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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時間：2019 年 10 月 1 日(二) 至 10 月 4 日(五) 

◼ 行經城市：包含大阪、京都、名古屋。 

◼ 團    費： 

人數達 16 人：會員 NT$ 62,800 /  非會員 NT$ 67,800 (二人一室報價) 

人數達 25 人：會員 NT$ 61,800/  非會員 NT$ 66,800 (二人一室報價) 

◼ 付款方式： 

1.開立支票：支票抬頭｢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匯款：戶名：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北台中分行  ) 

帳號：037-09-03907-8 (若電匯，請提供匯款帳號末 5 碼以利旅行社會計查詢)  

3.刷卡：將另外提供線上刷卡單供填寫〪 

◼ 團費內容： 

⚫ 含台北/名古屋來回經濟艙機票 1 張(以長榮或中華航空為優先，機位有限，如屆時沒機 

位，則以其他航空同時間班機作安排；延回、提早、商務艙均需以個人票價計算，團體票不 

能更改回程。 

⚫ 含導遊、司機小費；團體旅遊保險，履約責任險 2,400 萬、責任保險 500 萬、意外傷害醫療 

險 20 萬、關西機械要素技術展入場門票。 

⚫ 日本內陸全程專車、隨團導遊 1 位、每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 每日瓶裝水一瓶、飯店內早餐與 4 個午餐、3 個晚餐等，四星等級住宿 

⚫ 已逾 75 歲以上之團員，無海外急難救助之服務，另旅遊平安保險部份請團員自行投保。 

◼ 報名截止：預計招收團員 25 位，即日起至額滿止〪 

◼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心盈小姐 

TEL:(04)23581866#26 ; FAX:(04)23581566 ; Email:eva@tairoa.org.tw  

◼ 承辦旅行社：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真小姐 

TEL:(04)23196306 / 0935069520  

FAX:(04)23194810 ; Email:anita @pac-group.net 

◼ 報名說明： 

1. 因受限參訪點接待人數，主辦單位保有名單篩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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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傳報名表並收到請款單一周內，需繳交訂金，以確認機位及飯店〪費用支付可透過刷卡、開

票或電匯方式處理，帳戶資訊請參匯款說明。 

3. 本報名表傳送後，需有主辦單位正式回覆並提供繳費通知完成訂金繳費後，方才算完成報名〪 

4. 申辦護照費用 NT$1,400 元。*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 2 張，已服完兵役者，新辦

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役男需先向地方政府兵役

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 行程內容：本行程大致確認，但為行程豐富與流暢，主辦單位將保留更新與變動行程之權利，並隨時公告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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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停留點 

10/1 (二) 

Day 1 

05:30-05:55 

【集合與辦理登機手續】 

⚫ 本日有拜訪行程，可先穿著休閒服裝提升搭機舒適度，抵達後再於機場洗手間更換

正裝。 

07:55-11:45 
【出發】台灣桃園機場 / 中部國際機場  

⚫ BR 128 TPE / NGO  0755  1145(長榮航空) 

11:45-13:00 【辦理入境手續&換裝】 

13:00-13:20 
【交通】中部國際機場→うな東餐廳 

距離うな東餐廳 17km，20 分鐘 

13:20-14:30 

【午餐】うな東餐廳 (鰻魚特色料理) 

⚫ 〒475-0911 半田市星崎町 3-39-8 

⚫ http://unato.jp/ 

14:30-15:40 
【交通移動】うな東餐廳→FUJI 富士機械製造本社 

うな東餐廳距離 FUJI 富士機械製造本社 73.2km，70 分鐘 

16:00-17:30 

【企業拜訪】FUJI 富士機械製造本社     

⚫ 愛知県知立市山町茶碓山 19 

⚫ https://www.fuji.co.jp/ 

⚫ FUJI 株式会社起源理念為「innovative spirit」，强烈地表達出 FUJI 的經營思想。

創立至今已半個世纪且孕育出數項的技術革新，主要產品為電子元件自動組裝機

(自動貼片機、印刷機);數控機床(自動車床、水準調整車床、數控臥室車床、龍門架

和擺臂機器人、立式車床等)是世界第三大 SMT 設備製造商；技術發展以 Vision、

Simulation、motion control 為 3 大核心軟體技術，並 Robotic solutions 

division、Machine tool division、New product development 做為三大中程發

展主軸。 

 

 

 

                                               

17:30-18:45 
【交通移動】FUJI 富士機械製造本社→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 飯店 

FUJI 富士機械製造本社距離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 20.2km，37 分鐘 

18:45-20:30 

【晚餐】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 飯店內晚餐 

⚫ 〒431-1209 静岡県浜松市西区舘山寺町 1891 

⚫ https://wellseason.jp/ 

20:30- 

【夜宿】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 

⚫ 〒431-1209 静岡県浜松市西区舘山寺町 1891 

⚫ https://wellseason.jp/ 

https://www.fuj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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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三) 

Day 2 

08:00-08:30 
【交通移動】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YAMAHA MOTOR CO., LTD.  

濱名湖 WELLSEASON HOTEL 距離 YAMAHA MOTOR CO., LTD. 14.8km，30 分鐘 

08:30-10:30 

【企業拜訪】YAMAHA MOTOR CO., LTD.(浜松ロボティクス事業所) 

⚫ 〒433-8103 静岡県浜松市北区豊岡町 127 番地 

⚫ https://global.yamaha-motor.com/business/robot/yamaha-motor-robot/ 

⚫ YAMAHA MOTOR 主要四大核心業務領域為：摩托車業務、海運業務(舷外發動機

等)、特殊機器、工業機械和機器人。 

⚫ 近年也推出 SMT 智能工廠(Intelligent Factory)方案，技術強調機台自動檢測維

修、產品外觀檢測補正、生產參數及時感測、異常停止保持工安，並強調自家產品

全線整合，將產線設備訊息連結，經由反饋 ，導入 AI 自動修改工單中的程式參

數，得到最佳 SMT 製程生產品質；並透過互聯網，相互傳遞大數據至旗下的世界

工廠，並增加零組件管理部分的自動化。 

 

 

 

 

                          

 

10:30-11:40 

【交通移動】YAMAHA MOTOR CO., LTD.→DENSO 本社→D-Squeare 楽座 

⚫ DENSO 本社地址：愛知県刈谷市昭和町 1 ｰ 1  

YAMAHA MOTOR CO., LTD.距離 DENSO 本社 91.2km，1 小時 30 分鐘 

⚫ D-Squeare 地址：愛知県刈谷市中山町 2-38  

DENSO 本社距離 D-Squeare1 km，10 分鐘 

12:00-13:30 
【午餐】D-Squeare 楽座(和食) 

⚫ DENSO 本社中國部山室室長、中國部 千葉 CP、DNTW  WAVE 葉課長陪同接待 

13:30-14:30 

【交通移動】D-Squeare 楽座→DENSO 阿久比製作所 

⚫ 〒470-2298 愛知県知多郡阿久比町大字草木字芳池 1 

⚫ Denso 中國部 山室室長、中國部千葉 CP、DNTW 洲崎董事長、DNTW 董事長

室 黄顧問等 5 位同車前往 

D-Squeare 距離 DENSO 阿久比製作所 17 km，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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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7:30 

【企業拜訪】DENSO 阿久比製作所 

⚫ DENSO 介紹(DENSO/WAVE)＆其他  

⚫ 阿久比 BHT 生産線視察・意見交換  

⚫ 原 主席技師(QR CODE 發明者) 演講 

⚫ DENSO 接待代表：WAVE 中川社長、都竹専務役員、中國部 伊藤部長、中國部 

山室室長、中國部 千葉 CP、DNTW 洲崎董事長、DNTW 董事長室 黄顧問、原 

主席技師 

⚫ 成立於 2000 年，作為 Denso 技術/技能小組，負責從出產到處置的整個生產/實驗

設施和測量儀器，支持以 DENSO 集團為中心的製造業，並將業務擴展到專用機器

的設計和生產、設備和生產線的節能、二手設備的移轉和處理，以及作為 JCSS / 

MRA 認證操作員的測量儀器校準等。 

17:30-19:30 
【交通移動】DENSO 阿久比製作所→和食 舞餐廳 

DENSO 阿久比製作所距離和食 舞餐廳 140 km，2 小時 

19:30-20:30 

【晚餐】和食 舞餐廳(和風經典料理) 

⚫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東九条東山王町 13 京都駅八条口エルイン京都 1F 

⚫ https://mai.owst.jp/ 

19:00-21:00 【交通移動】和食 舞餐廳→京都比偲奇酒店 Hotel Vischio Kyoto 

21:00- 

【夜宿】京都比偲奇酒店 Hotel Vischio Kyoto 

⚫ 〒601-8002 京都市南區東九條上殿田町 44-1 

⚫ https://www.hotelvischio-kyoto.com/tw/ 

10/3 (四) 

Day 3 

08:20 【集合】 

08:30-09:00 
【交通移動】京都比偲奇酒店→日本電產株式會社(Nidec Corporation) 

京都比偲奇酒店距離日本電產株式會社 7km，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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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30 

【企業參訪】企業拜訪】日本電產株式會社(Nidec Corporation) 

⚫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久世殿城町 338 番地 

⚫ https://www.nidec.com/en-Global/ 

⚫ 日本電產株式會社主要經營精密微型電機，車載，家用電子產品，商業和工業電

機，電子設備和光學零件，製造及銷售，硬碟驅動裝置用主軸馬達占世界市場的

70%以上。且全速推動「智慧製造」，導入包括可自行輸送零件、原料與設備的無

人搬運車，用來組裝極細部零件的 6 軸機器人和用於產品檢測的機器視覺系統，其

亞洲生產基地所僱用人力在 3 個月內大減 25%。自動化設備的研發，大量應用日

本電產本身的技術，如車輛行動用馬達，機器手臂驅動的關節伺服器，以及影像識

別系統的光學設備都自力研發，針對自身需求最佳化，同時作為日後輸出的技術儲

備。   

服務型機器人相關產品提供    泵用交流 電動機(上圖)      自動駕駛技術 

觸覺設備(下圖) 

10:30-11:30 
【交通】日本電產株式會社(Nidec Corporation)→かに道楽餐廳 

日本電產株式會社距離かに道楽餐廳 49.1km，60 分鐘 

11:30-12:30 

【午餐】かに道楽餐廳(螃蟹會席料理) 

⚫ 〒542-0071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道頓堀 1-1-3 

⚫ https://douraku.co.jp/kansai/higashimise/menu/ 

12:30-13:00 
【交通移動】かに道楽餐廳→臺日智慧製造論壇(インテックス大阪) 

かに道楽餐廳距離インテックス大阪 14.6km，30 分鐘 

13:30-18:00 

【會議出席】第三屆臺日智慧製造論壇 

⚫ インテックス大阪 6 館 5 階/〒559-0034 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 1-5-102 

⚫ 全球智慧工廠浪潮席捲而來，機器人的人機協作、視覺辨識、AI 及深度學習成為開

發趨勢，透過電腦運算和資料分析的速度加快與成本降低，深層學習演算法逐漸可

模擬出接近人腦的分析模式，人工智慧的重大突破，被視為可能完全改變產業型態

的關鍵技術。為促進國際智慧製造產業定期交流，強化智慧機械供應鏈能量，特別

邀請台、日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相關指標性業者分享智慧工廠實踐案例，透過定期

https://www.nidec.com/en-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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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續性的兩地舉辦方式，深化台日合作關係與共同開展創新市場。(詳細議程請

參考附件) 

18:00-18:05 
【步行移動】インテックス大阪→大阪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Osaka 

インテックス大阪距離大阪凱悅酒店 170m，5 分鐘 

18:30-20:30 

【晚餐】大阪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Osaka 

【臺日智慧製造論壇交流晚宴/大阪凱悅】/ 特定對象邀請 

⚫ 1-13-11, Nanko-kita, Suminoe-ku Osaka, 559-0034 

20:30 

【夜宿】大阪凱悅酒店 Hyatt Regency Osaka 

⚫ 1-13-11, Nanko-kita, Suminoe-ku Osaka, 559-0034 

⚫ https://www.hyatt.com/zh-HK/hotel/japan/hyatt-regency-osaka/osaka 

10/4 (五) 

Day 4 

09:40-09:50 【集合】 

09:50-10:00 
【步行移動】大阪凱悅酒店→關西機械要素技術展(インテックス大阪) 

大阪凱悅酒店距離インテックス大阪 170m，5 分鐘 

10:00-13:00 

【展覽參觀】關西機械要素技術展 

⚫ 關西機械要素技術展是西日本最大的展會，2018 年展會有 1,380 家以上的廠商參

展，來訪人數達 38,673 名。本展已經成為許多國外展商每年必參加的盛會，許多

重要跨國企業不僅僅是作為展商參加，更多的日本工業巨頭的技術人員都會來展會

現場進行現場採購。大阪 M-Tech 已經成為西日本最具代表性工業零組件製造展。 

⚫ 展出項目： 

共有 10 大專區：發動機展、流體動力學展、機械零部件相關產品展、緊固件及固

定技術展、材料/成品配件及製造工藝展、傳動技術展、彈簧展、表面處理及改性

技術展、測試/測量及傳感器展、去毛刺技術及表面精加工技術展。 

13:00-13:05 
【交通移動】關西機械要素技術展→モンジュイック餐廳 

インテックス大阪距離モンジュイック餐廳 300m，5 分鐘 

13:30-15:00 

【午餐】モンジュイック餐廳(洋風精緻創意料理) 

⚫ 〒559-0034 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 1-14-16 大阪府咲洲庁舎 49 階 

⚫ https://montjuic.jp/ 

15:00-15:40 
【交通移動】モンジュイック餐廳→關西機場 

モンジュイック餐廳距離關西機場 39.9km，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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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路線圖 

 

18:30-20:30 
【回程】關西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  

⚫ BR 129 KIX/TPE   1830  2030 (長榮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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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臺日智慧製造論壇暨訪日技術交流參訪團報名表 

2019 年 10 月 01 日(二) 至 10 月 04 日(五)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公司聯絡電話  公司聯絡傳真  

公司簡介(300 字內) 

請提供公司 LOGO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主要產品(100 字內) 

請提供產品圖片 2 張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公司業務代表聯絡人

(英) 

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行程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加人 1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不吃    肉□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住宿選擇 

□單人房(需補差額 NT$13,000)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請代安排室友) 

□打鼾，希望與打鼾者同房  

□不打鼾，希望與不打鼾者同房〪(盡力安排，無法保證) 

此
部
分
資
訊
將
使
用
於
手
冊
印
製
與
提
供
給
參
訪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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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 / □不吸煙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將另行報價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統編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約 NT$18,000，價格將隨訂位情況調整) 

□更改行程(機票變更須補差價，請於下列詳述，將另行報價); 

參加人 2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一般食物  □全齋  □早齋 □不吃    肉 □加訂機上素食餐(□程/□回程) 

住宿選擇 

□單人房(需補差額 NT$13,000) 

□雙人房(與__________________同房 / □ 請代安排室友) 

□打鼾，希望與打鼾者同房  

□不打鼾，希望與不打鼾者同房〪(盡力安排，無法保證) 

□吸煙 / □不吸煙 

護照說明 

□已有護照(效期需有 6 個月以上有效期限) 

□委託旅行社代辦(工作天數 5 天)，費用將另行報價 

□收據需開抬頭(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編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特殊說明 

□加價升等商務艙加價升等商務艙(需補差額約 NT$18,000，價格將隨訂位情況調整) 

□更改行程(請於下列詳述); 

 

◼ 報名說明： 

1. 本報名表傳送後，需有執行單位回覆並提供繳費通知完成訂金繳費，方才算完成報名〪 

2. 收到訂金繳費單後須於一周內繳交團費，以確認機位及飯店。費用支付可透過刷卡、開票

或電匯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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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辦護照費用 NT$1,400 元。*需身份證正本、兩吋彩色白底近照 2 張，已服完兵役者，新

辦護照需附上退伍令，在學役男出國手續與一般人民出國相同，非在學役男需先向地方政

府兵役科辦理役男出國核准公文。 

◼ 注意事項： 

1. 報名繳費後，觀光局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即生效力，變更或取消行程依契約內容辦理。 

2. 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需補房間差額。 

3. 為使團體順利進行，本公司保留行程變更、對調之權利，行程內容、餐食、班機時間、降

落城市、住宿飯店之確認以最後團體說明會資料為主、餐食料理內容以餐廳及飯店當日實

際提供為主，住宿房型依飯店實際提供為主，依報名先後順序選擇。 

4. 若回程無隨團回國或更改回程機場時，需補機票差額，恕不退其餘團費。 

5. 若滿 18 歲未服兵役之役男，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 

◼ 活動聯絡：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心盈 小姐 

TEL: 04-23581866#26 
Email: erin@tairoa.org.tw 

◼ 承辦旅行社聯繫： 

太平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真小姐 

TEL:(04)23196306 / 0935069520   FAX:(04)23194810 ; Email: anita@pac-group.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