身為巨大手機，靈活運用

度超乎想像。
曜越的高端品牌 Tt Premium 讓鍵盤鍵帽「浮」起來了！ Level 20 電競機殼系列是曜越為慶祝集團 20 週年所設計的經典機種，
不意外的榮獲了 2019 CES 創新大獎。除了選用櫻桃 MX SPEED 銀軸、航太等級鋁金屬上蓋，三區側邊 RGB 幻彩燈光更是
必備。隨時關注市場脈動的曜越也聽到玩家心聲了，推出懸浮式鍵帽的創新設計，讓清理鍵盤不再是夢魘，善變的創意玩
家們更換鍵帽也更加隨心所欲。
裝上漂浮鍵帽後，有一種按鍵浮在空中的感覺，RGB 背光也更加明顯。這樣的設計在習慣混雜的網咖尤其受到歡迎，玩家
的零食飲料翻灑更加容易清理，蟑螂昆蟲也沒有地方藏身，鋁金屬質感讓網咖整體裝潢更顯時髦科技。獨特個性的玩家更
是愛不釋手，換軸更加簡易快速，簡潔造型的外表搭配任何鍵帽都不顯衝突。
裸出工藝當道，不再包覆機械，而是將機械美感裸出，讓玩家直接欣賞曜越精湛的工藝技巧，裸軸讓你的鍵盤恍如宮崎駿
的天空之城漂浮在專屬你的電競藍天，每顆鍵帽彷彿乘坐虹彩雲朵，散發閃曜炫麗七彩虹光。

Level 20 RGB 櫻 桃 MX SPEED
黑色銀軸電競鍵盤

按鍵的配置凸出到面板外部
創造特殊的懸浮感

漂浮式螢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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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趨勢
Market Trend

抓住顧客的眼球
TT 用動態影像為產品說故事
數位內容設計部 視覺影音組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Willam 張哲維

近

期社群媒體的趨勢逐漸著重在影音的呈現，因此在此股浪
潮下，以影片置入商品內容便成為網路行銷中常用的方法
之一。因此 TT 也致力透過生動的影像呈現，期望拉近品牌
與消費者之前的距離，增加顧客關係的親密度。近期製作
了許多產品影片，透過更簡潔及生活化的影片風格，讓顧
客能輕鬆了解產品特色，也達到品牌不斷維持創新創意的
理念，在市場上立足穩健的定位。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發現影音銷售能帶來其他極大的效益，包括：
提供資訊及宣導理念給消費者
目前消費者取向透過影片來了解產品、服務內容，透過影片同時能將新的觀
念，完整地傳遞給顧客，更易瞭解並接受以提升消費的意願。
幫助搜尋引擎優化 (SEO)
含有影片的內容會被 Google 判定為高品質的內容，可提升搜尋結果排名。
保持網路競爭力
眾多品牌選擇不同影片類型作為內容行銷的主軸，具創意與節奏度能更輕易
地使顧客因為有趣的影音內容而停留，搭配網路散播迅速的特性，製造病毒
式影片行銷，快速地將品牌擴散。
當在觀賞一部 TT 影片，看似快速簡單，其實從行銷企劃發想創意，到與影像
設計師討論畫面的分鏡，接著實際完成拍攝，最後再到後製剪接素材使影片
完整順暢，需要花費數天的時間，每部作品都是同仁們辛苦的結晶，因為同
仁的用心，才能打造出專屬於 TT 的影像作品，為品牌塑造獨特的影像風格。

Amazon Alexa 支援影片

Commander C 系列機殼開箱影片

Sync 連動系統

產品於攝影棚內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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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焦點
Customer Sharing

2019 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正式開幕囉！ ¬¬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avid Lin 林子修

太

興奮了！位於三創八樓的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
艦店，就在今天五月二十日正式開幕囉！喜歡
電競、水冷及電腦組裝的朋友們，趕快過去看
看吧！裡面還有專屬課程等著你來上課唷！
旗艦店的開幕，象徵著曜越走過這二十個年頭
的體現。體驗、教育、娛樂及客製化這四大理
念，是董事長在這兩年策畫開店中最中心的概念及思想。
董事長在兩年前，就在線上打造曜越水冷電競電腦，將其行銷到
全球，兩年內就成功將概念推廣出去。兩年後，就在線下開了全
球第一間旗艦店。五年前，董事長在台灣開設一代店，稱之為電
競館。如今，在三創開設了第一家以體驗、教育、娛樂及客製化， 水冷電競電腦體驗小教室
這四大理念為概念的二代店。目的是要帶領消費者不僅是買台電
腦，更為其量身訂作課程，教你認識電腦組裝。
從過去的規模經濟到之後的精緻經濟，直到現在的工匠精神，這些都必須從體驗當中來落實。就算消費者不購買，我們也有
課程及講師的教學。教育部分，消費者可以在購買前，上我們安排的課程，達到教學的傳遞。娛樂部分，我們電競體驗娛樂區，
裡面有全世界第一張擁有電動桌、RGB、生態系軟體控制的電競桌，可以讓消費者享受娛樂過程。客製化部分，以前消費者
追求差異化，現在則追求唯一。在客製的過程中，消費者可以在線上及線下詢問，再到我們現場客製一台專屬主機。更進一步，
去年與許多所高中及大學產學合作，將我們的水冷電競課程，導入技職學校的專科班與電競科班。未來學生們畢業後就不怕
失業；至少他們知道如何經營電腦實體體驗店及如何客製化電腦。大學部分，曜越舉辦了八屆電競電腦創意設計大賽，目的
是為下一代年輕設計師打造一個專屬平台。
走過二十年，曜越科技可以藉由這家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品牌店的開幕，給我們企業重新帶來一個全新的思維。更可以為消費
者提供更好的銷售服務平台。( 文章內容參考董事長於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開幕記者會分享 )

客製化電腦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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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電競電腦散熱原理與零組件組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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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最完美的單純形態
Tt eSPORTS 電競產品事業處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Serena 吳曉其

法

國大革命兩百週年，拿破崙廣場中央聳立
一座 21.6m 巨型玻璃三角金字塔，為羅浮
宮的新地標。「現代主義建築最後大師」
貝聿銘依據埃及吉薩金字塔群的中心思想
提出設計概念：三角錐的形狀體積小，總
表面積卻大，能在有限的空間裡得到最大
採光，利用三角折射接引充足日照。兩點成一線，三點成一
面，三角形是以最單純型態去構造成一面。唯有最基礎的幾
何元素 - 立體化的三角形才可減少對現有建築群的外觀破壞。
玻璃中映射出四周圍中世紀建築物，人們繞行金字塔，外面
景物也隨之起舞，形成一種「活」。
更多應用散佈生活中，斜拉索橋、自行車中框、起重機、屋
頂、三角形吊臂、三腳支架等。為什麼設計成三角形？因為
它是最穩固的形狀。多邊形任一邊都對著兩個以上的角，只 法國羅浮宮三角錐造型金字塔
要兩個以上的角和不變，因此極易變形。獨有三角形每邊只
對應一個角，邊的長度決定角的大小，具有唯一性，是最穩固的形狀，在力學上也就最穩定。
其穩定性廣泛運用建築上，地震房屋倒塌時，水泥板間形成的三角區域是人們有利的避難所。一家日本建築公司甚至取名為
“△口 ”。俄羅斯還發明一款機身呈三角形的小巧飛機，可靈活變換各種飛行角度，名為“克魯伊茲”三角多用途飛機。
再深入到微觀世界，置身於分子中間，正三角形還是二維空間的完美圖形。雜化軌道原理中，SP2 的雜化總是向著正三角形
而努力。
Core P90 TG 開放式強化玻璃機殼從 1900 件參賽作品嶄露鋒芒，今年 5 度榮獲「IDEA 美國傑出工業設計大獎」的盛譽。其
創新外觀設計便是源自最優化的三角造型，利用其節省空間的特性將機殼劃分成三個獨立空間，讓使用者自由將顯卡、電源
供應器及其他散熱配件安裝於不同區域。結合三角穩固的力學優點搭配平躺、直立及壁掛式三方安裝設計，讓機殼化身為絕
美家飾。透視三角「活」化外觀的開放式瀏覽，讓使用者從各個角度都能充分檢視獨特的內部系統。品牌推廣重點在於擄獲
顧客的品味，曜越了解自己的客群是挑剔的美學家，故以三角幾何造型再一次締造美學顛峰！

Core P90 TG 開放式強化玻璃機殼

Core P90 TG 獨特三角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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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焦點
Customer Sharing

TT 桌布混搭風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ora 董穎樺

曜

越科技「享受娛樂、電競、科技、生活
的品牌文化」為願景，作為迎向各項挑
戰的主標，尋求再次突破的可能，不斷
超越世界各地愛護曜越科技的消費者對
品牌的熱忱與期許。

TT 官網近期推出多款最新設計的精美桌布，結合品牌風
格與產品特色，有以黑色為主的標準沉穩風格，也有五光
十色的炫光風格，更有潮流時尚風格的設計，其中有宛如
金馬獎拍照牆般的 20 周年 +TT LOGO 整齊排列的桌布
設計，或是能看見 20 周年 LOGO 和 L20 機殼也出現在
桌布設計中，也有另一款設計模擬了 RGB 燈管呈現出 TT
LOGO 的樣貌，另有多款以光暈為主軸，不論是低調地從
黑色 TT LOGO 暈開的 RGB 光，或是採用大膽地光點流動
的設計，都使桌布的絢麗感大幅提升。

2019 Computex 展使用新款桌布設計

此次推出的多款桌布讓顧客能依照自己的喜好，為手機與電腦的穿搭增添百變風格，並貼心提供不同解析度如：電腦桌布
1280 x 960、1024 x 768、1920 x 1080、1600 x 900、1920 x 1200、1680 x 1050、1440 x 900…等；手機桌布 640 x
960、720 x 1280、1080 x 1920、2688 x 1642…等，讓人可以選擇符合自己裝置的解析度自由下載。
在 2019 COMPUTEX 展中也能看到現場展示的螢幕畫面更換成此次新推出的桌布，增添展場的豐富性，也讓現場民眾在體驗
TT 的電競產品時，更加融入 TT 品牌氛圍，充分表現曜越科技與各品牌秉持著致力於創造完美的使用者經驗的一貫使命。
桌布下載網址 https://www.thermaltake.com/wallpapers

標準沉穩風格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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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時尚風格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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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
Branding Case

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 盛大開幕
數位內容設計部 視覺影音組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Willam 張哲維

在

2019 年，曜越科技不僅屆滿 20 周年，
更在 5 月 20 日這一天，於三創數位生活
園區開設全球第一間【曜越水冷電競電
腦旗艦店】，創下新的里程碑。【曜越
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讓消費者到店內
能享有體驗 ‧ 教學 ‧ 娛樂 ‧ 客製化的
服務。曜越從開創以來就以打造最佳散熱體驗為目標持續
努力。
三創數位園區坐落於繁華的商業區，每一層樓都有著不同
主題，而【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位】於八樓【探索體
驗】樓層中，裝潢簡潔大方，以黑色搭配木造家具為簡約
時尚的裝潢風格，充分展現工匠氣息。
講座區
旗艦店內不僅展示著曜越的電腦機殼、電源供應器、電腦
硬體冷卻設備、鍵盤、滑鼠等電腦周邊設備，還有許多不同的區域，包括【知識分享交流園地】會定期舉辦講座，更特別
規劃了【工匠園地】和【體驗教室】，開放式的工作區以大面積玻璃牆清楚展示客製化電腦的組裝過程，不時有專業的電
腦組裝工程師教學，安排水冷組裝體驗課程，親授顧客水冷管造型彎管、水冷主機安裝、自製專屬主機等技術，分為初級
和進階課程，讓顧客可以依照需求參與體驗。
曜越水冷電競電腦旗艦店每周會舉辦【電腦 DIY 知識分享講座】，詳細介紹公司產品包括電源、風扇、機殼等，還有實用
的電競電腦相關知識，邀請有興趣的民眾來上課，更同步直播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熱烈參予直播留言的民眾還有機會
能獲得有獎徵答贈品。

店內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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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比賽 X 認識品牌
創意設計中心 / 工業設計師 / Vincent 許維哲

在

每一年公司都會舉辦一場以設計系學生為主要對
象的電腦遊戲玩家異想世界創意設計大賽，很快的
這個比賽也堂堂邁入了第八屆。而今年剛好有機會
在福委會主委的邀約下協助福委會到銘傳大學參
加公司所舉辦的創意設計競賽說明會活動。

在整個說明會活動過程中，充分的感受到學生們除了想了解公司設
計比賽的辦法外也對公司的產品充滿濃厚的興趣，過程中頻繁的相互
提問交流下，同時也能讓自身在以設計角度介紹公司產品時更到位。
由於本身過去也是設計系畢業的關係，所以很清楚設計系的學生對
於產品外觀造型的要求上是更加的挑剔及嚴格。而往往產品只要能獲
得設計系學生認同時就會產生出很高的產品品牌黏著度，這一點也能
在透過說明會及後續比賽的過程，經由同學所創作的作品從中思考、
觀察到設計系學生族群這一塊對 Gaming 產品的喜好方向。

台下認真聽說明的學生們

一般參加企業舉辦的產品設計比賽時，很少真的能有機會去認識這家公司的一切相關，往往只是透過網路上搜尋的資訊、
既定印象等去進行作品創作。很高興自己公司能舉辦這樣的說明會，透過設計經驗分享來讓同學更能正確的貼近、掌握曜
越的品牌精神，也能激發出同學們無限想像的創意作品。
相信透過這次的分享活動除了讓設計系的同學們更能認識曜越的品牌外，對公司的形象推廣也能以不同的面向融入校園
中，而學生們的未來性相信也能替公司延伸出更多潛在的支持者。

第八屆創意設計大賽海報

分享曜越的設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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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
Branding Case

曜越聯手城市科大打造電競學程 3+4
產學教育計劃

產品企劃部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Poki 謝豐吉

曜

越科技不斷致力於產品的創新與進化，亦持續在學
術上投注心力，期待讓更多莘莘學子實現夢想，以
發展「享受娛樂、電競、科技、生活的品牌文化」
為企業願景。

今年 5 月 9 日，曜越科技與臺北城市科大及中創協
會聯手，在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共同舉辦的電競學程產學策略聯盟記者
會，由曜越科技產品暨市場行銷協理徐雲浩、中華創意科技技術研究
發展協會顧問陳茂璋、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校長連信仲、南強工商校長
徐美鈴、新北市教育局代表和產業代表等共襄盛舉參與簽約儀式。象
徵「電競學程 3+4 產學策略聯盟」計劃的正式啟動，結合瑞芳高工、
樟樹高中、南強工商、啟英高中、東泰高中、青年高中、五育高中與
立志中學等八所高中高職，讓產學合作更緊密的結合。這項計畫也代
表著產學界未來將持續緊密合作，就水冷、改裝、電競等方面讓青年
學子能更早接觸與學習到相關課程，包含電腦基礎知識、自組式水冷
與零配件介紹、施作教學說明、後面還有測驗考題。

學生改裝作品

現場還展出由南強工商學生組裝的一系列水冷改裝機及國外知名玩家
改裝的紀念機種，並邀請學生於現場做彎管改裝示範及現場指導教學。
曜越投入水冷市場的耕耘至今，已正式邁入產學深度合作的階段，期
望能為 DIY 電腦市場開創一股新潮流，為產業重塑新市場型態，並
為電腦業界培育能結合技術、藝術以及創作型的人才。未來透過一系
列產業與學界的合作、DIY 教學、客製化服務等多元方式，也能讓有
志於學習水冷改裝的學生更早接觸並學習到相關知識培養更豐富的技
能，如此亦有助於曜越品牌的推廣。

電競學程產學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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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x MIKU EXPO 2019 台北華山展場活動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ora 董穎樺

初

音未來於台灣演唱會期間在華山舉辦企劃展與體驗
作坊，為期兩天的活動中，有各式各樣的手作坊、
全新遊戲體驗以及多樣初音未來作品展覽，現場還
有來自日本的合作公司為大家帶來各式不同的初音
未來的相關商品和展示。

TT 也有參與這次的活動，特別於展場中打造了一個初音的房間，房
內擺設各式各樣與初音未來合作的產品，包括主機、鍵盤、滑鼠、滑
鼠墊與電競椅，皆有著初音的招牌配色，相當可愛。而房間另一個區
塊則展示了初音未來的樂器和服裝，宛如她於此處作曲彈奏或換裝，
讓房間增添了一些生活感；牆面設計採用粉藍色和碎花，充滿著少女
氣息，牆上的裝飾也加入了初音未來的簽名、手稿等畫作，另一面牆
則有日本繪師繪製初音未來在房間的情境圖，現場還邀請到了可愛的
Coser 扮演真人初音未來，與客人互動。

聯名滑鼠墊

本次會場有台灣首賣的雪初音滑鼠墊，若客人於現場購買，除了能夠抽獎，現場更備有許多限量小贈品給參加活動的粉絲，
包括明信片、紙袋、資料夾、海報等。有幸參與這次展場活動的設計，從日本原先推出的展覽，再到這次台灣的展覽，都
是由辛苦的業務們絞盡腦汁，提供給我想法讓我負責設計房間的配置圖和周邊商品，看到展覽終於成功完成，覺得相當感
動，是一次相當有趣的工作經驗。

初音未來的房間

聯名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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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OMPUTEX 曜越展前會議學習與分享 - 學無止境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avid Lin 林子修

非

常 感 謝 公 司， 也 感 謝 主 管， 有 機 會 讓 我 參 予 這 次 曜 越 在
2019 COMPUTEX 展前的會議。雖然在公司作了許多年，卻
是第一次參予正式的會議，老實說心裡確實有一點緊張。雖
然是第一次參加，在其中確實學習到許多的事物，想在這裡
分享給各位同仁們，希望能一起有學習、一起有進步。如同
董事長所說的：「企業文化為公司上下員工帶來共同的信念
與文化素養，讓我們發揮最大能力，往目標邁進的同時，也不忘堅守公司的核
心價值。」讓我們一同有學習，發揮最大力，與公司一同往目標前進。
自己是在 COMPUTEX 的廣宣組，在展前會議中，學到最多的，就是需要彙整
會前的進度資料；這些報告需要是最新的才行。為了取得同事們最新的製作進
度，需要與組內及有接洽的其他團隊成員們確認最新的狀況；最後才能彙整進
去報告中。雖然，要額外多花一些時間作這些事情，卻是從我進來公司到現在
從來都沒學習過的，對我來說是一場寶貴的經驗，需要多加珍惜才是。
董事長分享過：「當初機殼側邊會作開
窗，也是從 DIY 玩家身上所看到的。」學無止境

整個 COMPUTEX 展前規劃，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廣宣組，還有其他團隊一同
協力合作，包含：公關組、Stage Program、IMC、Overclock & Live Stream、
Web Marketing、Logisitcs 以及 Tt Party。各組都扮演著展前規劃非常重要的
角色，真是缺一不可。有時候開會，還會看到團隊與團隊之間需要一同協作幾個規定項目，才能夠順利完成它。不僅考驗
團隊內的默契，更考驗到團隊之間彼此的配合程度了！
俗語說的好：「活到老，學到老。」有機會學習新的事物，也是件好事。不管是報告的彙整或是團隊內亦或是團隊之間的
協力合作，目的都是希望公司在展覽中能夠順利、成功！如同公司的八大核心之一的「學無止境」，學習是沒有盡頭的。
也如董事長分享過的：「當初機殼側邊會作開窗，也是從 DIY 玩家身上所看到的。」讓我們一起有學習、與公司一同往目
標邁進吧！

學習團隊內的默契以及團隊之間彼此的配合

學習彙整會前的進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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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設計是曜越堅持要走的路
Tt eSPORTS 電競產品事業處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Serena 吳曉其

設

計這門專業在台灣多數代工的大環境下是不太受到重
視的。許多小企業都是到大陸找便宜廠商現有的產品
回來貼牌出貨，中間並不需要經過設計，產品可用，
但無質感與獨特性，更別說品質保證。低成本產品帶
來訂單，卻沒有帶來更有魅力的產品。

設計產業在台灣有多不普及，從曾經柯文哲市長獨排眾議堅持「比稿付
費」的新聞轟動一時可探究一二，設計專業在台灣真的十分渺小，看不
見的創意活動就覺得不須付費。許多人甚至直呼設計師為美工，也就是
對一般印刷廠裡排版技術人員的稱呼，不需要具備設計美感、攝影專才，
只是承接設計師的案子，能夠轉檔輸出便叫美工。
曜越脫穎一般，擁有非常重視設計的企業文化。光攝影棚就有兩間，一 全尺寸手繪板幫助設計師創意流暢展現
間是單色背景的靜態產品專用，有各式專業的攝影道具，讓你處理鏡面、
霧面都不擔心；另一間是動畫拍攝的情境環境室，除了情境場景架設外，還有兩盞大型燈具，能夠設定多種環境色光，營
造不同氛圍。每個 BU 都有各自專屬的相機，因為要拍攝的產品眾多，讓彼此拍攝時間不會衝突，網頁部門更有專屬的錄音、
錄影設備，宛如小型電視台。因為曜越是大廠品牌導向路線，從產品到包材一路都有設計介入，所以給視覺傳達設計師的
資源相當豐富，除了龐大的設計圖庫，每年編列預算持續新增，還有全尺寸的手繪圖板，讓平面設計師操作更為順暢、有
更好的藝術展現。
每年筆記本比賽是設計師的年度盛事，公司投注高額獎金、豐富機票支援公司裡的創意激發，所有設計師將未來嶄新年度
的曜越精神濃縮在一紙 A4 封面上，傳達給公司上下及海內外客戶。經過設計部門，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整個牆面的設計
書籍、雜誌，不用煩惱靈感枯竭，只要來這裡翻翻書，帶幾本到旁邊的沙發區，泡杯咖啡閱覽一下，就能吸收到許多新意。
然而，其實公司最大的設計寶庫，是董事長，董事長在世界各地參與無數的展覽，總是會將第一線的第一手資訊分享開來，
董事長獨具的藝術眼光，精準的給予我們設計意見，讓我們不斷更新求進。

不斷更新整面牆面的設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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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越運動精神文化
全球運籌管理處 / 倉儲資深專員 / Lily 袁麗玫

古

代中國歷年來的皇帝們總是會留很多事蹟，常常會讓人覺得當
時皇帝好厲害好有智慧，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也能想辦法去
解決民間問題，也能有辦法對抗大自然的災難，即使二難也會
從平衡中去取得方式，讓後人學會知識，這也是一種文化。台
中的大陽餅、嘉義的雞肉飯、高雄的滷豬腿、客家人的客家菜、
四川的麻辣菜這就是吃的文化；文化也是可以來自於個人內心
的修養、自律、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傳遞文化。
文化是累積而來的，一點一滴從 0 開始不斷的修正把最好的保留並延續下去，它
也可以來自多元化，讓人自由發揮想像力符合人們跟生活化，所以公司的領導者
很重要，要有獨特的頭腦比別人更遠見的思想，還得常常聆聽每個員工的想法，
展現十足行動力，腦筋轉動的速度總是跑別人快，樂於嘗試新的技術創造價值，
即是想像的也能變成真實的東西；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帶領著所有員工一起穿越
時空膠囊，超越競爭克服所有困難，奔馳在不可能的任務上，變成通往提頂大道
的夢想。
每一年一度的運動會讓大家發揮團體合作的精神也讓大家向心力更加提升，娛樂
性的活動讓大家進行時感到趣味又能運動到，
讓很少運動的員工們去體驗運動跟團體的重要性，今年將是曜越 第 10 屆年度的
運動會，很期待有什麼花火出現，並且很感謝大家長的用心，讓曜越運動精神文
化繼續發光發熱。

樂於嘗試新的技術創造價值、超越競爭克服所有困難。

發揮曜越運動家精神，團體默契合作無間
拿到第一名。

每一年一度的運動會讓大家發揮團體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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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向前衝
全球運籌管理處 / 經理 / Leo 蘇皇豪

每

年在快要輪到我們這組要拚積木牆這個時候，我們
都會極積思考著今年的積木牆應該要做什麼樣的突
破。這好像一種曜越傳統般刻印在我們的血液之
中，就好像一首自己最愛的歌撥放時熟悉的音符迴
盪在耳邊的感覺。不管如何又到了大家分工合作的
時候，這時部門人員無不自告奮勇、毛遂自薦主動
要求擔任相關工作。
經過多次的開會及與深坑、內湖人員的腦力激盪後我們決定以夏天為
主題。當時為了思考本次積木的突破點討論了多次，這次的積木牆我
們決定除了視覺、聲音還加上了味覺正所謂集這幾年積木牆經驗之大
成…而氣味我們也挑了許久才決定，加上設計圖可愛的 TT Boy 及衝
浪的主題希望能讓大家感受到夏日輕鬆的氛圍。在深坑與內湖同事的
同心協力及努力之下完成了本次的作品，偶而看到同事駐足觀看的同
時也深深以自己組別及作品為榮。希望這次我們的作品能讓同事們感
受到我們的熱情。而許多供應商來訪時我們也不時帶他們一同體驗一
下 TT 特別的企業文化，還成為了供應商熱門的拍照景點呢。
TT 歷經了二十個年頭，憑藉著”熱情、膽識與毅力”，我們見證了
曜越的成長以及不斷追求卓越的精神。在 2018 年夏天，就讓 TT 帶
領著大家”向前衝”，一同衝向 20 周年，立足新的起點，邁向耀眼
的未來。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大海的氣息吧 ~

積木的聲光體驗

大家的努力 一

大家的努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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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點水冷旗艦店 - 塗鴉篇
創意設計中心 / 工業設計師 / Vincent 許維哲

曜

越的 20 週年，是一個宏大的里程碑。今
年為了讓民眾更能認識水冷組裝的相關知
識及應用，公司特別在台北三創生活園區
打造全台灣第一家的水冷電競旗艦店，也
特別挑選了 5 月 20 日為開幕的重大日子。

在 520 開幕前一週臨時接到一個任務，這次要替公司水冷
旗艦店內的三面黑板牆面運用粉筆及螢光筆進行彩繪塗鴉。
由於距離 5 月 20 日的開幕日只剩下一週不到，時間上有點
緊迫，但身為設計人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是燃燒腎上腺素、盡
全力發揮。
在一開始思考這三面塗鴉牆的畫面構圖時，從過去對水冷的
經驗及看同事組裝水冷的過程中聯想到了化學符號、量杯、
第一版的手繪初稿
滴管等等意象，同時也想要結合一些公司當紅熱賣的 RGB
產品，於是便產生了第一版本的手繪初稿。而螢光筆黑板牆
則是用 POP 字體搭配少許圖案來表現出”體驗 / 教育 / 娛樂 / 客製化”的精神、態度。
完成手稿後馬不停蹄的趕到三創，到達目的地一切都覺得很新鮮，剛好筆者也是第一次去到三創生活園區，而且還難得有機
會能看到正在裝潢階段的水冷旗艦店施工現場。到達現場事後不宜遲開始進行塗鴉，在一邊畫圖的過程中還可以看到其他同
事們認真努力的整理準備、調度，這一切都是為了呈現出更好的成果給大家，感受到了公司同事滿滿的向心力及熱情。另外
也特別感謝本部門的期鴻協助，才能順利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三面有挑戰性的塗鴉牆創作。

繪製塗鴉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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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桌遊，樂在其中
創意設計中心 / 品牌視覺設計組 視覺傳達設計師 / Dora 董穎樺

在

曜越，享受工作就是享受生活！在充滿
創造力的環境中，激發同仁的活力與想
像力，同仁們精心規劃了許多社團活動，
全心投入工作之餘，也能愜意享有休閒樂
趣。

而桌遊社也已成立近一個年頭，每周四下班後，總能聽見五
樓會議室傳來陣陣笑聲。曾有專家指出，玩桌遊除能打發時
間、排解無聊，不分男女老少，身心健康均能於進行過程中
受惠，玩桌遊的好處遠超乎你我想像，簡單介紹如下：
• 製造歡樂：玩桌遊容易炒熱氣氛，讓人放鬆心情，開懷
大笑。而笑已被證實能刺激大腦釋放安多酚（endorphin），
帶來幸福、愉悅感受。
• 拉近距離：不論是朋友聚會或家人聯誼，以桌遊為互動
媒介，方便打破年齡層的隔閡，增進彼此的情感交流，尤其 喵喵咪呀
對凝聚家庭向心力具正面影響。
• 提升心智：玩桌遊可以提供孩子豐富的學習機會，發展往後生活必需的認知技能，例如邏輯推理、抽象思考、記憶
形成、語言表達與專注等。
• 保護大腦：大腦運作的法則是「用進廢退」，透過玩桌遊可鍛鍊腦力，擴展社交，延緩相關功能的退化，降低年長
時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 加速反應：部分桌遊強調視動協調，要求立即做出反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研究發現，常玩類似遊戲者，搜索、
定位目標的速度遠比不玩者快。
• 減輕壓力：玩桌遊能暫時轉移注意力，緩解緊繃情緒。著名的休閒遊戲廠商 RealNetworks 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受
訪者認同遊戲具紓壓效果。
• 培養耐性：桌遊的設計往往希望玩家堅持到底，當中包含的運氣成分，常會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想要成為最後的
贏家需懂得合作、反思與等待。
• 復健職能：許多桌遊需靠精細動作、肢體平衡與穩定來拿起或移動物件，對於因意外或患病而導致相關功能受損者，
經常操作有助於改善現狀。
除此之外，玩桌遊不宜患得患失，把輸贏看太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享受桌遊，樂在其中。曜越豐富的社團活動，是增
進第二專長與紓壓的好管道。更體現了八大核心價值－「創新創意」，它能在原創中殺出一條血路，保持個人及企業的
競爭力，永遠前進。

變色龍

貪食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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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園地
Staff Communication

積木牆創作分享 - 投入熱情、完成夢想
產品企劃部 / 視覺傳達設計師 / Poki 謝豐吉

曜

越從 2011 年搬來內湖科學園區至今，一直保留積木牆的分組創意比賽。

積木起源於建築的模型，以最基本的立方體創造
出特別的模型，玩法沒有一致性，有數學家曾統
計過，單是簡單的 6 塊 4 x 2 積木，即使顏色相
同，其所衍生的變化多達 9 億 1 千 5 百萬種，是
一種能夠訓練手眼協調能力的玩具，也可以增進創造力的發展。積
木可以讓同仁們發揮各自的想像力，拼出所要的造型與圖案，這剛
好符合曜越人勇於挑戰、創造、戰鬥的特質。
今年很榮幸的與財務、法務及機構部門人員編列在第一組，正如同
我們的主題精神：投入熱情、完成夢想；大家集思廣益經過討論、
修改及分工合作的參與，共同完成了這次的積木牆創作 - Tt 夢想籃
球場。
我們把 7F 電梯外 ( 積木牆前 ) 的空間作大幅的利用，結合曜越 RGB
風扇來創作，以曜越 20 周年紀念的主題為主軸，將整個積木牆創作
當成半個籃球場來發揮，完成了「Tt 夢想籃球場」。
透過分組的積木牆創作比賽，除了可以凝聚跨部門間的同事情誼外，
同仁們各自發揮創造力、競爭力、戰鬥力，剛好符合三力一度的曜
越文化精神。曜越集團哲理，即是為享受娛樂、電競、科技與生活
而生，以娛樂為主軸，相信娛樂可以讓人們心情愉悅並能快速戰勝
沮喪、遠離鬱卒，讓您充滿智慧、膽識、毅力與熱情。
每每經過 7F 時看到同事都會拿起小籃球去試投、試玩，把熱情與活
力展現在生活中，就覺得這次的創作非常有意義，也感謝第一組的
同仁們一起協力共同完成這次的積木牆創作，是個非常愉快的經驗。

Tt 夢想籃球場設計草圖

你也有去投入你的熱情了嗎 ?

Tt 夢想籃球場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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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ting

Sitting for too lo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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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isk

is bad for you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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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CNN, even people do exercise, if they
sit too long, it still can cause early death. Here are
some bad side effects if you sit for long periods.
Heart disease
Sitting too long allows fatty acids to the heart more easily clog and may
cause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elevated cholesterol.

Cancer
Increase risk for colon, breast and endometrial cancers.

Mushy abs
When you sit, your abdominal muscles won’t be used, can exaggerate
the spine's natural arch, a condition called hyperlordosis, or swayback.

Leg disorders
Sitting for long periods causes poor circulation in legs and soft bones.

Strained neck, back and shoulder
If your work at office, you are most likely to craning your neck forward
toward a laptop/keyboard, which can lead to strained neck and
overextended shoulder and back muscles.

Disk damage
People who sit more are at greater risk for herniated lumbar disks,
which make your upper body weight rests on your sitting bones instead
of being distributed along the arch of the s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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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0 BattleStation RGB Gaming Desks allows
you to stand for a while when working in office. The
automatically adjustable design is able to adjust
to the suitable height by pushing a button, which
supports desk height between 27.5 to 43.3 inches!
The height can be adjusted at 0.6 inches per second
for smooth transition to the height you prefer. This
can be a casual and healthier way to work in office!

Stretching the hip
flexors for three
minutes per side.

Doing the cow
pose and the cat to
improve extension
and flexion in your
back.

The most important is

“move more, sit less.”
Walk around every
30 minutes to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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