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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日本，為何不能夠以機器人取代人力，他們

的機器人不是可跑可跳可唱歌，甚至精準的踢足

球？為何不用機器人進入被破壞的核子設施內執

行救災任務呢？因為救災人員一進入，他所涉取

的輻射劑量已遠超過正常人所能承受的範圍，身

體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不幸地，答案是「無法全

然以機器人取代人力去救災」。目前機器人的用

途仍然侷限於在相對單純的環境中執行單一任

務，它們無法在遭受破壞的建築內攀爬樓梯、或

是使用水柱滅火－這些工作已經超出了當前全世

界最先進機器人的能力。

數十年來的人工智慧研究帶來的主要論點

是，困難的問題容易解決，但容易的問題反而很

難根除；把這個觀點套用在智慧機器人的發展上

來看：也許不久的未來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是股

票分析師，而不是負責大總舖的廚師。

德州儀器公司副總裁Mr. Remi El-Ouazzane在

2012年曾表示他深信機器人市場即將大爆發，許

多產經數據都已支持這個論點，目前全球無論是

90年代時，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摩拉

維克（Moravec）發現：高層次的推理不需要

很多的計算，低層次的感知運動技巧卻需要用

到的大量的計算資源。這個說法在人工智慧的

發展上，被稱做為「摩拉維克弔詭」（Moravec 

paradox）。

現今的許多中外機器人專家也已經體悟到，

即使面對的是最缺乏訓練的人力，要打造出技能

足堪比擬人類的機器人，並不是件容易簡單的

事，技術上有太多需要突破之處。以目前全球銷

售最好的iRobot公司所出品之清潔機器人Roomba

來說，它能有效率地清除掉地上的塵埃、擁有防

跌落樓梯的功能、自動充電、繞開電線等智能功

用，但還是沒有辦法像人類一樣完成所有的家

務。iRobot公司到目前為止，已經賣了超過千萬

台的地板清潔機器人，但是沒有一台能夠幫助你

盛飯倒水。 

日本311福島事件發生時，全世界的人們都

有這麼一個疑問：以自動化與先進人型機器人聞

的機器人要讓美國重返

自動化工業的制高點
黃仲宏∕工研院IEK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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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工廠或服務業所使用的機器人都快速的增

加，第二波機器人創新科技可能就要顛覆摩拉維

克弔詭：人工智慧強大的智能計算相對容易，但

是要它具備有如人類一般的感知和運動能力卻相

當困難。這個現象在現今創新科技的進展下已逐

漸打破，從Google發展Big Dog、Petman等軍用機

器人以及打造可由堅固外形轉換為柔軟形態的機

器人（它的用途真令人有無限的想像）來看，我

們觀察這一現象正逐步的改變。

根據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全球四軸以上的工業機

器人裝置量達到159,346台，這個數字是歷年來

僅次於2011年的16萬6千台的次高，這說明以機

器人為核心的自動化仍是現今工業發展的趨勢；

而美國裝置了28,137台工業用機器人（比起2011

年成長7%），其工業機器人的使用以汽車製造

領域為主，佔比約5成5，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本地

的工業機器人裝置量已經連續四年成長。無論製

造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是否為歐巴馬討好失業民

眾的口號，都必須正視現今的美國產業已悄然轉

型，製造業和國內需求復甦，成了成長的最大動

能來源，未來美國恐將不再扮演吸納全球商品的

角色。從蘋果的iMac產線回流到資訊大廠Google

收購了八家機器人公司，以及亞馬遜公司已在其

三座倉儲中心佈署1400台kiva機器人以提昇訂單

效率，都可看出美國由「去工業化」到「再工

業化」的轉變，絕不只是單純的回歸「美國製

造」，而是為了搶占新一波科技和產業競爭的制

高點。

2013年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在所發表的國情咨文上，持續宣誓強化

製造業回流之決心。明確的目標就是讓美國成為

新的就業崗位和製造企業的嚮往之地；他說美國

經過10年的就業機會流失之後，在2010-2012的過

去三年，製造業已增加了50萬個就業崗位。這之

中包括Caterpillar、Ford、Intel、Apple都某種程度

的將生產線移回美國境內。 

早在70年代，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均曾

針對各自國家的重工業基地（德國魯爾工業區、

法國洛林工業區、美國東北部工業區和日本九州

工業區）進行改造。但是現今的再工業化與70年

代先進國家所提的工業改造，在本質上有很大的

不同。美國提出再工業化的議題，即是正視「實

體經濟」的問題。面對工業生產在各產業中的佔

比降低、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降低，以

及生產製造業與資本外移他國等等因素，美國人

在這幾年有目標地提出一系列的「生產製造回流

美國」的戰略。

仔細深究美國再工業化的意涵，已經不是像

其字面上將原先的去工業化逐漸恢復那樣單純，

不是把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線搬回底特律、波士

頓，由美國製造出產就是美國的再工業化。「再

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本質已經發生

了相當大的變化，它是工業化的再次升級，實際

上的意義應是重建（Rebuild），「工業重建」、

「產業重整」，它的意旨在於發展具有高附加價

值的產業。

企業的附加價值是它的銷售總值減去銷售成

本+折舊+人工成本，附加價值率為附加價值除

以生產總值；亦即附加價值要高的話，必須讓銷

售成本、人工成本下降；美國的企業若要回流本

土且讓自身的附加價值提高，有何契機呢？美

國在頁岩油、頁岩氣的開探讓其有所憑藉，根

據EIA（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美國能

源局的統計，1989至2011年美國工業發電用媒的

比重約從20%降至14%，天然氣占比則從39%升

至56%，且天然氣價格因頁岩氣開採而降低，從

2005年的9美元/百萬BTU跌至2012年~2013年的2~4

美元，這樣的演變使得美國境內的廠商得以享有

穩定且低廉的能源，更為美國正在推行的「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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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策略創造加分的效果。

全球最大能源消耗國的美國，製造業的命運

很有可能因為頁岩油、氣的開探而有新的契機。

美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的頁岩氣儲量，並具備全世

界最先進新技術，石油和天然氣是從岩石水力壓

裂擷取出來的，美國能源熱潮使得天然氣價格低

於全球平均水平，這個條件會讓美國的製造業具

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再者隨著自動化機器人技術的進步，在效率

與精度日益提高之下，且製作機器人的成本降

低，將會讓機器人可以做目前很多生產線的工

作，除了可以解決生產製造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外，尤其是單純枯燥、重複的工序，亦可以從

事人們不願意做的辛苦工作。另外包括大數據 

（Big Data）、3D列印技術，物聯網等創新應用

都讓現今的製造業呈現著與以往不同的面貌。這

些都是讓美國製造業開發尖端技術，甚至引導新

的製造型態的契機。Google在機器人領域所展現

出的野心、頁岩氣的龍頭公司Cabot oil &Gas、3D

列印技術的Stratasys，圴在上述的利基條件中扮

演著領頭的角色；能源、資訊技術、人工智慧與

機器人技術的純熟，是美國再工業化發展中相當

堅實的利基。而這其中讓人要不禁深入探討的就

是最受到全球矚目的Google機器人。

Google公司除了跨足眼鏡產業（Google眼

鏡）、汽車產業（無人自動駕駛車），最近更讓

大家眼睛一亮的消息是，過去曾一手打造出目前

世上裝載率最高的Android系統，並有著Android之

父之稱的Andy Rubin，已經著手執行機器人開發

計劃。Andy Rubin過去曾在德國蔡司 （Zeiss）光

圖一、21世紀全球再工業化的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中經院，2012

1970年代「再工業化」，是針對德國魯爾地區、法國
的洛林地區、美國的東北部地區和日本的九州地區等
重工業基地的改造，主要是重劃工業基地的產業改造
和振興問題

未來，先進國家的
「再工業化」著重
於振興製造業以及
加強出口

21世紀初，「再工業化」主要
著重製造業復甦等實體經濟。
「再工業化」固然有鞏固部分
產業的全球主導地位，亦有創
造就業機會的目的，與永續發
展的目的

80年代初期，
「再工業化」是
要擴大基礎設施
投資，加速固定
資產更新換代

80年中後期到90年代，
「再工業化」主要強調產
業的結構朝向知識密集度
高的方向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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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擔任過機器人工程師，對於這個機器人計畫，

他並未公布太多細節，包括發展方向和投入費

用，也說這個計劃有如「登陸月球」，需要充足

的準備週期，目光要放遠到多年後。但從近來的

相關訊息仍可歸納出幾個Google公司投入機器人

發展的用途。

一、Google發展的機器人可能偏向於人形機

器人，比較不是傳統工業型機械手臂，目標市場

鎖定在製造用和物流業；生產製造線上。目前對

於利用機器人來做非標準物件的辨識上仍有許多

待克服的技術，而這也是Google看到的機會，就

收購公司的技術來看，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都是圍

繞在發展仿人、定位和環境互動的技術，例如

１、SCHAFT公司 （強項為高速、高功率用於致

動系統的馬達、穩定行走技術及整合運算系統與

相關硬體設備）；２、Industrial Perception （機器

人視覺，公司專利主要在軟體與感應Sensor，透

過鏡頭與系統軟體將週遭環境轉為3D模型）；

３、Meka（機械手的末端夾取技術）；４、

Redwood Robotics （機械手臂製造商）；５、Bot 

& Dolly（機械手臂和環境互動的技術）；６、

Autofuss（機器人視覺）；７、Holomni（機器人

驅動系統）；８、Boston Dynamics（多足動力機

器人）。從上述收購的這些公司來看，Google 目

前應正在大力研製機器「深度學習」的系統，該

系統應該會具備自主思考能力，就像Android 語

音控制搜索、圖像識別及 Google 翻譯等類似的技

術。

二、就製造用途來說的話，判斷其應為工業

生產的自動化（如電子產品組裝線，目前大部份

仍是人工），希望透過機器人手眼力技術的成熟

將人工從重複勞動中解放出來。

三、就物流用途，如同Amazon的無人機送

貨，Google已經在美國三藩市等地，透過Google 

Shopping，測試利用機器人為Target、Walgreens和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等公司提供家居送貨服

務，也包括倉儲。

在收購了八家機器人領域的公司後，Google 

未來也可能會利用機器人去探測一些人類無法達

到的區域，以便能進一步完善它的Google Maps。

此外，機器人未來也可能會成為現實世界中的 

Google Now，以一個助手的身份整體跟著人類，

幫助人類完成各種任務，以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

及居家照護的需求。

上述的用途仍只是臆測，Google 近期在人工

智慧和機器人方面的密集舉動始終讓人遐想這家

公司是否有主窄世界智動化的野心？且正在打造

一個將顛覆世界的產品？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智慧機器人的發展正在打破「摩拉維克

弔詭」（Moravec paradox）

Google所收購的Boston Dynamics公司，他們

所開發的BigDog機器人，長的像巨大的金屬獒

犬，四條腿又細又長，能夠攀登陡峭的山坡，

即使在冰上跌倒，也能快速的站起來；Boston 

Dynamics公司現今亦不斷地突破在崎嶇不平的路

面上背負重物的技術，從這個方向的發展來看，

掌握機器人就是掌握生產，掌握機器人仿佛就掌

握了戰爭。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是一記對全世界機器人

技術發展研究的警鐘。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

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是美國國防部屬下的一個行政機構，

負責研發用於軍事用途的新科技。他們想要突破

這個狀況。他們發起了目前為止最大的、也是

最具野心的機器人研究計畫，該計畫被稱為：

DARPA Robotics Challenge（DRC）。這個計畫的

目標是：加速機器人的開發，使其能夠具備處理

各種災害的能力。

DARPA將DRC打造成機器人界的奧運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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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從全球收購了8家機器人公司

Industrial Perception 

機器人的精準視覺

Autofuss Bot & Dolly

機器人的動作控制

Meka Robotics

可伸縮的機械手
Meka的機器人不走強壯
路線，它主打的特色是
「彈性」，機器人的關節
伸縮自如，可順應各式各
樣的任務，能夠非常安全
的在人類旁邊運作。

IRIS 的機器人控制平台，
目的是要為現有的工業機
器人提昇至更精準的系統
整合。

Autofuss製造的機器人
專門處理需要特別技巧、
又能帶來視覺震撼的廣
告。

Industrial Sorting Robot快速
的夾起貨物後堆放完整，靠的
就是它的立體攝影機，可以找
出物品確切的位置，準確的拾
起貨物並卸下。

機器人的動作設計

Boston Dynamics

製造有腳的機器人

Holomni

全方位移動的輪子

SCHAFT

高效電能驅動器

Redwood Robotics

簡單可程式的手臂
2012 年創立的 Redwood 
Robotics 宣布他們想要研
製機器手臂，但未發表任
何產品。Meka 和
Redwood Robotics 可能
會結合Meka開發出節能、
安全的機器人。

S-One機器人爲電容器驅
動，電力相當於渦輪機發
動引擎，可以發出強大的
電能。

Holomni的目標爲製造
出高科技的輪子裝置，
可以進行全方位的運
動，Google大概想要幫
有腳
的機器人製造出更多的
活動和移動的方式。

這間公司所製造的機器人
最大的兩個特色就是：有
腳、自我驅動。他們的機
器人活動穩定、力量強大
，甚至可以拋擲煤渣磚。

圖二、Google從全球收購了8家機器人公司 圖片來源：各公司網站、工研院IEK整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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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機器人研究者、工程師開放參加比賽，

主要的技術目標是打造出能在人類所處的危險環

境中執行複雜任務的機器人，例如開車、使用工

具、破壞牆面等。DRC計畫期望參賽者研發的機

器人能使用目前人類環境中常見的標準設備和工

具，從手工具到各種交通運輸工具都包括在內，

以凸顯機器人適應不同規格工具的能力。2013年

12月DARPA在美國舉行了預賽：DRC trails，2014

年的決賽優勝者，獎勵將是200萬美元的現金。

這場華麗的競賽絕對會獲得全世界的矚目。如果

DRC計畫成功，市面上將會出現一批具備實用性

的機器人。之前DARPA曾是推動加速無人駕駛汽

車發展的重要助力，機器人挑戰計畫很可能扮演

相同的角色，推動人類超越如前述的摩拉維克弔

詭。

機器人領域近年來的創新科技進展還包括：

美國的創投公司Double Robotics所推出的Double，

它是一台帶著iPad，可在辦公室、醫院或是展場

上來回行走滾動的機器人，基本造型像是個倒過

來的鐘擺，底部裝上馬達驅動的輪子，約四、五

呎高的桿子頂端則裝了一個平板電腦。Double會

提供遠端臨場（telepresence）功能，讓操控者如

身歷其境般在遠端的建築物中「行動自如」，看

到和聽見周遭發生的事情。iPad的攝影機、麥克

風和螢幕可以充當操控者的眼、耳和臉，因此能

聽到和看見iPad所聽到和看到的事情，Double本

身則充當操控者的雙腳，聽從指揮，四處移動。

Double Robotics公司稱之為「以最簡單優雅的方

式，讓你不必大老遠地飛過去，就能出現在世

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這個機器人產品在2012

年一問世就受到高度的關注，目前這個價格約

在2000美元的產品已經銷售了超過600台。為了

出貨的可靠性，目前Double機器人在美國矽谷生

產和組裝，市面上也有一些類型相似但是技術

定位和售價都更高端的公司，例如Vgo、Texai、

iRobot/InTouch 以及AnyRots。但是在功能和外觀

以及售價上，Double機器人都具備了相當的競爭

力，這也是另一個機器人創新科技的代表。

全球最大網路零售商店亞馬遜花費龐大巨

資興建倉庫，且在2012年投資了7.75億美元購買

美國Kiva公司的機器人，運用它在自動化管理庫

房負責搬運的工作，近來更宣布要讓機器人整

合倉儲技術。亞馬遜公司目前已在三座倉儲中

心部署了1,400個Kiva機器人。詹尼資本市場公

司（Janney Capital Markets）分析預估，亞馬遜從

2013年併購的Kiva機器人後，履行每筆標準訂單

的成本（約3.5美元至3.75美元）可望再降低２成

至4成。Kiva機器人可將裝滿商品的貨架運給倉

儲員工，省下員工在倉庫裡奔波的時間，如果用

人力在一個大庫房裡做這些事，每天可能要走上

十幾公里；亞馬遜的出貨效率因此而提升，如此

計算下來，亞馬遜未來若全面導入並大舉派出

Kiva機器人兵團後，每年可省下4.58億至9.16億美

元的成本。更值得關注的是，未來亞馬遜公司可

能向其他公司銷售這些機器人。

丹麥工業機器人公司所推出的Unive r s a l 

Robots，人們可以抓住它的手腕，引導機器人手

臂做出希望它執行的動作，當做這個動作時，機

械手臂似乎毫無重量，由於機器人的馬達一直在

運轉，因此幾乎可以不必施力，機器人也可以維

護自己的安全；兩條手臂不會相互碰撞，如果試

圖引導機器人手臂互相撞碰，馬達會抗拒這樣的

動作。而且如果有人靠近它，它會自動放慢速

度。Universal Robots不需要依賴工程師撰寫複雜

的移動程式，它可直接由生產線的工人教導機器

人做事，每個人工只需接受不到一小時的訓練，

就能學會操控機器人的技巧。另外它也可以組成

像個人型一樣，兩條手臂可以獨立運作，同時做

兩件毫不相干的工作。

要打造出技能足堪比擬人類的機器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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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容易簡單的事，上述的一些發展案例，正說明

著智慧機器人的發展正在打破「摩拉維克弔詭」

（Moravec paradox）。現今已經能打造出在生產

線、倉庫和商場等實體世界中穿梭移動，並與環

境互動的工業型機器人。邁入機器人熱潮的世

代，我們將看到先進技術應用在智慧機器人的快

速進展，它的技術發展是由開始時的漸進式突

破，之後突飛猛進的進步。

甫結束的2014年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展，台灣廠商投入在機器人商機的熱度愈來愈

高；從轉投資洋威控制器的威強電、與上銀策略

聯盟入股寶元數控切入機器人控制器的研華、與

工研院技術合作視覺導引機器人的凌華、與大陸

廠商固高合作控制器的新漢電腦公司、研發居家

智慧照護機器人、掃地機器人的微星、華碩、東

元等..。百家爭鳴下，誰能愈接近突破摩拉維克

弔詭，甚至超越它，誰就愈有競逐大商機的本

錢。

二、日本機器人王國的地位深受美國挑

戰

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在2014年6月初

的慕尼黑機器人大展 （Automatica）上，協同其

在歐洲地區的18家廠商共同呈現著以FANUC機器

人為自動化系統DNA的展出，全部佔地2650平方

公尺，在整個慕尼黑展覽館上相當的受矚目，與

歐洲大廠ABB、KUKA 互別苗頭的意味很重。18

家廠商多數是系統整合商，以FANUC機器人為主

體，搭配視覺系統、工具機、夾爪等靈活運用。

標榜著其可無所不用其極的自動化各式領域，優

秀的系統整合商對於以FANUC機器人為核心的系

統可以提高生產的附加價值，亦即系統整合商能

夠幫助用戶端實現投資自動化的價值。

日本長期以來投注大量資源，在工業機器人

與人型機器人（Humanoid）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現今除了歐洲、亞洲的南韓、台灣之外，令人

不得不關注的科技大國-美國，則已是挾帶著豐

沛的研發資金在機器人領域上以超速度成長的

態勢急起直追。目前美國的製造業中，每萬名

表一、主要工業國家每萬名工人中機器人所佔數量的比較
 （左：整體製造業，右：汽車產業）

資料來源：IF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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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機器人裝置量是141台，日本則是332台；

而在汽車業中，美國每萬名工人的機器人裝置

量是1091台，日本則是1562台，隨著美國亟力追

求本質上是提昇製造業高附加價值的再工業化 

（reindustrialization）後，這兩個國家未來在機器

人使用密度上會愈來愈接近是可預期的事。                                                       

2014年4月下旬，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到日本訪問，在行程中特地到

日本科學未來館參觀。當多數媒體把焦點放

在向歐巴馬展現跳躍、跑步、踢足球的本田

（HONDA）機器人ASIMO上，並認為ASIMO幫

日本達成了一段非常成功的機器人外交之外，日

本產研界的相關人士其實更關心的一件事就是歐

巴馬在日本會面了SCHAFT公司的負責人中西雄

飛和浦田順一，SCHAFT是本文前述被Google收

購的日本機器人公司。中西和浦田兩人原本是東

京大學的助教，後來獨立創業，由於在日本國內

籌資困難，於是透過介紹認識Google機器人的負

責人，Google進而買下SCHAFT。被 Google 併購

前，SCHAFT 總不吝與外界分享其研發成果，但

是在納入 Google 旗下後，公司對於機器人相關研

發的業務頓時變得神秘且不對外透漏口風。

如前所述，SCHAFT公司的強項為研製高

速、高功率用於致動系統的馬達、穩定行走技術

及整合運算系統，曾在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畫

局（DARPA）主辦的機器人大賽中，以救災用

機器人打敗麻省理工學院等眾多強敵。SCHAFT

只是一個小型的新興日本企業，但它被Google買

下一事卻在日本國內引起諸多討論，Google 買下

SCHAFT 絕不是只想設計救援機器人，他們的目

標應該是有市場利基導向的機器人。

被Google併購後的機器人公司，幾乎都謝絕

媒體採訪，增加了這些企業的神祕性，而日本產

官民間長年投下大量經費在機器人的研究上，優

秀的公司被美國企業買走後，引起日本憂慮未來

在機器人的領先地位是否能繼續維持，或目前發

展方向是否正確。由於日本在汽車和精密機械等

領域發達，目前在工業機器人的使用量為全球第

一。根據推估，2021年全球服務型機器人的需求

總值為178億美元，將超過工業機器人的158億美

元；日本官方也推估，2040年後服務型機器人的

全球市場規模可能達到近5兆日圓（約合1兆6千

多億台幣），是工業用機器人的2倍。近年來像

是SCHAFT般的新興優秀機器人公司被美國企業

買去，陸續引起日本國內擔心，在服務型機器人

領域太過執著於人型機器人的開發，沒有注重機

器人商品化的發展，亦即未掌握消費者真正需

要的服務型機器人，讓機器人王國的地位漸被南

韓、美國挑戰，因此日本方面開始有極度的危機

感，希望大力加強服務型機器人的推出。

以醫療和社福用的機器人企業CYBERDYNE

在2014年3月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它是協助

人類行走復健的機器人動力套裝，CYBERDYNE

於東證上市，目的就是籌資拓展業務並向世人

宣告在實用的服務型機器人領域日本仍是世上

數一數二的國家。「軟體銀行」（Softbank）

社長孫正義也積極投入相關產業，除了入股法

國著名機器人企業Aldebaran外，並宣布明年2月

將推出具有學習能力、感情辨識功能的機器人

「Pepper」，它由台灣鴻海公司製造，捨棄由日

本製造的訊息可以看出，鴻海製造精密機器人的

能力已受到國際廠商的重視。預估鴻海公司推出

自有品牌機器人的日子，就將落實。

日本長期以來投注大量資源研發，在工業機

器人與人型機器人方面擁有領先地位；美國現今

則是挾帶豐沛資金急起直追，不斷挑戰日本機器

人王國的地位，機器人被認為是下一個最具氣勢

的全球明星產業，美、日兩強在新時代的對決會

左右全球產業走向，不出幾年就會看出誰才是真

正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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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oogle的機器人會讓美國重返自動

化工業的制高點

在Google明白表示對機器人產業的興趣後，

目前在矽谷或波士頓等新興企業重鎮，已充滿一

股機器人熱，有許多企業和學界投入。身為全世

界最大搜尋引擎的Google，理所當然的會把電子

商務龍頭Amazon視為競爭對手，Amazon已經發

展了無人駕駛貨機；Google應也體認到，從工廠

的大量生產到配送到終端消費者的這一整條流

程，如果都能自動化的話，將會大大提高商業模

式的效率。其已經握有電子商務的資源，例如客

戶資料---可從搜尋關鍵字和點擊蒐集顧客購買偏

好、Google地圖和街景資料、還有線上交易的電

子錢包，Google在虛擬世界累積的大量知識和人

工智慧，將透過機器人走入現實。不會只限於工

業用機器人，未來會進一步延伸到商店、家庭、

辦公室的自動化，結合物聯網的自動化應該是他

們的發展重心。

過去二、三十年以來，亞洲部份國家因為生

產成本低、作業員供應充沛且薪資低廉，很多美

國工廠開始移至亞洲設廠，使得美國年輕人的工

程相關就業機會變少；在年輕工程師愈來愈少、

無法滿足工廠需求之下，美國逐漸失去製造的優

勢條件。雖有論點指出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倡製造

業回流是為了創造美國本地的就業機會，但是對

於「再工業化」或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說法，都樂

圖三、Google的野心是想打造一個將顛覆世界的產品

Google要做什麼樣的機器人?

Google發展的機器人應偏向於人形機器人，比較不是傳
統工業型機械手臂，目標市場鎖定在製造用和物流業；
生產製造線上，對於目前利用機器人來做非標準物件的
辨識上仍有許多待克服的技術，而這也是Google的機
會。

這家公司這家公司的野心是想的野心是想主主宰宰世界世界的的智動化？且正在打造一個將顛覆世界的產品？智動化？且正在打造一個將顛覆世界的產品？

大舉投入機器人開發的Google應該不是以工業機器人的
品牌為目的，著眼點應該是在機器人標準的制定，他們
認為這是更為重要的事，就和.com有標準，通訊的傳輸
協議有標準一樣；透過標準的制定，讓Google站在自動
化設備產業的制高點。

此外，Google朝向建立一個平台，此開放平台不同於目
前其他的機器人公司是在自己的平台上建立垂直的系統
與應用，Google朝向建立一個開放平台供大家選擇。這
樣的模式，類似於過去Google與蘋果在智慧型手機平台
上的較勁，只是移到機器人自動化的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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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2014年6月號期刊中之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的現況分析與發展動向

(p.2-13)一文之相關數據提出更正說明

於文章中(p.2)「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的產業現－工業機器人」段落中，2013

年，投入工業用機器人產業的相關廠商(含零件、系統整合)約有百家，產值

達到新台幣約526億元，投入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相關廠商（含零組件）約有30

家，產值達到新台幣約60-70億元。其中紅字處應修正為426億元，經由作者

來信確認紅字數字為誤植，特此更正說明。

【更正啟示】

觀地預言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將會大量回流本土。

不過，新興製造業的發展並不等於出現更多

的就業機會，因為新興製造業的根本特質就是工

資佔生產成本的比重大為降低，這是發達國家製

造業回流的前提，這說明即使有第三次工業革

命發生，這場革命也不會在生產線上依賴大量工

人。

如果製造業工人的數量沒有增長，怎樣才能

讓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國民有穩定的工作，進而增

加社會的有效消費？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預言似乎

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從製造面來看，東方開發中國家與西方先進

國家競爭的起跑點將更加拉近，一來是自動化生

產會日益普及，技術愈來愈進步；再者，現今無

論汽車產品、智慧型手機、不斷推陳出新的平板

電腦，將它們生產製造的供應鏈攤開來看，其實

又長又脆弱，這會導致產品的直接與間接成本受

到不可抗拒的因素影響；油價受到波動，從中國

出發的貨櫃運輸成本就會增加、冰島火山爆發、

海盜事件，都算是全球供應鏈的風險，萬一發生

了，生產據點應貼近消費者的論點就會被更加驗

證；再者紛擾難測的世界局勢，一旦有政治變數

或幣值波動，就可能瞬間抹煞了境外生產的成本

優勢，拜日益進步的自動化技術之賜，人力將可

能只占製造成本的一小部份，在人力成本占比縮

減的情況下，其他如運輸成本或產品從生產製造

到客戶手中的時間，將佔有很大的重要性，由此

看來，美國想以自動化來主導再工業化的核心意

義便很明顯的凸顯出來了。

Google想以此在未來站在自動化設備產業的

制高點，亦即讓美國重新主宰世界工業的自動

化，對於目前歐日的智慧機器人產業造成重新洗

牌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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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2014

年第一季(1~3月)台灣地區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

括之工業機器人(847950)進出口產值，由台灣智

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統計分析如下：

透過表一數據，2014年第一季台灣工業機器

人出口總值為1千626萬美元，與2013年第一季受

2014年1~3月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月份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增減比(%) 

總計 14,022,582 16,262,156 15.971

01(2013/2014) 5,551,570 3,468,976 -37.514

02(2013/2014) 3,733,249 5,054,524 35.392

03(2013/2014) 4,737,763 7,738,656 63.34

表一：2014年1〜3月台灣出口金額依月份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台灣工業用機器人進出口產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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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幣寬鬆政策之影響相較之下成長15.971%，

1~3月出口總額來看除一月呈現衰退外，二、三

月皆呈現漲幅趨勢，由此可看出今年度製造業為

提升生產效率、降低勞動力不足的影響，大量導

入自動化，也帶動機器人產業發展。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2011年機器人產值首次

突破500億元，且持續穩定成長，但2013年因全

球不景氣，產值小幅衰退3%。今年台灣機器人產

值將較去年成長5%，年產值上看550億元，目前

還是以工業型機器人為大宗，如：機械手臂及其

關鍵零組件等。(聯合報╱劉俐珊，20140712)

由表二：2013年1~3月及2014年1~3月台灣出

口地區別，及表三：2013年1~3月及2014年1~3月

台灣出口國家別出口金額統計顯示，亞洲地區

仍為台灣出口工業機器人的主要地區，2014年

1~3月亞洲區出口總值為1千137萬美元金，相較

於2013年1~3月成長了13.71%，佔台灣出口總值

約70%。亞洲區之中仍以中國大陸為台灣主要的

工業機器人出口國家，2014年第一季出口金額為

736萬美元，佔總出口額約45%，相較於2013年

第一季成長48.36%，透過近期的報導及國際機器

人聯合會（IFR）統計顯示，2005~2012年全球工

業機器人的年均銷售增長率為9%，同期中國工

業機器人的年均銷售增長率達到25%。中國大陸

目前的機器人密度（每萬名工人所擁有的工業機

器人數量）仍舊處於較低水平。中國大陸機器人

密度僅為21，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差8倍~10倍，

但其未來發展不容小覷。(工商時報╱李書良， 

20140603)此外，中東及近東地區，今年第一季成

長了，連續兩年出現成長趨勢，可看出中東及近

東國家在工業機器人的需求上逐漸提高。

由表四台灣2014年1~3月台灣進口金額依月

份統計顯示，2014年1~3月進口工業機器人的

總金額為1千632萬美金，相較於2013年1~3月增

表二：2014年1〜3月台灣出口地區別出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二：2014 年 1~3 月台灣出口地區別出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洲別 Global-Continental 14,022,582 16,262,156 --- 15.971

0 亞洲 ASIA 10,001,858 11,373,169 1 13.711

1 中東及近東
MIDDLE AND NEAR 

EAST
1,442,135 1,909,435 2 32.403

2 歐洲 EUROPE 1,423,716 1,443,985 3 1.424

4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962,167 1,232,856 4 28.133

7 大洋洲 AUSTRALASIA 41,830 140,989 5 237.052

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87,444 138,899 6 58.843

5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23,854 19,855 7 -16.764

3 非洲 AFRICA 39,578 2,968 8 -92.501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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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三：2014年1〜3月台灣出口國家別出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表三：2014 年 1~3 月台灣出口國家別出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國別 Global-Country 14,022,582 16,262,156 --- 15.971

CN 中國大陸 CHINA 4,961,762 7,361,431 1 48.363

IL 以色列 ISRAEL 840,455 1,742,526 2 107.331

HK 香港 HONG KONG 1,061,807 1,327,620 3 25.034

US 美國 UNITED STATES 962,167 1,212,111 4 25.977

SG 新加坡 SINGAPORE 754,934 770,700 5 2.088

DE 德國
GERMANY,FEDERAL REPUBLIC 
OF 451,956 660,687 6 46.184

JP 日本 JAPAN 780,181 564,037 7 -27.704

VN 越南 VIET NAM 313,124 351,786 8 12.347

FR 法國 FRANCE 145,149 330,798 9 127.902

IN 印度 INDIA 265,788 256,684 10 -3.425

ID 印尼 INDONESIA 19,306 221,250 11 1,046.02

MY 馬來西亞 MALAYSIA 206,696 209,243 12 1.232

TR 土耳其 TURKEY 159,742 166,909 13 4.487

AU 澳大利亞 AUSTRALIA 41,830 140,989 14 237.052

TH 泰國 THAILAND 501,082 138,221 15 -72.415

FI 芬蘭 FINLAND 109,910 114,317 16 4.01

KR 韓國 KOREA,REPUBLIC OF 1,087,228 99,967 17 -90.805

BR 巴西 BRAZIL 55,082 91,850 18 66.751

PH 菲律賓 PHILIPPINES 41,313 72,230 19 74.836

IT 義大利 ITALY 59,358 71,138 20 19.846

GB 英國 UNITED KINGDOM 82,875 68,575 21 -17.255

NL 荷蘭 NETHERLANDS 15,029 61,466 22 308.983

AR 阿根廷 ARGENTINA 16,334 42,267 23 158.767

PL 波蘭 POLAND 140,912 31,018 24 -77.988

SE 瑞典 SWEDEN 22,582 29,978 25 32.752

ES 西班牙 SPAIN 65,148 27,576 26 -57.672

CH 瑞士 SWITZERLAND 11,955 21,822 27 82.535

CA 加拿大 CANADA --- 20,745 28 ---

MX 墨西哥 MEXICO 13,871 19,855 29 43.14

CZ 捷克 CZECH REPUBLIC 30,273 15,654 30 -48.291

SK 斯洛伐克 SLOVAKIA --- 5,970 31 ---

CO 哥倫比亞 COLOMBIA --- 4,782 32 ---

IE 愛爾蘭 IRELAND 6,045 4,453 33 -26.336

SN 塞內加爾 SENEGAL --- 2,968 34 ---

RU 俄羅斯 RUSSIA 121,473 533 35 -99.561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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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表五顯示，2014年1~3月台灣進口工業機器

人第一大進口地區為亞洲，其次為歐洲。其中日

本仍為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最大國，進口金額達

7百770萬美元，雖與2103年第一季進口金額相比

下滑了-12.53%，仍佔台灣第一季工業機器人進口

總額約48%。而今年第一季台灣對中國大陸、德

國、新加坡、韓國等國的工業機器人需求呈現正

向成長，其中台灣從中國大陸的進口金額較2013

年成長高達117.64%，有可能是國外大廠紛紛進

駐中國大陸及在工業機器人發展技術逐漸提高，

也造成台灣從中國大陸進口額逐年增長，成為台

灣工業機器人設備進口國排名第二。

IFR報導指出2013年中國大陸購買的工業機

器人占世界的五分之一，首度超越日本，在提高

生產率的努力上中國超過日本；此外，中國大

陸2013年中國大陸購買工業機器人36,560台，與

2012年相比上漲了近60％。同期日本購買 26,015

台，居世界第二；美國購買23,679台，居世界第

三。從2008年至2013年，中國機器人購買量年均

增長36％，IFR預計2014年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

最大的機器人市場。這一年也在業界被認為是

中國大陸的工業機器人元年，其對機器人需求

日增，主要來自大型跨國製造業，特別是汽車

製造業。全球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到2016年將成長

到105億美元，服務型機器人也將成長到86億美

元。近幾年日本和歐洲大型機器人企業的市佔率

競爭皆以中國大陸為主要舞台日趨激烈，屆時中

國將成為工業機器人最大的市場。(工商時報╱

李書良，20140603)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四：2014 年 1~3 月台灣進口金額依月份統計 (單位:美金)
月份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增減比(%) 

總計 15,600,964 16,322,338 4.624

01(2013/2014) 5,875,459 4,726,500 -19.555

02(2013/2014) 4,178,312 4,370,307 4.595

03(2013/2014) 5,547,193 7,225,531 30.256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四：2014年1〜3月台灣進口金額依月份統計 (單位:美金)

表五：2014 年 1~3 月台灣進口地區別進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洲別 Global-Continental 15,600,964 16,322,338 --- 4.624

0 亞洲 ASIA 12,022,230 13,412,570 1 11.565

2 歐洲 EUROPE 2,845,741 2,244,440 2 -21.13

8 其他 OTHER --- 553,310 3 ---

4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732,993 112,018 4 -84.718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五：2014年1〜3月台灣進口地區別進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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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14 年 1~3 月台灣進口國家別進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3/01-2013/03 2014/01-2014/03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國別 Global-Country 15,600,964 16,322,338 --- 4.624

JP 日本 JAPAN 8,882,934 7,770,216 1 -12.526

CN 中國大陸 CHINA 1,704,652 3,709,949 2 117.637

DE 德國
GERMANY,FEDERAL REPUBLIC 

OF
882,397 1,847,872 3 109.415

SG 新加坡 SINGAPORE 51,093 961,644 4 1,782.14

ZZ 其他國家 OTHER --- 553,310 5 ---

VN 越南 VIET NAM 753,786 523,217 6 -30.588

MY 馬來西亞 MALAYSIA 606,921 264,986 7 -56.339

FR 法國 FRANCE 516,853 229,135 8 -55.667

KR 韓國 KOREA,REPUBLIC OF 3,537 182,558 9 5,061.38

US 美國 UNITED STATES 732,993 112,018 10 -84.718

DK 丹麥 DENMARK 73,965 95,900 11 29.656

GB 英國 UNITED KINGDOM --- 71,533 12 ---

MM 緬甸 MYANMAR 19,307 --- --- ---

AT 奧地利 AUSTRIA 22,636 --- --- ---

ES 西班牙 SPAIN 25,680 --- --- ---

IT 義大利 ITALY 160,482 --- --- ---

SE 瑞典 SWEDEN 1,163,728 --- --- ---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表六：2014年1〜3月台灣進口國家別進口金額統計(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未來的生產製造不再以量取勝，機器人逐漸

取代傳統的自動化設備，前景不容小覷，根據工

研院估算，2011年全球的機器人產值，已有122.5

億美金規模，預估2016年將成長到202億美元，

2021年產值更可望暴衝上336億美元，微軟創辦

人比爾蓋茲曾經說過，機器人將成為下一個改變

世界的技術，美國總統歐巴馬也看見趨勢，高喊

所謂的再工業化，新世代機器人就是他的秘密

武器，更別說大陸的十二五計畫，早將工業機器

人，列為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之一( TVBS/戴元利，

20140603) ；台灣受到全球對自動化的趨勢之影

響，在許多台灣大廠紛紛投入及建立聯盟來看，

未來在智動化產業的發展將有無限可能，而今年

德國主推工業4.0的改革，台灣如何站在利基點上

發展工業機器人，將是值得掌握的未來發展方向

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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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的企業

進入「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中精

密機械園區的全球營運總部大樓，令人不禁詫

異：「這是機械廠嗎？」。台灣的機械產業總被

認為是黑手產業，但「和和機械」卻扭轉了刻板

印象。

一進到大廳就有吧檯及舒適的空間，馬上讓

訪客感受到開放(OPEN)及輕鬆(EASY)的氛圍，所

以在2011年10月總部落成典禮中，當時的經濟部 

施顏祥部長蒞臨剪綵及致詞時，就曾讚嘆這是一

家樂活的企業(圖1)。

「創造生活樂趣」的品牌傳達

「和和機械」創立于1979年，以雷射切管

機、彎管機和圓鋸機爲主力產品，面對全球市場

激烈競爭，「和和機械」不求近利，而始終堅持

且穩健經營自有品牌，以品質、服務及成本等

優勢與籌碼，不僅於1992年全面進駐中國大陸市

場，設立25個直營分公司，並且與國外公司策略

「和和機械」台灣全球營運總部

和和機械 創造生活樂趣
中堅企業†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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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同經營聯合品牌，成功開拓歐美等海外

市場，並持續以多元行銷方法，包含密集參加專

業展覽、支援多國語言的網站及型錄，積極深耕

並擴大市場。

經過30多年的努力，「和和機械」創新研發

的核心價值及嚴謹的服務品質，不僅成功拓展全

球行銷網路，更建立了提供優質服務的品牌形

象，為台灣機械產業注入新的經營理念，也成為

製造業服務化典範企業。

公 司 的 經 營 團 隊 中 設 有 品 牌 行 銷 部 門  (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 Marcom )，雖然在廣

告界或消費性產品的公司中，品牌部門是很普遍

的，但在機械業卻相當罕見，「和和機械」就是

要傳達給客戶，他們重視品牌經營的態度。因為

重視OBM，所以在41個國家都有品牌註冊；手中

「創造生活樂趣」的公司型錄(圖2)，看起來很像

某家北歐傢具公司的型錄，傳達了「機械就是在

日常生活」，這正象徵「和和機械」是一家會思

考如何服務「客戶的客戶」的廠商。「這真的是

機械廠嗎？」心中不斷湧起疑問，非常期待能發

現「和和機械」如何擺脫傳統，堅持經營自有品

牌，締造圓鋸機和彎管機市場占有率亞洲第一、

全球前三大的傑出成就。

綠色的研發環境創造綠色科技

「和和機械」的圓鋸機和彎管機的市場占有

率和規模是亞洲第一、全球前三大。在傲人成果

背後，林志遠董事長說：「其實做這種機械設備

的生意是蠻辛苦的!」，「和和機械」的產品不

同於大量標準化生產的電子產品，幾乎都是客製

化接單生產，客戶規格繁多，從接單到完成圖面

資料、製模、加工測試直到加工產品符合要求，

才能交機，不僅要做到降低成本、控制品質，更

(圖1)時任經濟部 施顏祥部長及台中市 胡志強市長蒞臨剪綵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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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和和機械 創造生活樂趣」型錄

重要的是高度的彈性製造及快速回應客戶需求，

因此研發與生產管理機制相當複雜。

「和和機械」是怎麼做到世界級的研發及創

新動能？為了激發研發人員更多創意，研發部辦

公室挑高且開闊、綠意盎然的自然環境 ( 圖3)。

來過和和「創新研發中心」的人都會說，ㄧ進來

就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味道，那是綠色植物所散發

出的新鮮空氣，加上從天井竄進的金黃色陽光，

線條不均勻的灑在綠叢裏，讓這群研發人員彷佛

置身在空氣清新的晨間後花園，思緒敏銳又精

確。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就能創造出符合人運作

的産品及設計。研發人員約佔和和員工的20%，

專長涵括機械、電機、自動控制、軟體設計及工

業設計等，而每年十幾項的專利技術產出，一直

專注於複合化及綠能減廢技術的創新。在市場及

技術面上，這些專利技術不只築起高牆把對手遠

遠拋在後面；綠能減廢的設計概念，讓大家都了

解，所謂的傳統產業其實思考更先進。

不僅抒發研發人員壓力，也可以刺激更多創

新設計與構想，「和和機械」鼓勵研發、追求創

新的理念充分反應在產品上，該公司產品屢屢獲

得許多創新相關獎項與殊榮，累積國內外專利已

超過100件。

除了研發部門人員外，「和和機械」鼓勵所

有員工參與創造發明。提案制度累積的創新構想

包含研發、品質、製程、管理等多元內容，生產

線裝配人員從組裝過程中激發的靈感，也能提出

很好的產品改善構想，進而取得專利。不僅有創

意提案，「和和機械」更重視創意實現，所有提

案經過經營管理會議評估後，立即擇優交給研發

部門設計開發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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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經驗的心得分享

除了研發記錄簿等必要的實驗與心得記錄

外，「和和機械」特別重視知識管理的實踐，要

求研發工程師必須從發表與分享做起，尤其特別

的是，分享重點不是成功經驗，而是失敗案例。

通常是每兩個星期舉辦一次發表會，由各小組輪

流發表，失敗的案例必須詳細描述過程細節。林

董事長表示：「因為分享失敗案例，工程師就會

降低犯錯頻率，表示成功的頻率會提升，而且思

考會更周延」。

 有滿意的員工，才能讓顧客滿意

「和和機械」回歸核心價值到「人本的關

懷」上，深信有滿意的員工，才能讓顧客滿意。

從獨立的員工午休空間設計、開放舒適的辦公空

間、創新研發中心的綠色植栽空間、放鬆休閒的

咖啡吧台到人才培育與獎勵制度等，在在感受到

「和和機械」對員工關係管理的體貼與用心 (圖

4)。

圖3 綠色空間的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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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放鬆休閒的咖啡吧台

人才培訓及認證 維持服務品質

即使在高科技產業的人才磁吸效應下，「和

和機械」也能善用人才，發揮人力資源最大效

益。「員工招募進來後，我們自己訓練好的人

才」林董事長語重心長地說。因此「和和機械」

自行設計人才培訓認證系統。以銷售服務人員為

例，新進員工首先必須完成為期三個月的新人訓

練，並且通過認證才能派任正式職務。認證測試

內容包含原理、操作及問題診斷等，結果概分為

A、B、C級，一般人員必須通過C級認證，派駐

海外的銷售服務人員必須通過B級以上認證。

這套人才培訓及認證制度，同步在台灣總部

與大陸子公司推行，目前也逐步衍生到海外代理

商的服務人員培訓，已發展成為「和和機械」重

要的服務品質系統，希望將嚴謹的服務品質伴隨

高品質的產品一同拓展到全球市場。不論產品到

哪，服務品質都能維持相同水準(圖5)。

全球化佈局貼近客戶

爲因應全球化佈局，「和和機械」以台灣為

營運總部，1992年於馬來西亞Shah Alam設立銷

售總部，於1993在中國大陸張家港市設立「和和

機械(張家港)有限公司」，緊接著於1995年鋪設

完成25個直營的子公司網絡，據點遍佈瀋陽、上

海、無錫、武漢、重慶、廣州等地，搭配全球40

多位代理商，迅速建構完成全球銷售服務網。這

些服務據點，不僅具有開拓市場、快速回應客戶

需求的使命，更可以即時獲取第一手資訊、掌握

市場先機。由於極度貼近市場加上良好的客戶關

係，許多新產品的研發創新構想或專利，都是直

接由客戶需求中發展出來的。

用當地的語言行銷 拉近客戶距離

「 用 當 地 的 語 言 行 銷 ， 才 能 拉 近 客 戶 距

離！」，「和和機械」結合代理商行銷能量，公

司網站隨時以14國語言迅速展示與更新訊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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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維持全球品牌形象，並與全球客戶保持良好互

動。除此之外，每年參加30餘場國際展覽，以實

體機械設備展示，增加潛在客戶對產品的認識。

因為經營自有品牌，「和和機械」投注相當多資

源在品牌行銷上，例如約占營業額3~5%的行銷預

算就是一例。

品牌競合拓展海外市場

台灣的機械設備打入歐美市場是非常困難，

想在歐美經營「SOCO」品牌更是不易，但是

「和和機械」仍一本初衷堅持自有品牌，以技術

及產品優勢為談判籌碼，爭取到英國LANBOW

公司同意策略聯盟。LANBOW是英國優秀機械

設備廠商，兩公司合作初期先以交互買賣方式

共同經營聯合品牌「SOCO-LANBOW」，透過

LANBOW公司市場網絡，「和和機械」成功滲透

英國市場，也使得德國、瑞典、芬蘭等等歐洲客

圖5.人才培訓的認證系統

戶陸續接受「SOCO」產品，更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和和機械」產品的成本優勢，LANBOW公

司索性停止自行生產與製造設備，轉而完全代理

「SOCO」品牌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時，也沿用

聯合品牌經營模式，與美國HAVEN公司合作經

營「HAVEN-SOCO」品牌，同樣成功讓美國客戶

接受「SOCO」產品，奠定「SOCO」成為全球品

牌的重要基石。

一條龍的垂直整合維持競爭優勢

只要有金屬管材零件，就有彎管機、圓鋸機

等設備需求，因此「和和機械」的產品應用市場

非常大，包含汽車零組件、家具、醫療輔具、運

動休閒器材等。隨著應用市場需求快速變化，產

品多樣化且彈性生產需求強勁。為解決相對不穩

定的需求變化，「和和機械」自行發展精密模具

製造，提升了設備客戶承接客製化產品的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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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可以快速回應客戶的客戶的需求，也從而

掌握關鍵組件，維持技術及成本優勢，足以在台

灣甚至世界同業中維持領先的地位。所以「和和

機械」從市場調查、行銷推廣、售前服務、研發

設計、工業設計、加工製造、成品組裝、品質檢

驗、售後服務等一條龍式的垂直整合，大大的提

升競爭優勢。

董事長人物側寫

林志遠董事長創立「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之前，曾擔任中國石油工程師及瑞典貿易公

司的經理，擁有不錯的收入，但勇於挑戰的他，

拋下安穩的生活，在32歲時跟朋友共同創業，開

辦初期就從鐵皮屋開始，篳路藍縷卻始終堅持

「讓客戶能安心使用設備」的信念，以堅定、樂

觀、勇敢的個性，帶領全體員工突破各種難關，

才有「和和機械」今天的成就 (圖6)。

愛好藝術、擅長繪畫的林董事長，也喜好登

山及接觸大自然，這也是「和和機械」以人性化

管理、強調產品創新設計的動力來源。

圖6. 和和機械林志遠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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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豪精密工業成立於1978年，自創「GPM」

自有品牌。成立初期以半導體設備之模具零組件

製造為主，自1985年逐步穩健的跨入製程設備、

自動化設備及精密模具零組件領域，透過合併

「華東半導體」及「群錄自動化」更加倍厚實製

程技術的研發、生產及製造能力，並成功進入多

項關鍵產業的核心供應鏈，產品銷售與服務範圍

擴及亞洲各國，客戶涵括大中華及東南亞地區。 

走過近四十個年頭，均豪集團立足台灣，匯

集兩岸資源，以多年豐厚經驗和創新能力為基

礎，掌握市場先機，持續提升自有核心技術和服

務品質。業務範疇涵括智慧工廠及顧問諮詢服

務、智動化設備、顯示器製程設備、自動光學

檢測(AOI)設備、體外檢測儀器、隱形眼鏡整廠

設備、單/多晶太陽能整廠設備、濕/化學製程設

備、半導體封裝製程暨檢測設備及精密機械、精

密模具零組件等。 

均豪集團總部位於新竹市科學園區，分別在

中部科學園區、土城工業區及中國蘇州等地設置

創新研發及製造中心，並建構24小時On Call完善

售後服務機制，服務據點遍及台灣、中國及東南

亞等地，以集團整體資源為後盾，滿足客戶各式

需求。均豪提供的不只是優質產品，更致力於佈

局新產業及新產品，提升生活品質，奠定GPM的

品牌價值，永續成長。

智慧自動化全方位的整合及服務

隨著ECFA時代來臨，國際產業競爭日深，

國內產業發展正面臨再次升級的壓力。業者需要

透過生產效率提升，創造產品獲利空間及提升產

品價值。均豪精密擁有實力堅強的研發團隊及供

應商體系，運用機電整合及系統整合規劃的優

勢，整合平台及軟硬體，提供業者最適化的解決

方案及軟體服務，如圖一所示，幫助業者加值升

級，得到精益製造的效益，提升生產管理效率及

企業競爭力，例如：優化人力的配置、減少生產

過程的在製品庫存、減少成品庫存及減少工廠占

用空間等。

提供全方位整合性服務

均豪精密
中堅企業†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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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智慧工廠的建置架構

圖二、智慧工廠的資訊整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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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自動化的商業模式，均豪精密依據業

者的需求或困難，規劃適合的方案解決業者的問

題，協助業者提升生產效率、產品價值及產業加

值升級。均豪精密在各領域及各產業的工廠自動

化，累積豐富的自動化設計及電腦整合製造的能

力，如圖二所示。自動化物料搬運系統部份，包

含MCS、AGV、OHT、RGV及Stocker，均豪精密

提供全方位的整合性服務。

核心技術是均豪精密重要的發展方向，產品

品質都己深獲業界的肯定，可以提供驗證平台，

圖三、均豪的核心技術

共同開發核心技術相關的製程設備，提供加值的

服務，也提供多項核心技術的整合應用，如圖

三、圖四所示。 

均豪精密的價值主張，站在合作夥伴的立

場，提供業者合適的解決方案，讓業者將資源投

注在資源整合調度及製造彈性化，最短的時間及

最少的成本產出最好品質的產品，例如：提供業

者工藝流程合理化、模組化及介面標準化的建議

及技術指導；物料搬運方法、設備、控制、及軟

體標準化，以達成整體工作目標。均豪精密與同

業的差異，在於均豪精密的系統整合能力，善用

軟體、系統及服務等技術，取代製造過程中原有

的部份勞動與腦力，如圖五所示。

在市場高度競爭情況下，要求低成本、高品

質之產品及服務愈來愈殷切。均豪精密的產品，

考量企業內在及外在環境的應變能力，整合核心

技術能力，挖掘服務的核心，提供了各式滿足

使用者需求的創新應用服務，不只提供設備給客

戶，更提供貼心服務，為設備創造更高的價值，

如圖六所示。。未來，將觀察市場變化，抓住機

會，加上執行力，利用現有核心技術進行跨領域

的整合應用，激盪出更新穎的創新服務，發展有

創意或創新的應用軟體，為創新應用服務加分，

幫助產品提高價值及競爭力。

圖四  磨邊、清洗及檢測三合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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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物聯網模式的資訊整合

圖六、智動化模式的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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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典型的教導方式來設定工業型機器人的

運動軌跡是一件繁瑣、耗時且須具備相當技術基

礎的任務。本次的研究與昱亨實業有限公司合

作，經由討論過後提出了基於3D點雲數據的機

器人噴塗系統，產生比傳統教學方法更靈活且有

效的機器人程序定義和控制方式。並且任何人可

以簡易的透過使用者圖形介面的設計接收系統

的輸入(出)參數、顯示模型、並檢查末端效應器

(end-effector)的路徑以保證安全。此系統包含了

以KinectFusion為基礎的3D掃描系統、噴塗六軸

機器手臂、機器人送料系統、路徑規劃和機器人

程序產生的部分。其軌跡的產生可由兩種模式產

生，包括讀取曲線骨架的工件模型或者採用人工

選取圖形中的角點方式。最後透過昱亨實業有限

公司所使用的YASKAWA MOTOMAN EPX2050

機器手臂於以實行並且與腳踏車車架的3D點雲

數據，搭配兩種輸送帶系統，來實現兩種噴塗模

式。

一.設計概念與應用

目前自行車自動化噴漆技術主要可分為圓盤

型靜電噴漆裝置和示教機器手臂進行噴塗兩種。

比較兩者優缺點：前者不用示教，可直接更換生

產線上產品，可節省時間，有較高的生產效率，

但相對的使用大範圍及大量的漆料噴塗，雖有使

用靜電增加吸附效果，不過依舊浪費大量的漆

料，且車架邊角部分尚待以人工的方式補噴漆，

也使工作人員得暴露在充滿化學物質的工作環境

中；後者則可以直接針對車架的桿件以及邊角來

進行軌跡的噴塗，再搭配靜電提升效果，可以有

效的達到節省漆料及成本，但其缺點就在對每一

項車架產品，就得示教一次，而示教機器手臂這

項工作又相當費時，就算是專業機手臂工程師，

林其禹∕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特聘教授

Zelalem Abay Abebe∕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張書菡∕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李聖文∕昱亨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進行自行車架噴漆
之智慧型系統

使用
軸機器手臂6 Intelligent bicycle frame spraying 

system using 6-axis manip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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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一架車架至少還是得花上一個小時，這對緊

湊的生產線上是項不利的因素，更何況不容易在

產線上找到很適任的專業機器手臂工程師。

綜合以上，如何在不浪費漆料又能將示教的

時間縮短，且不失兩者優點的情況下，正是此系

統的概念來源。在本系統中。若沒有車架的CAD

模型，可以利用Kinect來進行3D掃描來即時建

立車架3D模型；若有CAD模型的話，則可以直

接將其轉成點雲檔，並編譯一規劃路徑軌跡的軟

體，把點雲檔直接轉換成機器手臂的執行軌跡指

令檔，然後可透過藍芽、FTP或者記憶卡的方式

傳輸到機器手臂上並且執行。而此技術比圓盤型

靜電噴漆裝置更節省漆料和更環保，也比直接示

教機器手臂的方式更節省時間。

二.系統架構與設計原理

整個系統架構與流程(如圖１)，分成三個部

分：3D點雲模型建立、規劃路徑軌跡軟體、和

機器手臂執行。

1. 3D點雲模型建立

3D模型的建立是以Kinect搭配旋轉台來進

行360度的掃描(如圖2)，而掃描後的檔案再編輯

儲存成點雲型式以完成3D點雲模型的建立(如圖

3)。

2. 規劃路徑軌跡軟體

透過Matlab建立使用者圖形介面並編譯一套

3D點雲模型處理成路徑軌跡，且輸出機器手臂

指令碼的軟體。首先，建立好的點雲模型透過曲

線骨架(curve-skeleton)公式化[1-2]的收縮點雲

數、變形、分析、形狀辨識及恢復形狀等(如圖

4)。

(圖2)Kinect與旋轉台架構圖

(圖1)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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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D點雲模型

軸機器手臂



(圖4)曲線骨架概述。(左)輸入原始的點雲檔經過1次

收縮。(右)由左上至右下分別為進行了2.5次的收

縮。

(圖5)最後完成的曲線骨架為紅色虛線。

(圖8)左上為過濾出的車架畫面，左下為建立出的3D車

架模型。

(圖7)YASKAWA MOTOMAN EPX2050機器手臂以及控制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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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直接將點雲檔進行曲線骨架的處理，藉

由拉普拉斯平滑(Laplacian smoothing)收縮體積

的點雲收縮成骨架程序[3]，而(圖5)為收縮後的

結果。

再來為軌跡路徑定義(如圖6)，我們先從哪

一點由三桿件、兩桿件相交以及哪桿件只有一個

點連接去定義出哪些是節點、以及末端點[4]。其

中間再加入一中點，且計算距離，以距離節點最

(圖6)車架骨架曲線及定義的點

近又最長的距離依序計算出最佳的路徑。

最後輸出具有車架軌跡點位資訊以及噴塗指

令的機器手臂動作指令碼。

3. 機器手臂執行

製作出的機器手臂動作指令碼將透過藍

芽、FTP或者記憶卡的方式傳輸到YASKAWA 

MOTOMAN EPX2050機器手臂控制箱(如圖7)，

來達成追蹤車架軌跡路徑並且完成噴塗的動作。

三.實驗成果

1. 3D點雲模型建立

Kinect過濾深度資訊，360度掃描車架並且

建立出車架的3D模型(如圖8)。



(圖11)檢查末端效應器(end-effector)的路徑是否安全，

紅色三角形為末端效應器

(圖9)規劃路徑軌跡軟體GUI介面

(圖10)規劃路徑軌跡軟體GUI介面，左側為車架AB面的

點位軌跡，右側為可更改的相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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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路徑軌跡軟體

建立好的點雲模型，透過規劃路徑軌跡軟

體，並在簡易操作的使用者圖形介面下 (如圖

9~11)產生出機器手臂的動作指令碼。

(圖12)地軌式輸送帶上車架的噴塗，順序為左到右，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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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手臂執行

手臂控制箱接收到從藍芽、FTP或記憶卡

傳來的手臂噴塗動作指令碼後透過YASKAWA 

MOTOMAN EPX2050 機器手臂進行地軌式輸送

帶(圖12)以及懸吊式輸送帶(圖13)的腳踏車架噴

塗動作。其中，輸送帶的行進方向是右到左，車

架則由原先的白色噴塗成黑色。

四. 結論

本創新全自主車架噴塗系統，從3D掃描、

物件模型處理、到軌跡路徑產生的總時間不會超

過10分鐘，這跟專業人員示教最少花費50分鐘

比較起來大幅的減少許多。再搭配著簡單的GUI

介面使用，只需透過幾個按鍵即可以在短短時間

內完成機器手臂的示教並且進行噴塗，不管是在

人力資源、時間成本與塗料成本都可以大幅的降

低。

本團隊也已開發完成可自動偵測管架截面積

形狀和面積的技術，可根據各種截面積形狀和尺

寸桿件，來自動調整最佳機器手臂的噴塗姿態，

可以最大化此應用在產業上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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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懸吊式輸送帶上車架的噴塗，順序為左到右，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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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科技在自動化加工方面不斷再改善，利

用機械手臂取代人力加工設備廣泛被應用。在設

計自動化製程設備一直朝向高速化、高精度的機

械手臂方向來發展；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要

提升製程的速度來應變市場及人力的需求，所以

在機械手臂的品質與定位精度，將會變為產業競

爭的課題。要提升設備品質與定位精度前提下，

研究是否可事先來掌握機械手臂預測定位精度，

以解決精度需求之參數為最佳化的問題。

本研究重點將應用機械手臂結合X-Y TABLE

替代人力來做製程的工作，並且運用六標準差

DMAIC的改善手法，確保定位精度的準確性。本

研究方法主要尋找影響精度的關鍵因子，並找出

最佳的組合因子，讓本研究可運用機械手臂來做

自動化的系統並減少勞動人力的依賴程度。

關鍵字：XXY TABLE、田口方法、QFD、反應曲面法。

1. 前言

生產自動化是目前各產業必須要走的一條

路，因此最近這幾年在傳統產業方面蓬勃的發

展，然而機械手臂是自動化產業設備的唯一最佳

選擇，所以機械手臂是國內外重要自動化生產的

產業之ㄧ。隨著消費性產品上市的時間加速與個

人化需求的增加，過去的大量製造生產線已經無

法滿足企業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小批量、多產

品製造的生產系統；因此機器手臂的自動化系統

必須能夠生產多種產品，在不同製造功能間也能

夠輕易地轉換，生產效率通常會優於傳統的標準

化設備所生產的效率。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

對於要改善生產線上的生產力及產品品質而

言，機械手臂在工業生產自動化中扮演著極為重

要的角色。最近這幾年來由於在傳統產業與高科

技產業的互相競爭發展之下，每一家廠商生產製

程的設備一直在進步，因此對於機台的精度與穩

定度的要求也愈來愈嚴謹，但是一般在生產製程

設備的生產過程之中，一般的產業都需要依靠資

深有經驗的機械構造工程師、電控工程師的組裝

調機以及和機械手臂來互相的搭配，從調整機台

的參數來找出最佳的機台配合組合參數；因此在

這種需要依賴資深機械構造工程師用經驗來傳承

的經驗與方法，在現今的傳統產業中已經無法快

速來滿足市場供貨的需求。    

現在機械手臂在傳統產業自動化的應用也愈

來愈廣泛的應用在各產業中，而且每一個國家的

產業分佈也都不一樣，加上每一個產業對於機械

手臂的需求也不盡相同；但是唯有一些共同的特

點，就是使用的目的是應用在人工無法做的工作

林文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教授

張嘉寶∕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教授

周俊偉∕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機電產業研發與管理所碩士專班

XXY TABLE應用            配合機械手臂做零件製程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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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或人力來工作的一些簡

易動作，因此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必須要依靠機械

手臂來加工，所以機械手臂的構造在耐用性及品

質上的精度是必須再改善的。加上高重複性或者

工作環境惡劣的高勞動力的工作中，也是需要靠

多軸的機械手臂及具有非線性耦合的運動特性

(郭俊良、王培士，1990)，因此比較難達到精準

的定位要求，所以在發展上也常常因此受到侷

限。所以機械手臂的應用也從原來的汽車工業、

模具製造、電子製程等等相關的傳統產業，進而

慢慢拓展到農業、醫療、服務業等等的應用上。

所以必須要採取更科學更有效的方法來解決，並

且要利用一些製程改善的加工方法，以達到縮短

工時來快速滿足客戶的需求，目前唯一不增加人

力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利用自動化的生產

設備來改善，並且要能搭配機械手臂的自動化加

工系統來做連結，如此才能大大的節省人力來快

速生產，提升工作的效率；現今在製程改善方面

有很多的產業在自動化設備這方面都在不斷的精

進，如此才能快速來滿足代替勞動市場人力需求

的不足；所以才會想運用機械手臂來搭配自動化

生產的加工方式，來做零件製程的改善並來取代

人力的作業生產模式，已經是目前各階段各產業

業不得不馬上進行改善的生產方法。

1.2 研究範圍與限制

現今我們在傳統的產業界之間，各產業界所

使用之機器人主要都是機械手臂的形態應用，而

線性手臂、SCARA手臂、關節多軸機械手臂等

等都是常見的一些型式(王景恆、胡智威、顏炳

郎，2010)。然而我們在本次的研究範圍則是以跨

國代工大廠所生產之六軸機械手臂為主要研究對

象。

同時我們會更進一步的來利用實驗設計的理

論，在伺服控制器參數的設定以及做規劃實驗的

方式，最終來建立一套合乎目前產業界實用的最

佳化生產模式。而且我們所探討的範圍也包括利

用田口方法來找出重要之關鍵因子，再針對關鍵

因子以反應曲面法的規劃實驗點對機械手臂進行

重複定位精度的實驗，實驗的量測值為機械手臂

重複定位偏移的座標值。所以得到的最終結果是

用來提供做為架構機械手臂重複定位精度的最佳

化的一種組合參數。更進一步來研究出關鍵因子

與水準，最終需要找出最佳化伺服控制器的參數

組合，最後再將反應曲面法二階段函數結合基因

的演算法，用以確認反應曲面法來得知伺服參數

組合是否為最佳解，還是有其他的多重解。

2.文獻探討

主要是要來探討與研究計劃有關聯的一些文

獻與觀念，然後作為本次我們研究的方法以及日

後要實驗分析之依據。並針對現在各傳統產業所

使用的機械手臂與XXY TABLE平台的定位精度

來進行研究及探討，其中包含相關的一些零組

件，如滾珠螺桿、線性滑軌、伺服器馬達等等，

並藉由QFD的方法來找出本研究貢獻度較高的關

鍵因子，最後再針對關鍵因子利用反應曲面法來

找出研究最佳的設定條件參數。

2.1田口方法

田口博士認為當產品品質損失愈小，S/N比

值愈大，而且品質損失函數與S/N比皆是變異(雜

訊)的函數，則S/N比代替品質損失來衡量產品的

績效。S/N比推估乃是將品質損失函數內偏離目

標值之均方差(Mean Square Deviation；MSD)直接

取log轉換所得。田口將品質特性值（即目標函數

值）分為三種，分別為望小特性、望目特性及望

大特性，而且本研究則使用望目特性來規劃實驗

點，可以歸納分為三類如下所示：

本 階 段 主 要 在 決 定 品 質 特 性 ( Q u a l i t y 

characteristic)、實驗因子(Experiment factors)及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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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Levels)、選擇實驗型態(Select Experiment Type)

和進行實驗(Run experiment)。說明如下：

1.望小特性(Smaller-The-Better；STB)

2.望大特性(Larger-The-Better；LTB)

3.望目特性(Nominal-The-Better；NTB

2.2品質機能展開（QFD）

品質的理念就是要透過滿足顧客需求或超越

顧客之期望，以增加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而

企業因此也達到獲利的目標。為了達成這個目

標，必須清楚瞭解顧客的需求，並進一步將這些

需求轉換為產品（或服務）的規格。QFD就是落

實這個想法的一種工具。

品質屋之施行方法可整理成下列步驟，以下

依步驟說明( Fuller, 1998)：

(1) 確認顧客(2)確定顧客之需求(3)決定需求

之相對重要性(4)競爭評比(5)產生工程特徵(6)相

關矩陣(7)屋頂矩陣(8)設定目標值

2.3反應曲面法

反應曲面法簡稱RSM（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是一套可以發展、改善、 優化

製程的統計與數學技術，由1951年Box與Wilson

（Box and Wilson，1951）對 其數學模式的建

立與推導開始，至1966年 Hill與Hunter（Hill and 

Hunter，1966） 等相關研究下其理論模式與應用

已趨於完整。對於探討自變數與反應變數之間的

關係、最佳化反應值以及模式的建立與分析是唯

圖1 品質屋組成與示意圖

一相當有效的工具。當然反應曲面法應用在二因

子或多因子的實驗中，它能夠以較少的實驗次數

而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特別是在實驗的因

子為多個的時候，對於實驗次數的減少更能夠突

顯其重要性(方俊雄，1998；陳台昆，2001)。

探討一個或多個反應變數與一群自變數之

間的關係，通常都會來利用數學規劃最佳之方

法來尋求最適解，然而，在需要大量反覆運算

的情形之下，此種求解的方法則會因為消耗大

量的時間及金錢而顯得不實用。因此，反應曲

面法(Response Surface Method)就是一個有效的解

決方法(Jang,1999)(Khuril et. al, 2006)(Madahav et. 

al,2012)。

2.6.1 反應曲面法實驗設計步驟

反應曲面法的實驗設計步驟，依據學者的論

述，大概可以分為三大步驟(Giovanni,1983)：

1.確定因子（factor）

2.確定決定品質之測量方法，進行實驗設計

3.資料分析

3.研究方法與案例探討

3.1 界定問題

依據我們目前的實驗可以得到，大概知道影

響機台定位精度的原因有以下幾種可能： 

(1)機械傳動系統的螺桿與螺帽背隙太大。

(2)在傳動系統微量進給的靈敏程度高。

(3)機台本身平台機械的結構剛性。

(4)機械本身在動態的剛性及撓性。

(5)機台在的靜、動摩擦力的影響程度。

(6)溫度所產生對平台熱變形的影響。

本研究是以QFD品質機能展開的手法來探討

XXY TABLE與機械手臂結合所做零件製程改善

的定位精度之分析研究為目標，並針對傳統產業

及相關的自動化加工產業作為研究探討的對象來

做衡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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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資料分析(Analyze)

從上表QFD品質機能展開實驗的方法數據

中，可以得到幾項影響XXY TABLE與機械手臂

定位的因素： 

權重定義

極強 ５

強 ４

普通 ３

弱 ２

極弱 １

環境溫度的影

響

機台潤滑度的

影響

環境清潔度的

影響

重量負荷的影

響

螺桿導程的偏

差影響

量測誤差的影

響

組裝誤差的配

合度

速度迴路增益

影響性

加、減速度的

影響

時間的浪費

維修性佳

有害的副作用

設備的複雜性

自動化的影響

控制的複雜性

生產力

位置迴路的增

益影響性

有害因素的影

響

材料的浪費

資訊的流失

0.07 

0.05 

0.04 

0.06 

0.08 

0.04 

0.06 

0.05 

0.04 

0.04 

0.05 

0.04 

0.04 

0.06 

0.04 

0.05 

0.04 

0.04 

0.04 

0.04 

5 

5 

4 

4 

5 

3 

4 

3 

3 

3 

2 

1 

3 

2 

3 

4 

4 

3 

3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2 

1 

絕對權重 3.499

4 

3 

2 

4 

3 

4 

3 

4 

4 

3 

3 

4 

5 

4 

4 

2 

2 

3 

1 

3 

3.309 

1 

1 

1 

3 

3 

4 

2 

3 

3 

3 

3 

3 

3 

5 

2 

2 

3 

2 

4 

2 

2.605

4 

3 

3 

4 

3 

3 

3 

3 

1 

3 

4 

3 

3 

2 

3 

3 

2 

2 

3 

3 

2.961

4 

4 

5 

5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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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QFD實驗方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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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XY TABLE的各軸精度需要定期的補正 

2.機台溫度的提升對於定位精度的影響 

3.評估企業對該產品的製造能力 

4.實際運用與評估的滿意程度

5.對平台與機械手臂搭配的了解程度 

由QFD廠內一些專業工程師篩選，控制的

因子與水準的選取數據資料如表2示：

3.3 反應曲面法

實驗中所使用螺桿所造成的問題來做參數

因子與水準表，來做設計實驗的四個因子，同

時再加上中央合成設計共有31組的實驗來做分

析。我們會將這31組不同的參數組合中，來做

一次的實驗分析，將所得到的數據記錄於如表

3。

將表3ox-Behnken設計實驗結果的品質特性

反應值尺寸，運用Minitab的軟體配置模型及進

行變異數分析，以檢定曲率，結果如表4示。

由表4我們可以知道XXY平台與機械手臂

搭配的變異數分析BBD表結果的顯示，知道適

缺度檢定(Lack-of-Fit)在於解釋實驗中，迴歸的

模式是否能夠確實反應出自變數與反應變數之

間的關係，結果實驗的適缺度檢定所得到的數

據，最終的P值為0.347>0.05是不具顯著性的，

因此我們用Minitab軟體來分析反應曲面圖與等

高線圖，因為此方式具備方便性，可以一次來

運算出等高線圖以後，我們可以依照使用者或

者客戶不同的品質要求，在等高線圖上來找出

符合我們標準的要求之最佳製程參數，如下圖

2及圖3所示：

我們可以由圖2等高線圖與圖3反應曲面

圖之間的關係所呈現出來的中間值，所得

到的螺桿背隙為0.015mm、螺桿的導程偏差

0.006mm、平台的負荷為0.06Kg、平台的潤滑

度為75.5cST，XXX TABLE與機械手臂的定位

於可以達29.27mm左右。

表2 螺桿參數因子與水準表

表3 中央合成設計參數配置與反應值

表4變異數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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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螺桿背隙與螺桿導程偏差的等高線圖(左)

圖3 螺桿背隙與螺桿導程偏差之反應曲面圖(右)

最後本研究將會利用ox-Behnke的設計與願望

函數求求取最佳參數的組合，最終進行聯立最佳

化的技術之前，需要先設定好標準的參數與目標

值範圍，然而參數權重與反應權重預設為r=1如

下表5所示：

在此階段RSM首先對每個反應變數i y 建構一

理想值函數(Desirability Function)，將反應值i y 轉

換成對應目標值的一個理想值(Desirability Val圖4

所示，總願望函數D為0.99996距離目標值接近1表

示沒有太大改善空間，反應結果如表6所示。已

求得最佳參數水準組合，因射出成型機參數限制

有幾項參數無法設定小數點，故定義四捨五入法

為進位取之。

根據本階段反應曲面法所得，總願望函數D

為0.99996距離目標值1只有些許落差面法過程，

可搜尋到符合尺寸中間值的最佳導光板成型參數

水準組合，可供實務上提升品質與決策規劃之參

考依據。

3.4製程能力指數驗證

經過了此次研究所得到最佳的組合條件後，

希望在製程穩定的情況下使品質來提升。我們進

行驗證後得到最佳的組合條件，確認以後所得的

製程條件組合是否在最佳的狀態。我們製程條件

選擇的參數設為導桿的背隙0.015mm、螺桿的導

程偏差0.006mm、平台的負荷為0.06kg、平台的

潤滑度為60cST，所以在資料已滿足製程穩定的

狀況下且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下，其製程能力

分析結果所顯示的製程能力分析由Cpk=0.47提昇

為Cpk=1.42、確實改善平台的精度並提升製程能

力。

4.結論

本次研究的範圍是以國內某家傳統產業零件

加工的製程來搭配機械手臂做自動化的製程改

善，並導入六標準差的專案研討，其中透過田口

的品質政策來找出因子出來做改善的真因。

此次實驗為了要搭配機械手臂作自動化製程

零件的改善，並且利用QFD品質機能的展開找出

改善的原因是什麼，最後並且利用反映曲面法來

表5 最佳化參數設定表

表6 因子條件最佳組合

圖4 參數最佳組合及預測反應值

圖5 確認實驗的製程能力計算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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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最佳化一種模式，以減少不良品的產生及重

複的加工流程浪費。

目前我們所找出影響XXY TABLE與機械手臂

搭配的問題中，所得到的解決途徑中，僅可能是

某個機台搭配某機械手臂的最佳解，未必是公司

整體考量的最佳解決途徑，所以我們會再利用反

應曲面法來求得到真正的解決方法，最後才能在

實務上做有效率的解決方式，而且我們所研究的

目的主要是要改善原有XXY TABLE與機械手臂

配合自動化的製程能力改善，並且藉由實驗來找

出真正影響的關鍵因子，最終可以藉由本研究的

方法及流程的改善來提供給相關產業做參考並加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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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葉鴻實業公司專門於金屬擴張網材料與延伸

產品(垃圾桶、置物籃、收納櫃)的創新研發與製

造，目前已取得數件國內、外發明專利。金屬擴

張網製品其製程約有10餘道工序，目前每個工序

尚未予以自動化，其中製品邊緣的剪切係以沖床

一邊、一邊依序校正後再剪切，一件製品要校正

及剪切4次，致使操作人員易於疲乏影響品質且

耗時、危險性又高為其最大缺點。該公司長期與

本校機械系有解決加工問題的產學合作關係，本

計畫擬設計一台專用機器，將上述校正及剪切4

次的工序，以一次加工作業就可解決的專用加工

機。

本計劃擬利用剪切原理及妥善的機構分析，

設計一台快速剪邊機，藉以提高加工速度與製品

周波∕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暨製造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品質，提升製品產能、降低員工操作危險性。研

發工作以葉鴻實業公司現有製造團隊為主軸，有

關資料收集與系統整合測試的部份均由葉鴻實業

公司負責，建國科技大學部分，則針對機構設計

及控制系統部分予以協助。所完成之機構設計及

控制系統之關鍵技術於計畫執行中，將轉移給葉

鴻實業公司技術部門。

關鍵詞：擴張網，沖床，製品產能，機構設計

一、前言

葉鴻實業公司專門於金屬擴張網材料與延伸

產品(垃圾桶、置物籃、收納櫃….)的創新研發與

製造為主，目前已取得數件國內、外發明專利，

成立至今16餘年，因應外在市場變化，以「品質

第一，客戶至上」，成為國內、外各大名廠的供

應商。為不斷提升產品創新與改進，與建國科技

自動切邊機之研製
擴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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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產學合作，結合學界研發能量及業界需求，

進而提升效率與追求完美品質，合作默契十足。

更遵循專業、踏實與顧客至上的精神，為客戶群

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現有急迫需要克服解決的

『金屬擴張網製品』邊緣剪切工序問題，目前係

以沖床一邊、一邊依次校正後再剪切，一件製品

要校正及剪切4次，致使操作人員易於疲乏影響

品質且耗時、裁切速度極慢、危險性又高為其最

大缺點。現有急迫需要克服解決的擴張網自動切

邊機研發問題，尋求技術協助，以解決目前以手

工方式一邊、一邊依次裁切、速度極慢之作業方

式，希望經由本計畫之執行協助葉鴻實業公司完

成一台『擴張網自動切邊機』，所完成之機構設

計及控制系統之關鍵技術，全部轉移給葉鴻實業

公司技術部門，大幅提昇公司產能與實質收益。

二、研究目的

人類食衣住行品質隨時代進步日益提升，對

於質感精美之傢俱設備要求度愈來愈高，具有網

面框架造型設計之高品質居家小商品與日俱增，

如垃圾桶、置物籃、收納櫃等相關製品，因其具

有新穎的視覺效果，容易吸引消費大眾的目光，

基於綠色環保之理念，絕大部份網面設計之框架

均為金屬材質，而在製造工序中需有頂緣切邊加

工之製程，通常在網框切邊加工時，均係採用手

工搭配治具來進行沖剪加工作業，然而此種切邊

加工方式效率較低，同時切邊品質亦不高，其製

品尺寸容易產生誤差，如圖 1 所示。再者，金屬

擴張網製品其製程約有10餘道工序，目前每道工

序尚未予以自動化，其中製品邊緣的剪切係以沖

床一邊、一邊依序校正後再剪切，一件製品要校

正及剪切4次，致使操作人員易於疲乏影響品質

且耗時、危險性又高為其最大缺點，本滾刀切邊

機之設計，乃利用剪切原理及妥善的機構分析，

將上述校正及剪切4次的工序，以一次加工作業

就可解決的專用加工機。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先進行設計資料收集與分析，由公司

設計經理與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發團隊討

論其機構與控制的可行性。完成資料收集與分析

後，由該公司設計部門進行手動組裝，擴張網自

動切邊機的優點及缺點分析，自動化工程可行性

較高的工程組合。將手動工程自動化的機構設

計，包括裁切進刀及導引機構設計、控制系統的

設計，則委請建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協助設計

與製作。詳細執行步驟與方法如下所示：

1.資料收集與分析

收集國內外相關零件類型的自動化機構之研

究資訊，依據公司要求設計規格需求，將所收集

的技術資料，進行分類與分析，提供機構設計與

控制設計的參考依據，主要收集資訊包括專利與

市售機具設備。

圖1 長方形金屬擴張網製品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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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引機構設計與製作

長方形金屬擴張網擬採立式旋轉剪切導引方

式設計，以方型模具中心位置為上模，圓形卧式

剪切模為下模具，並輔以同動滾壓輪施力於金屬

擴張網剪切處，降低上、下模具間隙因長方形狀

不等距所引發之拉力變化現象，保持剪切作業模

具間隙之ㄧ致性，延長模具之使用壽命。

3.裁切進刀機構設計與製作

有關自動裁切進刀機構設計，主要考慮製品

形狀、走向的剪切間隙特性，與整體連動順暢

性。機構設計主要考量長方形物件移動不等距行

程、剪切模式與切刀間隙特性等因素，擬輔以線

性滑座以減低機構移動之誤差量，確保上下模具

之間隙。

4.人機介面控制設計與製作

本機械控制模式，將採用人機控制配合可程

式控制器，進行閉迴路控制設計，控制系統包括

開/關、一行程驅動、連動與緊急停止。規劃之人

機控制介面系統流程如圖1所示。

5.系統整合與性能測試

本計畫完成上述之送料及組裝機的機構設計

與控制系統之規劃設計後，將進行可行性檢討會

議，決議後製作零件圖並委託加工製作，零件驗

收後由建國科技大學周波 副教授監督之下，由葉

鴻實業有限公司的技術員組裝並測試之，詳細執

行方法與步驟分述如下：

(1)自動物件導引機構連結順暢度測試

(2)裁切進刀機構設計

(3)控制系統與機構連結測試（控制系統功能測

試包括吋動、單一行程與連動）

(4)裁切機的運轉功能測試

(5)整體功能測試包括組裝速度、成品不良率

等。

四、結果與討論

4.1 滾刀切邊機結構概述與作動原理

自動式滾刀切邊機使用狀態如圖2所示，其

相關結構說明如下，包括a、床座單元，其側架

上端設有一裝置壓夾機構之支架。b、物件驅轉

機構，其位於床座底側裝設有一驅動馬達，驅動

馬達之一側差速機構上端裝設有一轉盤組，其上

端並設有一支座，該支座上端亦有一主軸，主軸

上端裝設有一套設架，其中套設架及支座係藉由

差速機構軸轉連動，而該支座一側預定位置上再

設有一連結組件。c、壓夾機構，其包含安裝於

上支架頂端位置其內部有一驅動桿之驅動缸體，

驅動桿係穿伸於上支架，其自由端並有一對位於

套設架之壓板。d、驅進雙滑座機構，包含一基

座，其係裝設於床座上端，並位於轉盤組之相對

位置，基座上端設有第二導軌，其上端設有第二

滑塊，第二滑塊係固定於驅進座上，以使驅進座

相對基座位移滑動，又該驅進座上端亦裝設有第

一導軌，其上端導滑組裝有第一滑塊。e、滾刀

切邊驅動機構，其位於驅進雙滑座機構上端，該

滾刀切邊驅動機構包含有切邊機座，其底端面係

固定於第一滑塊上，且其上端橫向延伸有一馬達

座，該馬達座提供組裝一驅轉馬達，下端係軸伸

有一提供傳動之主動軸，另於切邊機座之一側對

應於該連結端件，裝設內部具有驅進桿之驅進缸

體，該驅進桿之自由端係連結於連結端件。f、

滾刀導引機構，其係安裝於滾刀切邊驅動機構之

一側，包含主動軸之主動輪之軸組，而滾刀切邊

機座之一側壁橫向延伸有一導桿件，導桿件自由

端設有一從動軸，從動軸預定區段裝設有一從動

輪，從動輪係對應主動輪間有一鍊條連動，促使

主動輪帶動從動輪旋轉，而從動軸之自由端軸設

有一滾刀切邊輪，該滾刀切邊輪係對位於套設架

底緣，另外該滾刀切邊機座上端裝設有一側連

件，側連件對應該鍊條側邊張力處凸伸有一設有



圖3 物件驅轉機構作動示意圖

46 4746 47

迫壓輪之迫壓軸，迫壓輪係迫抵於鍊條一側賦予

產生緊繃狀態，藉以增加該鍊條傳動張力。

(a)物件驅轉機構如圖3所示，驅轉機構其位

於床座底側裝設有一驅動馬達(21)，驅動馬達之

一側設有差速機構(22)，且該差速機構上端裝

設有一轉盤組(23)，其轉盤組上端並設有一支座

(24)，支座上端亦有一主軸(25)，主軸上端設置有

一套設架(26)，其中套設架及支座係藉由差速機

構軸轉連動，而該支座一側預定位置上再設有一

連結組件(27)。

(b)驅進雙滑座機構(60)，包含一基座(61)，其

係裝設於床座上端，並位於轉盤組(23)之相對位

置，基座上端設有第二導軌(62)，其上端設有第

二滑塊(63)，第二滑塊係固定於驅進座(64)上，以

使驅進座相對基座位移滑動，又該驅進座上端亦

裝設有第一導軌(65)，其上端導滑組裝有第一滑

塊(66)如圖4所示。

圖2 滾刀切邊機使用狀態示意圖

圖4 驅進雙滑座機構作動示意圖

(c)滾刀切邊驅動機構，其位於驅進雙滑座機

構(60)上端，該滾刀切邊驅動機構包含有切邊機

座(47)，其底端面係固定於第一滑塊(66)上，且其

上端橫向延伸有一馬達座(44)，該馬達座提供組

裝一驅轉馬達(45)，下端係軸伸有一提供傳動之

主動軸(46)，另於切邊機座之一側對應於該連結

端件(43)，裝設內部具有驅進桿(42)之驅進缸體

(41)，該驅進桿之自由端係連結於連結端件上如

圖5所示。

(d)滾刀導引機構，其係安裝於滾刀切邊驅動

機構(40)之一側，包含主動軸(46)之主動輪(51)之

軸組，而滾刀切邊機座(47)之側壁橫向延伸有一

導桿件(57)，導桿件自由端裝設一從動軸(55)，從

動軸預定區段安設有一從動輪(54)，從動輪對應

於主動輪間有一鍊條(58)連動，促使主動輪帶動

從動輪旋轉，而從動軸之自由端軸心套設一滾刀

切邊輪(59)，該滾刀切邊輪係對位於套設架(26)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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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另外該滾刀切邊機座上端亦裝設有一側連件

(56)，側連件對應該鍊條側邊張力處凸伸一設有

迫壓輪(53)之迫壓軸(52)，迫壓輪係迫抵於鍊條一

側賦予產生緊繃狀態，藉以增加該鍊條傳動張力

如圖6所示。

藉由上述之機械結構、組成設計，滾刀切邊

機之使用作動情形說明如下：當使用本創新研發

之可調式滾刀切邊機時，需先將一呈矩形框擴張

網面形態之切邊加工物件(70)套置入套設架(26)

上，套入後使用者再驅動壓夾機構，令活塞帶動

驅動桿並使壓板壓置切邊加工物件之頂端面於以

固定，套設定位後則令物件驅轉機構(20)轉動該

套設架，轉動同時亦帶動切邊加工物件同步轉

動，並令滾刀切邊驅動機構(40)之馬達座(44)受動

於驅進缸體(41)作動，迫使橫向進給位移，並藉

由驅轉馬達(45)驅轉滾刀切邊輪(59)旋轉，而使其

環緣上端進給於該套設架(26)之底端緣產生切削

力，同時因套設架及其所欲加工之該切邊加工物

件係呈矩形框網面形態，故轉動會呈現長短邊位

移現象，藉由連結組件(27)結合樞接該驅進座(64)

及該支座(24)，進而使該驅進座及該支座產生牽

引效應，並經由第二導軌(62)及第二滑塊(63)之補

位滑動結構，可使該矩形套設架旋轉時所產生的

長短邊與該滾刀導引機構(50)同時依循其矩形輪

圖5 滾刀切邊驅動機構作動示意圖

廓軌跡切邊加工，當切邊加工物件藉由該套設架

旋轉一圈360度後，即可令待切邊加工端緣形成

已切邊加工端緣形態，進而完成切邊加工作業如

圖7所示。

4.2 滾刀切邊機研製成果

經由本研製計畫案之執行協助該公司完成一

台『擴張網自動切邊機』，所完成之機構設計及

控制系統之關鍵技術，全部轉移給葉鴻實業公司

技術部門，大幅提昇該公司產能與實質收益。

4.2.1壓夾置料機構設計

有關壓夾置料機構設計，主要考慮擴張網的

物理特性，與整體連動順暢性，包括夾置行程、

擴張網特性與切刀動線等因素，壓夾置料機構實

體示意如圖8所示。

4.2.2 滾刀導引機構設計與製作

長方形金屬擴張網採立式旋轉剪切導引方式

設計，以方型模具中心位置為上模，圓形卧式剪

切模為下模具，並輔以同動滾壓輪施力於金屬擴

張網剪切處，降低上、下模具間隙因長方形狀不

等距所引發之拉力變化現象，保持剪切作業模具

間隙之一致性，延長模具之使用壽命，本研創建

置之長方型擴張網滾刀自動切邊導引機構實體如

圖9所示。

圖6 滾刀導引機構作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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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滾刀切邊機之使用作動俯視圖

圖8 壓夾置料機構實體示意圖

圖9 滾刀切邊導引機構實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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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滾刀切邊驅動機構設計與製作

有關滾刀自動裁切進刀機構設計，主要考慮

製品形狀、走向的剪切間隙特性，與整體連動順

暢性。機構設計主要考量長方形物件移動  不等

距行程、剪切模式與切刀間隙特性等因素，輔以

線性滑座以減低機構移動之誤差量，確保上下模

具之間隙，滾刀切邊驅動雙滑座機構實體如圖10

所示。

4.2.4 系統整合與性能測試

本計畫完成整機機構與控制迴路組裝後，先

進行各單元功能測試，確認各單元的動作正確

後，擴張網自動切邊機才開始進行整機系統連線

測試，測試結果，顯示系統的功能符合預期的操

作目標。滾刀切邊機雛型實體照片如圖11所示。 五、結論

本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執行，對葉鴻實業公司

而言，已獲得1台『擴張網自動切邊機』雛型及

人機介面控制技術，可以提升該公司在關鍵組件

之技術能力與市場競爭力及公司現階段業務發展

之所需。利用計畫執行發展擴張網自動切邊機，

實際應用於量產線上製造工程，使製程時間短縮

並提升商品品質、及生產效率，增加市場競爭

力。

該公司已初步完成第一台『擴張網自動切邊

機』，希望能進行一系列耐久性與可靠度測試

後，未來希望能將多部機台整合，形成中央式控

制系統，可以更大幅提昇產能與降低成本，並朝

向不斷開發及導入自動化機械生產技術，連結相

關產業引發創意，提升整體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周波、陳泓任、盧廷嘉，Dec.2013，“切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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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計畫編號：130241)，經濟部中小企業創

新服務憑證補(捐)助計畫結案報告。

圖11 滾刀切邊機雛型實體圖

圖10 滾刀切邊驅動雙滑座機構實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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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針對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部

份在CNC車床（CNC lathe）加工時，以改善一般

CNC工具機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固定循環切削指令

（Multiple repetitive canned cycle），或CAD/CAM

廠商開發之CNC車床切槽固定循環等套裝軟體

不完善之處。使用各CNC控制器或CAD/CAM廠

商提供之套裝軟體，如CNC車床內外徑切槽固定

循環G75（outer diameter/internal diameter grooving 

cycle）指令〔1〕，其每一切槽固定循環指令動

作，均在Z軸固定下X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後

快速退刀，再依程式指令設定之Z 軸每循環移

動量往終點方向快移定位後，繼續進行相同X

軸向之切削循環動作，反覆切削循環動作至切

槽完成。因CNC車床之X軸導螺桿有背隙誤差

(backlash error)與螺距誤差(pitch error)存在因素，

易造成工件內外徑表面在Z 軸切削重疊位置處

有刀具接縫痕跡。另切槽刀每切至X軸終點位置

時，因在工件旋轉狀態下舜間快速退刀，及切削

不同Z軸位置時工件旋轉角度亦不相同，並造成

工件的內外徑真圓度差、及表面粗糙與內外徑

尺寸不佳等缺點，若使用CAD/CAM廠商開發之

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技術

CNC車床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套裝軟體亦有相似

缺點〔2〕。本文提出「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

規劃」（Composite Outer diameter/Internal diameter 

Grooving mode Path Planning , COIGPP）循環，其

切削路徑規劃為粗加工後再精加工，即先扣除

X、Z軸的精加工裕留量下，進行G75切槽固定循

環粗加工後，刀具再從切槽精加工路徑的右側起

點，延著X、Z軸倒角開始，依切槽尺寸路徑切

削至左側終點完成精加工切削，以改善上述之缺

點。經實驗後結果顯示，在真圓度（Roundness）

比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提昇39.13%，

及在表面粗糙度（Surface roughness）部份提昇

24.07%。

關鍵字：油壓缸格蘭、CNC車床、內外徑切槽固定循

環、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循環、真圓

度、表面粗糙度

一、前言

本技術報告是國內大型油壓機械製造廠－連

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機械工程系產學合作

－技術服務項目成果之一，現將在工廠技術服務

貢獻「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技術」

改良項目提出報告，而這改良技術亦獲得工廠現

巫維標∕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仁清∕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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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實際採用，並能有效改善現有CNC車床對油壓

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的困難處。因複合

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採轉

換成容易使用的CNC Marco程式參數設定方式，

不僅用於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外，

亦可很方便的用於其他零組件之內外徑切槽加

工，使用後內外切槽可獲得工件真圓度提昇、改

善表面粗糙度、減少程式準備時間及切槽加工振

紋降低與切槽紋路一致性，提昇加工效率及產品

競爭力。

油壓機械為金屬成型用重要工具機之一，尤

其是重型油壓機械其工作負荷大，作動的工作壓

力很大，油壓機械之作動是靠油壓缸的引動功

能，經液壓力由此轉變為機械力。重型油壓機

械之油壓缸是由實體鑄鋼成形，油壓缸主要由活

塞、活塞桿、格蘭…等所構成如圖1，格蘭經由

螺栓固定在油壓缸活塞桿進出端，其功能為封閉

油壓缸使形成封閉狀，油壓缸內可藉由壓縮產生

極高壓力的流體輸出，另外功能為支撐活塞桿、

防止灰塵進入缸內、迫緊活塞桿防止缸內流體外

流等，所以格蘭內孔至少需有四個不同尺寸的內

切槽，供裝置軸襯、油封、防塵封、迫緊封等，

如防止灰塵的防塵封內切槽、防止缸內流體外流

的油封內切槽、支撐活塞桿的軸襯內切槽、耐磨

與隔絕流體的迫緊封內切槽等，若是重噸位的油

壓機械其格蘭內切槽更多。 

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部份的尺寸精

度、幾何精度等，是整部油壓機械精度的重要基

礎之一，如內徑真圓度差、表面粗糙不良及內徑

尺寸不佳等，均容易造成油壓缸活塞桿進出端之

軸襯、油封、防塵封、迫緊封等磨損，以致於灰

塵進入、缸內流體外洩、活塞桿磨損…等。所以

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之尺寸精度及幾何

精度等重要性極高。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

槽加工要求在真圓度（Roundness）佳、表面粗糙

度（Surface roughness）優、程式準備時間短及車

削紋路一致性，不允許加工失敗…等。如何在高

效率下製造出油壓缸格蘭，使其內切槽達到良好

的真圓度與表面粗糙度、內徑尺寸佳等，為是工

廠加工部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二、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

技術背景

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部份，因其

體積屬中型零組件故一般是利用臥式CNC車床切

圖1 油壓缸主要構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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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現工廠利用中型CNC車床對油壓缸格蘭內切

槽加工，加工時使用主軸油壓夾頭直接夾持胚料

工件進行切削如圖2。之前使用CNC車床控制器

提供之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其路徑規

劃為以切槽刀直接切削到X、Z軸終點如圖3，再

進行倒角部份切削，兩邊的槽肩角處並無圓弧切

削規劃。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的刀具路徑為切

槽刀快速移位至起點A1（X、Z）位置，刀具於X

軸往終點方向每切削△i的量後，延著X軸快移退

e退刀量進行斷屑，再以相同反覆動作至X軸第1

循環終點位置B1，刀具於X軸方向快移至起點位

置A1，即完成在X軸方向切削第1循環動作，刀

具於 Z軸再往終點方向快移△k的量至第2循環起

點A2，與第1循環相同動作從刀具從第2循起點

A2，反覆動作切削至X軸第2循環終點位置B2，

切槽刀依程式設定槽的寬度計算切削循環次數，

一直相同反覆動作切削至切槽的終點E（X、Z）

位置後，刀具於X軸方向快速移位退到起點位

置，再延Z軸方向快速移位退到起點A1位置，即

完成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的切槽，接著再進行

左右兩側的倒角切削，在槽的兩肩角處並無倒圓

弧切削規劃。

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其每一切槽固定軌跡

動作，均在Z軸位置固定下X軸反覆進給切削（切

削量△i）至終點後快移退出，再依程式指令設定

Z 軸每一切削循環移動量（△k）往終點方向快

速移位，相同循環動作X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

完成內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動作。因X軸導螺桿

有背隙誤差(backlash error)與螺距誤差(pitch error)

存在因素，造成工件內徑之X軸表面有刀具接縫

痕跡。其最大缺點是切槽刀每循環切削至X軸終

點（B1、B2…）位置時，於工件旋轉狀態下舜間

快移（G00）退刀，造成工件的內外徑為非真圓

之區域存在如圖4，形成真圓度、表面粗糙度差

及內外徑尺寸不佳的最大原因。

在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軟體方面，除了

上述套裝切削循環外，日本富士通公司FANUC

系列控制器之CAP軟體部份提供之G1460標準溝

形、G1461錐度溝形、G1130外緣溝槽粗加工、

G1133內緣溝槽精加工等，雖有粗精加工切削規

圖2 油壓缸格蘭於CNC車床油壓夾頭夾持切削

圖3 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切削軌跡示意圖

圖4 刀具於工件旋轉下舜間快速退刀產生外徑非真圓

區域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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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但在兩邊的槽肩角處均無圓弧切削的路徑

規劃，對工件之槽肩角處有易產生應力集中等

不完善處，本文提出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

（COIGPP）循環有改善上述之不完善之優點。

三、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

技術介紹

對於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技

術，由上述CNC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固定循環切削

指令（Multiple repetitive canned cycle），或CAD/

CAM廠商開發之CNC車床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

等套裝軟體不完善之處。均形成工件內外徑表

面在Z 軸切削重疊位置有刀具接縫痕跡，因此工

件的內徑真圓度差、表面粗糙及內徑尺寸不佳

等缺點，本文提出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

（COIGPP）循環有改善上述之不完善之優點。

其技術內涵如下：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

環是由三個切削循環組成的巨指令副程式組成，

分別為兩個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進行粗切削，

及一個依切槽精修預留量尺寸最後精修循環組

成，其切削動作如下：

1. 第1循環粗切削路徑規劃如圖5，切削區域

在Z軸向為扣除槽兩邊精修預留量H，及X軸向為

肩角倒圓弧加上精修預留量H以內之範圍，切槽

刀首先快速移位至起點位置，X軸的起點位置為

取左右兩側之最小內徑再減去刀具緩衝量2mm之

位置，Z軸的起點位置為右槽減去寬量及精修預

留量H之位置，使用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進行X

軸粗切削至終點位置，即Z軸在位置固定下X軸反

覆進給切削至終點，刀具快速移位退出，再依程

式指令設定Z 軸每循環移動量往終點方向快速移

位，相同循環動作X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完成

第1循環粗切削路徑動作。

2. 第2循環粗切削路徑規劃如圖6，其切削路

徑規劃與第1循環粗切削路徑相似，不同的是切

削區域不一樣，其切削區域在Z軸向為扣除槽兩

邊肩角倒圓弧及精修預留量H，及X軸向是從第1

循環粗切削路徑之終點至精修預留量H之間的範

圖5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第1循環粗切削路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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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切槽刀首先快速移位至起點位置，起點X軸

位置在第1循環粗切削路徑之終點反向2mm（刀

具緩衝量）位置，Z軸在右槽扣除加刀寬量及精

修預留量H之位置，使用切槽固定循環指令G75

進行X軸粗切削至終點位置。

3. 第3循環精切削路徑規劃如圖7，首先切槽

刀快速移位至槽的右側起點位置，其槽的起點X

軸為起點加刀具緩衝量2mm位置，Z軸為右槽加

刀寬量及精修預留量H之位置，使用直線切削指

令G01進行右側之倒角終點位置，再延X軸切削

至右槽肩角圓弧開始點，以G02圓弧切削指令完

成肩角圓弧，接著延Z軸切削至槽的左側及完成

左側槽肩角圓弧，再延X軸切削至左側倒角開始

點，接著使用直線切削指令G01進行左側之倒角

終點位置。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

循環是在車削內或外切槽，及槽肩處是否有倒

圓弧的選擇，是利用控制器提供之判斷指令

（Judgement command）〔3〕功能來選擇，使用

參數T來判別內或外槽切削，T0表示切內槽、T1

表示切外槽。以參數W來判別槽肩角處是否有圓

弧，W0為槽肩角處有倒圓弧、W1為槽肩角處無

倒圓弧，以適用各種不同場合及縮短程式準備時

間，提高生產效率。

圖6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第2循環粗

切削路徑示意圖

圖7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

第3循環精切削路徑示意圖

本 文 導 入 M a r c o 設 計 於 C N C 加 工 程 式

中，將所提出之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

（COIGPP）循環的技術，轉換成容易使用的CNC 

Marco程式，其程式如程式1所示。而加工控制指

令參數如下：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

環技術其主程式格式：

引數說明：

T：T0表示切內槽、T1表示切外槽。

W：W0為槽肩角處有倒圓弧、W1為槽肩角

處無倒圓弧。

A：槽左側（X軸）直徑座標。

B：槽右側（X軸）直徑座標。

C：槽寬（取正值mm）。

D：刀寬（取正值mm）。

E：倒角量（取正值mm）。

H：精加工預留量（取正值mm）。

Q：Z軸每次循環移動量（mm）。

X：X軸終點座標（直徑座標）。

G201 T  W  A  B  C  D  E  H  Q  X  Z  F  U  V  R   ； 

控制器參數（Parameter）No:6051 設定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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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軸終點座標。

F：進給率（mm/rev）。

U：切削完成後刀具回復X軸位置（直徑座

標）。 

V：切削完成後刀具回復Z軸位置。

R：槽肩角處倒圓弧（取正值mm）。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

環Z軸向各循環切削次數計算式：

切削次數＝FRUP〔C/Q〕

C：槽寬

Q：Z軸每次循環移動量

FRUP:小數點無條件進位成整數

四、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之加

工技術實例

本報告以一中型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工

件其中的一內切槽加工為例，其主要尺寸槽的

（X軸）底徑75.mm、槽寬25.mm、槽左側內徑

（X軸）45.mm、槽右側（X軸）50.mm、倒角量

1.5mm、肩角處倒圓弧半徑1.0mm。切槽刀寬為

4.0mm、及進給率0.10mm/rev、切削完成後刀具回

復位置X40.Z0。使用CNC臥式車床，分別利用複

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及

CNC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G75

指令，進行粗、精車削。在相同切削條件，加工

驗證其兩者在切槽工件真圓度、表面粗糙度、加

工時間及切槽紋路比較。

本 報 告 提 出 複 合 型 內 外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COIGPP）循環使用指令參數、機器設備、切

削條件分別如下：

加工程式參數指令：

G201 T0 W0 A45. B50. C25. D4. E1.5 H0.1 

Q3800 X75. Z－40. F0.10 U40. V0 R1.0；

使用機器：台灣TAKISAWA LS-800L20 CNC

臥式車床

控制器：日本FANUC TURN i

切削條件：

切槽刀把：德國MIRCONA R157SA系列

刀片規格：德國MIRCONA RMP5（CSTN51 

PA92）

被削材料：S45C 

進給率：0.10mm/rev

切削速度：80 M/min

主軸轉速：339～566 rev/min

切削油劑：水溶性乳化劑

經上述在相同切削條件切削，使用複合型內

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與內外徑切

槽固定循環G75指令切削結果，兩者在表面粗糙

度、加工時間及車削紋路之比較如表1，在工件

真圓度部份之比較如表2，其真圓度在不同角度

之示意圖如圖9。

五、結果與探討

1.由表1可知切削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

槽加工在表面粗糙度方面，使用複合型內外槽切

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比內外徑切槽固

定循環G75指令提昇24.07%。

2.由表2可知在真圓度方面比較，複合型內外

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比內外徑切

槽固定循環G75指令提昇39.13%。

圖8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於CNC

車床控制器模擬路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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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切削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槽加工在

加工時間方面，因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

（COIGPP）循環在槽肩角處有倒圓弧，內外徑

切槽固定循環G75指令則無倒圓弧。所以在加工

時間方面多出少許，但切削紋路一致性較佳。

六、對工廠之貢獻

本項技術改良亦獲得工廠現場操作技術人員

最受好評技術之一，在以往使用一般CNC控制器

廠商或工具機製造廠提供之循環等，如使用內外

徑切槽固定循環G75指令，切槽刀在Z軸固定下X

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後快速退出，因造成工件

內徑表面在Z 軸切削重疊位置有刀具接縫痕跡，

圖9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與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G75指令之真圓度示意圖

            比較項目 

            

銑削循環      比較資料

表面粗糙
 

加工時間

 

車削紋路 備註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

劃（COIGPP ）循環
4.1μm 3 分 58 秒 紋路一致性佳

肩角處有

倒圓弧

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
5.4μm 3 分 45 秒 紋路一致性普通佳

肩角處無

倒圓弧

 

表1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與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G75指令之在表面粗糙、加工

時間、車削紋路之比較

 

          量測位置角度 

銑削循環      真圓度
0度 60度 120度 180度 240度 300度 360度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

劃（COIGPP ）循環
0.2 2.3 －2.6 1.7 4.4 1.9 0.2 

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
0 －2.5 －4.3 －7.6 －9.8 -11.5 0 

說明：1.軸位置單位度 2.真平度單位μm 

表2 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COIGPP）循環與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G75指令之真圓度比較

形成工件的內徑真圓度差、表面粗糙及內徑尺寸

不佳等缺點。利用複合型內外槽切削路徑規劃

（COIGPP）循環，可改善上述問題，同時精、

粗切削加工之程式全部結合在一起，各項加工數

據以指令參數形式設定，操作者可以很容易、安

全、迅速、精確完成油壓機械之油壓缸格蘭內切

槽加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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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1
O9011；（COIGPP-SUB）

N1 ＃32＝＃26＋＃3－＃7－＃11；

IF【＃23 EQ 0】GO TO 100；

IF【＃20 EQ 0】GO TO 20；

N10；

IF【＃1 GT ＃2】GO TO 12；

＃31＝＃2＋3.；

GO TO 13；

N12 ＃31＝＃1＋3.；

N13 G00 X＃31 Z＃32；

G75 R0.1；

G75 X【＃24＋＃11】Z【＃26＋＃11】P1500 

Q＃17 F＃9；

G00 X【＃2＋2.】Z【＃26＋＃3－＃7＋＃8

＋1.】；

G01 X【＃2－＃8－＃8】Z【＃26＋＃3－

＃7】F0.07；

G01 X＃24 F0.15；

G01 Z＃26 F0.2；

G01 X【＃1－＃8－＃8】F0.15；

G01 X【＃1+2.】Z【＃26－＃8－1.】F0.07；

G00 X＃21 Z＃22；

GO TO 130；

N20；

IF【＃1 LT ＃2】GO TO 24；

…

…

…

N120；

IF【＃1 LT ＃2】GO TO 124；

＃31＝＃2－3.；

GO TO 125；

N124 ＃31＝＃1－3.；

N125 G00 X＃31 Z＃32；

＃27＝＃24－＃18－＃18；

G75 R0.1；

G75 X＃27 Z【＃26+＃11】P1500 Q＃17 F

＃9；

G01 X【＃27－3.】 Z＃33 F0.5；

G75 R0.1；

G75 X【＃24－＃11】Z【＃26＋＃18】 

P1500 Q＃17 F＃9；

G01 X＃2 F0.5；

G00 X【＃2－2.】Z【＃26＋＃3－＃7＋＃8

＋1.】；

G01 X【＃2＋＃8＋＃8】Z【＃26＋＃3－

＃7】F0.07；

G01 X【＃24－＃18－＃18】 F0.15；

G03 X＃24  Z【＃26＋＃3－＃7】 R＃18  

F0.07；

G01 Z【＃26＋＃18】 F0.2；

G03 X【＃24－＃18－＃18】 Z＃26 R＃18  

F0.07；

G01 X【＃1＋＃8＋＃8】F0.15；

G01  X【＃1－2.】Z【＃26－＃8－1.】

F0.07；

G00 X＃21 Z＃22；

N130 M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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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全球定位系統(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是美國在1973年因戰略需求而提出的計畫，歷經

二十多年耗資約140億美元，終於在1994年完成24

顆衛星的布建而大功告成。自1995年美國宣佈免

費開放GPS給民間使用，GPS在全球掀起了一股

蓬勃發展的商機，尤其在定位及導航上已匯聚成

重要的產業[1][2][3]。

理論上接收三顆衛星的訊號即可擷取定位資

訊，但為避免通訊干擾所造成的誤差，通常多增

加一顆衛星的訊號來修訂誤差，以致需接收四顆

以上的衛星訊號才能確保定位精準。因此衛星的

布建也是經過一番規劃才能確保在地表任何一處

接收四顆以上的衛星訊號。

建立全球定位系統所涵蓋的知識真是包羅萬

象，從航太、通訊、衛星、地理到電腦資訊等。

地理資訊與電子地圖的結合廣泛應用在陸海空等

運輸器材的導航，為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的便利及

福祉。

應用軟體開發

網站上可搜尋到許多GPS自由軟體，廠商亦

提供GPS相關軟體，這些軟體皆有其限定的用

途。基於教學及研究的需求，我們自行開發軟體

來接收GPS訊息並完成座標轉換的計算，本文介

紹開發此軟體所需的知識，如封包格式及投影地

圖等。此基礎成果有助於後續的定位、量測及導

航等研究。

2. GPS封包格式

美國國家海洋電子協會(NMEA: Nat 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制訂許多電子裝置間

的介面規範[4][5]，使各種不同的電子裝置能在同

一標準框架中進行通訊，而GPS則為NMEA中的

一種規範。GPS衛星無間斷地傳遞ASCII所組成的

封包，其格式如下:

表1. GPS封包格式

第一部份以”$”為啟始字元，第二部份標

啟始字元 標頭 訊息 結束字元 

黃敏昌∕大華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系

潘春財∕旺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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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是由五個英文字母組成，前兩個字母定義通訊

裝置，後三個字母定義封包內容。第三部份訊息

內容則以逗號”,”作區隔，傳遞時間、地理及

衛星等資訊。第四部份以CR及LF為結束字元，

此部份不顯示於接收資料中。原則上以單一封包

完成獨立且完整的訊息傳遞，亦可分割成數個封

包，但每一封包的可見字元數不可超出80個字。

常 見 的 四 種 G P S 封 包 計 有 $ G P G G A 、

$GPRMC、$GPGSA、$GPGSV，其中$GPGGA封

包提供時間及三維(3D)位置資訊，$GPRMC則為

航行資料的建議精簡封包，$GPGSA封包顯示接

收到的訊息是來自於那些衛星，而$GPGSV則為

衛星狀態封包。，以本校所接收到的GPS訊息為

例，將上述四種封包整理說明如下。

例1.GGA(GPS Fix Data)

$GPGGA,033113.601,2446.6792,N,12105.3689,E

,1,04,3.6,49.5,M,16.5,M,,*6E

表2. GPGGA訊息說明

例2.RMC(Recommended Minimum Data for 

GPS)

$GPRMC,033113.601,A,2446.6792,N,12105.3689

,E,0.0,157.4,280514,,*07

表3. GPRMC訊息說明

例3.GSA(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

$GPGSA,A,3,,,32,,,31,22,16,,,,,9.8,3.6,9.1*3A

表4. GPGSA訊息說明

欄位 內容 

標頭 $GPGGA 

格林威治時間 03時 31分 13.601秒 

緯度   24度46.6792分 

南北方位 北半球(N) 

經度 121度05.3689分 

東西方位 東半球(E) 

品質 
1=GPS誤差 15公尺內(0=無效, 

2=DGPS誤差 5公尺內) 

計算使用之衛星數量 4顆 

水平精確度稀釋值 3.6 (0.5∼99.9M) 

天線距大地水準面高度 49.5,M(公尺) 

大地水準面與橢圓球面高度差 16.5,M(公尺) 

距離上次更新 DGPS的時間 無 

DGPS基地台 ID 無 

查核資料 *6E (皆以*為起頭) 

欄位 內容 

標頭 $GPRMC  

格林威治時間 03時31分13.601秒 

資料有效性 A表資料有效(V表資料無效) 

緯度 24度46.6792分 

南北方位 北半球(N) 

經度 121度05.3689分 

東西方位 東半球(E) 

速度 (節) 0 

追蹤角(度) 157.4 

日期 28日05月14年 

磁偏角 無 

查核資料 *07  

註:節是每小時1852公里的速度單位 

欄位 內容 

標頭 $GPGSA 

定位模式 A表自動(M表手動) 

定位模式 
3表三維定位 

(1表未定位、2表二維定位)

定位使用到的衛

星編號 
32、31、22、16 

位置精度稀釋值 9.8 (0.5∼99.9M) 

水平精度稀釋值 3.6 (0.5∼99.9M) 

垂直精度稀釋值 9.1 (0.5∼99.9M) 

查核資料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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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 內容 

標頭 $GPGSV 

封包訊息分割數量 3 

分割訊息編號 1 

提供訊號的衛星數量 9 

 

衛星編號 14 20 3322  29 

衛星仰角(度) 51  13  38  31 

衛星方位(度) 122 302  270  69 

衛星訊號強度值 無 無 34 無 

查核資料 *7D 

表6.GPGSV訊息-2說明

欄位 內容 

標頭 $GPGSV 

封包訊息分割數量 3 

分割訊息編號 2 

提供訊號的衛星數量 9 

 

衛星編號 25 3311  2222  1166  

衛星仰角(度) 13 49 12 36 

衛星方位(度) 40 358 177 234

衛星訊號強度值 無 42 35 28 

查核資料 *7E 

 

例4.GSV(GPS Satellites in View)

$GPGSV,3,1,09,14,51,122,,20,13,302,,32,38,270,

34,29,31,069,*7D $GPGSV,3,2,09,25,13,040,,31,49,35

8,42,22,12,177,35,16,36,234,28*7E

$GPGSV,3,3,09,27,06,192,,,,,,,,,,,,,*49

表5. GPGSV訊息-1說明

欄位 內容 

標頭 $GPGSV 

封包訊息分割數量 3 

分割訊息編號 3 

提供訊號的衛星數量 9 

 

衛星編號 27    

衛星仰角(度) 6    

衛星方位(度) 192    

衛星訊號強度值 無    

查核資料 *49 

表7.GPGSV訊息-3說明

GPGGA顯示信號來自4顆衛星， GPGSA揭

露此4顆衛星的編號，而GPGSV顯示天空中能收

到衛星的總數為9，並列出其編號(14、16、20、

22、25、27、29、31、32)與方位，其中有4顆顯

示出訊號強度值，這正是GPGGA及GPGSA中所

引用的4顆衛星(16、22、31、32)。

3.時間及地理座標系統

起初時間是參照天體的規律運行來制訂，

然而天體的運動週期並非精準。故近代採用原

子的振盪週期做為精準時間的校訂依據。目前

全球的時間標準是採用格林威治平均時間(GMT: 

Green Mean Time)，亦稱為通用時間(UT: Universal 

Time)。GPS的時間系統是參照GMT並搭配原子鐘

的精準振盪而調配出的時間系統，稱為通用時間

座標(UTC: University Time Coordination)。將UTC

時間加8轉換則為台灣時間，故表2及表3中的時

間轉成台灣時間則為11時31分13.601秒。

地球中心地球固定座標系(ECEF:  Ea r th -

Centered Earth-Fixed Coordinate System)以經緯線劃

分地球如圖1所示。緯度是指與赤道面夾角的度

數劃分為南北緯。經度則是以經過格林威治天文

台的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作為經度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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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將之劃分為東西經，而台灣所處的位置約在

東經121゜北緯24゜，精確地理中心點為東經120

度58分55.2886秒，北緯23度58分25.9486秒[12]，

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虎子山。

圖2 理想圓球的橫麥卡托投影

圖1 地球經緯線

4. 投影地圖

我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地圖是二維的平面

圖，用此描述在三維分佈的地理空間，勢必造成

若干資訊流失或扭曲。運用投影取得的平面圖可

將此種失真現象降至最低。其中，橫麥卡托(TM: 

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7]，則是以保角映射方

式投影到二維平面，其原理是以一圓柱體橫向套

住球體，且與球體的最大圓相切於一經線，稱此

為中央經線(圖2) ，此種投影保持夾角及比例性

質。

然而地球並非理想圓球，故於1984年世界量

測座標系(WGS84: World Geodetic System)採用幾

何橢球作為描述地球的數學模型，長軸半徑a為

6,378,137公尺(短軸半徑b為6,356,752.3142公尺)、

平坦率f=1/298.25223563、重力常數 、地球旋轉速

率 。此時採橢圓柱體橫切橢球的投影方式稱高

斯-克呂格投影(Gauss Kruger Projection)[7][8][9][10]

[11]，對其中央經線乘上一尺度比，則可求得橫

麥卡托投影。

此類投影離開中央經線越往兩側移動，其投

影的變形量加劇。為降低此種投影變形，將全球

由西向東每隔 6 度劃分為一帶，切割成 60個投影

分帶，對不同區域採用不同的中央經線進行橫麥

卡托投影，取得較佳的區域投影圖。此稱通用橫

麥卡托(UTM: 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6]

圖3 UTM六度分帶投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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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分帶啟始於西經180゜~174゜，其中央

經線位於177゜。(圖3)

 台灣位於 UTM的第 51 個投影帶(東經120゜

~126゜)，其西側邊緣約在東經120゜與中央經線

123゜差距3゜，這將使得投影圖有較大的誤差。

故於1997年，政府根據WGS84制訂台灣大地基準

(TWD97)[12][13][14]，台灣本島以東經121゜為中

央經線進行二度分帶(TM2)的橫麥卡托投影，將

投影原點向西移動250,000公尺，取0.9999中央經

線為尺度比。而澎湖及金門等地以東經119゜為

中央經線。

計算座標轉換時要注意經緯度單位格式，

GPS採用度、分，有些程式採用度、分、秒，有

些則完全以度為單位。

6.GPS程式

圖4 GPS原始封包

 圖4顯示GPS接收器所收到的原始訊息，因

GPS衛星以每秒一次的速度傳遞訊息，很難以目

視解讀其內容。必需經由程式加以處理篩選，方

能清晰讀取所需的資訊。圖5則經程式處理後所

顯示出的日期、時間、經度及緯度等訊息。

地理平面圖的座標計算，是先經由高斯-克

呂格投影，再乘上尺度比。對台灣地區而言，

圖5 GPS篩選資訊

WGS84標準取中央經線123゜及尺度比0.9996，投

影原點向西移動5000,000公尺。而TWD97標準取

中央經線121゜及尺度比0.9999，投影原點向西移

動250,000公尺。此程擷取GPS訊息、拆解封包並

且進行座標轉換計算，其產生的數據輸出至檔案

作為後續的應用處理。

7.Conclusions

GPS如同核子武器的問世，雖然始於軍備競

賽，卻在導入民生用途後造福了廣大群眾。GPS

已不知不覺地融入我們的生活中，如出門遠遊使

用Google Map定位與路徑規劃的導航系統、汽車

防盜系統、航空海運、建築及土木量測、農礦應

用，甚至休閒運動等。此種衛星定位系統的重要

性與日俱增，以致繼美國推出GPS後，蘇聯立即

跟進推出了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NAS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歐洲聯盟(European)及

中國亦分別建構伽利略系統及北斗星系統。

基本上GPS軟體必需具備接收及處理GPS訊

息的功能，程式內部需完成橫麥卡托投影計算將

經緯座標轉成WGS84或TWD97的投影地圖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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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方可運用畢氏定理估算距離，否則就得

沿著地球在三維空間的測地線(geodesic)來計算距

離。

實際測試GPS接收器，在晴朗的天候可接

收到3到5顆衛星訊息，而陰雨天氣常顯示0顆衛

星。可能目前實驗室使用的GPS接收器較老舊，

因諮詢旺天電子公司[2]，發覺其GPS接收器不論

晴雨天都能接收到6顆以上的衛星訊息。總之，

開發完成此基礎軟體後，奠定了本實驗室對定

位、量測及導航等研究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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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裝置之顯示最佳化

簡介

根據國際調查機構Gartner和英國調查IMS 

Research分別預估到西元2016年全球可穿戴式科

技裝置產值將上看60~100億美元。另外，國內調

查機構資策會MIC也預估，西元2014到2018年全

球穿戴式科技裝置產值將從31億美元成長到341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可高達81.9%[4]。

從2013年各家晶片、國際品牌和系統大廠都

在為穿戴式科技(Wearable Technology)積極地佈局

和準備，由國際大廠Google所研發的智慧型眼鏡

-Google Glass具備了通訊、錄影、拍照等功能的

裝置，已經讓穿戴式應用揭開了序幕。至於穿戴

式科技的另外一個應用趨勢-智慧手錶也是重要

的標的，在今年2014的全球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簡稱MWC)上，智慧手錶裝置成

為新興發展的趨勢，像是三星電子(SAMSUNG)的

Gear Fit、索尼(SONY)的Smart Watch分別推出了類

似的智慧手錶與環戴式產品。除了 Android 陣營

投入穿戴式裝置，蘋果(Apple)的iWatch近期也是

矚目的焦點，市場預期iWatch有機會在今年之內

亮相，讓穿戴市場越來越熱鬧。

光電協進會(PIDA)指出，消費性產品智慧型

手機市場逐漸飽和與成熟，許多廠商將藉由穿戴

式顯示裝置產品，進一步擴大智慧型行動顯示裝

置市場範圍，提供消費者更多面向選擇，未來行

動顯示裝置將更多元化。穿戴式顯示裝置涵蓋的

範圍很廣，包括個人身上可攜式各種應用裝置，

從頭到腳都有，如智慧頭盔、智慧眼鏡、智慧項

鍊、智慧手錶、智慧手環、智慧運動鞋。

穿戴式裝置比起智慧型手機可能更為貼近人

類生活，因此使用者經驗將決定穿戴式應用是

否符合市場的需求:戴不戴得住是其中關鍵的問

題。因此，在決定人機介面互動技術時，必須回

歸到使用者身上，洞察使用者經驗的需求與缺

口，從應用面挖掘出更趨於人性化、直覺性的人

機互動技術，才有可能增加使用者對於穿戴式裝

置的黏著度。

雖然穿戴式科技為消費性電子應用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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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面向，但是仍然有許多技術需要去克服。

Canalys Insight的分析師Chris Jones分析指出目前市

面上許多智慧手錶的電池續航力都有待加強[5]。

而且，使用者在對於穿戴式裝置的不同使用情

境，如何提供不同使用情境的視覺效果是我們需

要改善的地方。

穿戴式科技將這些最先進的技術運用在智慧

手機、平板電腦、智慧手錶甚至是任何可穿戴設

備上，讓使用者能獲得最好的視覺與操作體驗。

本文章主要是研究與分析可穿戴顯示裝置對於使

用者在不同擺置角度的條件下，因為外在光源導

致畫面中部分區塊呈現不均勻，以及針對不同的

使用情境可適應性的調整顯示器的輸出資訊，且

能夠兼顧使用者操作時最適合的視覺效果或減低

顯示器的功率消耗，以提升可穿戴設備續航力之

應用。

系統架構

陀螺儀（gyroscope），是一種用來感測待測

物裝置的方向及傾斜狀態，基於角動量守恆的理

論設計出來的。陀螺儀主要是由一個位於軸心且

可旋轉的轉子構成。陀螺儀一旦開始旋轉，由於

轉子的角動量，陀螺儀有抗拒方向改變的趨向。

陀螺儀可廣泛運用於車用導航、海空水平定位、

高階數位相機、智慧型手機和體感遊戲等產品應

用。所以我們以陀螺儀的感測資訊來當作使用者

觀看顯示器(目標物)的關係，也就是說，從陀螺

儀感測的Pitch, Roll, Yaw資訊可取得使用者對應

到穿戴式裝置所在的位置，再從位置移動的變化

預測出使用者接下來可能觀看的區域。

圖1為本研究所提出的系統架構圖。從圖中

使用Arduino Uno微控制器[1]當作I2C master來讀取

和設定陀螺儀InvenSense MPU-6050[2]之暫存器，

並讀取暫存器XYZ的傾斜角度和加速度，再將感

測器的Raw Data 轉換成Euler angles[3]透過UART

串列埠信號送至PC做運算和分析。在PC端，接

收到感測器的資料再作適應性的顯示器畫面調

整，也就是說，根據穿戴式裝置的狀態達到最佳

化顯示器的輸出資訊。

圖2為微控制器軟體流程圖，其工作內容為

建立與PC之間溝通與控制存取6軸感測器之功

能。首先，初始化微控制I2C匯流排的功能，包

含I2C時脈的設定等，因為6軸感測器可溝通的介

面為I2C和SPI，本系統環境以I2C匯流排連接。

第二，初始化UART的功能，其中像是鮑率(Baud 



圖2.微控制器軟體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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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再以I2C指令取得感測器

的XYZ資訊，經過轉換成Yaw-

Pitch-Roll的資訊，再將結果以

自訂的格式送至PC進行處理。

圖3為PC端軟體流程圖，

其工作內容為建立與微控制

器之間溝通、處理6軸感測器

回傳的資訊與適應性顯示畫面

的運算之功能。首先，使用

OpenGL rendering建立顯示畫面

之物件作為展示的標的物。第

二，掃描PC上所有的串列埠，

因為微控制器是以UART串列

的介面與PC端溝通。再來，根

據所有偵測到串列埠的裝置，

選擇連接到微控制器的串列

埠，並設定其鮑率。最後，持

續的接收串列埠所傳送的封包

資訊，確認封包是否正確且完

整，進一步解譯出Yaw/Pitch/

Roll的數值，再使用適應性顯

示演算法計算出最適合的顯示

輸出畫面。

本研究計畫將研究與分析可穿戴式顯示裝置

應用，可適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明亮調整演算

法，以提升可折疊式與可穿戴設備視覺效果與減

低顯示器的功耗之應用。圖4的左側為未經過適

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明亮調整演算法顯示在穿戴

式螢幕上的畫面結果，右側為經過適應性動態非

線性顯示明亮調整演算法顯示在穿戴式螢幕上的

畫面結果。從對比兩者畫面顯示的結果來看，使

用者對於關注在想要看到的顯示畫面區域不會有

太大的影響，因為著重的顯示區域完全沒有改

變，而不注重的關注區域可以漸層的方式調整至

黑或暗，以減低畫面輸出的功率消耗。

Rate)的設定等。與PC之間溝通的介面以UART

串列傳輸的方式，因為現在PC都以USB介面與

外部的周邊聯繫為主，且Arduino Uno實驗版已

具備USB-to-Serial的轉接功能，所以可直接使用

UART功能來與PC溝通。第三，透過I2C的命令

發送至6軸感測器進行初始化設定，像是晶片中

DMP(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的處理單元、XYZ

偏移量的校準、取得內部FIFO封包暫存器的容量

大小，最後再啟動DMP功能。在完成與6軸感測

器和PC之間的設定後，再進入迴圈不斷以I2C指

令取得感測器的XYZ資訊；另外以較高效率的做

法，以 6軸感測器中斷通知微控制器資料已準備



圖3.PC端軟體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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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的可適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明亮調

整架構圖如圖5所示，Wearable display adaptive 

correction會從顯示裝置的折疊角度、傾斜角度、

視線角度、外部光源、顯示內容和反光情境等等

的資訊，將使用者情境上的變化作可適應性的

調整，最後將調整後的畫面顯示到摺疊式顯示

裝置，達到使用者操作時最適合的視覺效果或減

低顯示器的功耗，以提升可穿戴設備續航力之應

用。圖三為調整演算法會根據環境的因素，像是

視線角度、外部光源和傾斜、折疊角度等，作適

應性的修正欲顯示的輸出畫面。

圖4.可適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明亮調整演算法效果

圖5.可適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系統架構圖

可適應性動態非線性顯示明亮調整演算法

首先，我們先定義顯示裝置-有機發光二極

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簡稱OLED）的

能源消耗公式。每一個像素(Pixel)皆由紅(Red，

簡稱R)、綠(Green，簡稱G)、藍(Blue，簡稱B)三

種顏色所組成，所以一個像素的功耗為R、G、B

個別功耗的總和。

如果以24位元(bits) sRGB顏色空間(Color 

Space)表示的話，其功耗為

Power(R, G, B) = Power(R,0,0)+Power(0,G,0) + Power(0,0,B)

每一R、G、B顏色分別以8位元(bits)表示，

其中的數值範圍為0到255(由最暗到最亮)。

所以，一個像素的最大功耗為Power(255, 255, 

255)，最小功耗為Power (0,0,0)。

圖6和7分別為OLED顯示裝置耗能曲線圖和

OLED顯示裝置耗能趨勢。

本演算法將RGB色域空間轉換到(r, Θ, Z)色

域空間，其公式如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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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如何讓使用者能獲得最好的視覺、操作體驗

與裝置的續航力，以增加使用者對於穿戴式裝置

的黏著度，是現在穿戴式科技應用很重要的關

鍵。當我們了解可以從陀螺儀擷取穿戴式裝置的

使用狀態，進而能研究與分析穿戴顯示裝置對於

圖6.OLED顯示裝置耗能曲線[6]

圖7.OLED顯示裝置耗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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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不同擺置的條件下，可能因外在光源導

致畫面中部分區塊呈現不均勻，來提出不同使用

情境可適應性的調整顯示器的輸出資訊，同時能

夠兼顧使用者操作時最適合的視覺效果或減低顯

示器的功率消耗，這將可以提升可穿戴設備續航

力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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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協會　綜合外電整理

日本CYBERDYNE株式會社推出的照護機器人HAL（Hybrid Assistive Limb），是世界上第一款賽

博格型（cyborg）機器人，穿戴者的身體機能將能獲得支援協助，HAL能透過配戴者皮膚表面讀取腦

部對於肌肉所發送的微弱電波，藉此協助人體的動作。穿戴HAL 將結合人、機器與信息為一體，加

速腦神經的運動學習系統。 

在一個健康的身體情況下，每塊肌肉都能接受到由大腦所發送的微弱電波，並能夠盡快且完整

的做出反應，而這一段過程便稱為「生物電信號」（bio-electric signals , BES）, HAL便是能透過皮膚

讀取BES的信息，整合解讀後協助大腦傳送信號給肌肉。HAL透過CYBERDYNE開發的CVC（自動控

制）系統協助佩戴者的運動，所配備的機制將不會只協助人體抖動肌肉。當HAL確認大腦想傳達給

身體如何移動的信號，在HAL的適當協助下，身體將能開始實際進行“走”的動作，同時並將“我

能走路了！”的感覺反饋給大腦。

通過這種方式，大腦將能漸漸學習到發射必需信號為“行走”的方式。這對於仍透過HAL協助

行走的殘疾人士來說，將會是未來自行走路前的重要的第一步。HAL是目前唯一能為運動大腦提供

相應的解決方案的機器人。在為確保使用安全性下，新的醫療器材在上市前進行許多的實驗是必要

的，而HAL的醫療實驗在今年（2014）就將完整結束，順利的話在2015年將能通過日本及美國的食

品藥物管理局申請，作為醫療器材正式在日美上市，屆時將有望能開始獲利。

麻省理工學院的機器人學專家Cynthia Breazeal研發了

一款家用機器人Jibo，它的身高11英吋（約27.9公分），

重6鎊（約2.7公斤），配備有一個巨大且可旋轉的頭部螢

幕，並設有高倍率攝影機和麥克風及音聲辨識裝飾、全身

觸摸傳感器，能使用英語進行交談，並針對使用者的觸摸

做出不同的回應，提醒你重要的活動及收發郵件，另外也

能自動照下日常的風景，透過臉孔及聲音識別，更能夠認

得家族裡成員，並依照家庭個別需求設定軟體，提供客製

化的陪伴服務。

國際產業市場新聞及資訊

HAL機器人套裝 預計明年在日上市

家庭機器人JIBO  提供客製化家庭服務

R

R

家庭機器人JIBO (圖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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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NEDO（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在7月17日推出了世界第一本機器人白皮書，並進

行了發刊說明會。說明會中NEOD的機器人及機械系統發展部弓取修二部長談到，「機器人技術將

能成為支撐社會基盤的重要根基，並蘊藏有能改革社會的可能性」

NEDO表示，日本雖然一直以來都被冠以機器人大國的稱號，但在電機產業上卻陷入了「在技

術面取勝，在商業面落敗」的窘境，此次推出白皮書便是希望藉此能讓機器人商機更加的活性化。

機器人白皮書並非提供給機器人開發者，而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上，提供機器人產業現狀及技術、

所面臨到的問題上進行說明，書中並舉出多項應用實例。

書中共有七章，分別由「機器人的基本情報」、「利用機器人的意義」、「產業機器人的現

狀與面臨到的課題」、「生活與服務領域的機器人事業」、「各領域機器人的現狀與面臨到的課

題」、「機器人在社會應用上的策略」、「各章節的課題與解決方案」等7章構成。這些內容也都

能在NEDO的首頁下載內容。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於近期召開的機器人部屬產業政策協議會上，發布了第二期

（2014年—2018年）的智慧型機器人基本計劃。智慧型機器人基本計畫是根據「智慧型機器人開發

與普及化促進法」所規劃出的五年計畫，第一次計畫是在2009年頒布。

第二期智慧型機器人基本計劃將主要推廣機器人技術的發展與主力產業融合，創造附加價值，

並延伸到其他領域，著重在「機器人產業向外延伸」，將針對包含提高機器人研究開發(R&D)實

力、擴大機器人需求產業、建構開放式的機器人產業生態系、將機器人與網路結合在內等四大課題

推動，期許透過計畫改善機器人研究開發所面臨的問題，開發韓國國內外的新需求及新市場，創造

產業市場。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在發布第二期智慧型機器人基本計劃的同時，也發布了2013年機器人產

業調查結果(調查機關：韓國機器人產業振興院)，2013年韓國國內的機器人市場較前年度約上升了

4.1%，達到了644.6億元的產值，在機器人出口產值上，則較前年度上升了23.9%來到216.1億元，相

關企業數上則上升了9.2%，來到了402家。

Cynthia Breazeal表示，雖然JIBO終究只能作為協助生活的機器人，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但即使如此，JIBO仍能提供人們許多服務協助，例如替你叫計程車、預約電影時間、撥打視訊

電話與家族聯繫…等等，相較起電腦，JIBO將能提供更多的互動，對於容易感到孤單的老人及小孩

將能提供適度的陪伴與服務。JIBO在創意網上募集的資金已突破3000萬元，預計集資後在2016年將

可全面上市。

R

R

日推出機器人白皮書

韓國發布第二期智慧型機器人基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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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配合政府之產業人才培訓政策，因應

精密機械產業發展趨勢並符合企業人才培訓需

求，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

與系統研究所承辦之「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

畫」，結合具有精密機械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

驗之單位共同執行，辦理工具機、機械零組件、

智慧自動化、模具、半導體製程設備、金屬成形

與熱處理及一般產業機械等產業中高階技術人才

培訓課程。

歡迎上課程資訊網站『工業技術人才培訓

全球資訊網』 (http://proj.moeaidb.gov.tw/training/

index.asp)或洽詢各執行單位查詢詳細內容。

 

工研院機械所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應用 12 新竹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台北 

圓柱齒輪設計與製造技術 12 新竹 

高速主軸設計與應用 12 新竹 

自動化元件選用與應用實務 12 台中/南投 

齒輪加工製造技術 12 台中/南投 

夾治具應用實務 12 台北 

智能系統性創新應用 12 新竹 

製程設備 SECS / GEM 連線技術 13 台中/南投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新竹 

高速連桿機器人控制及設計技術 12 高雄 

自動化機電整合技術應用 18 新竹 

對話式程式及 3D 防碰撞系統開發設計 12 台中/南投 

熱處理原理與應用於高性能工具機械結構設計 12 台中/南投 

液壓伺服技術與節能液壓實務 12 台南 

工業控制與 PLC 應用 12 台北 

公差分析應用 12 新竹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高雄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Default.aspx 

＊ 洽詢專線：03-5915894 蔡小姐 E-Mail：hctsai@itri.org.tw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本所執行工業局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可為業者整合短期單項課程為系列課程班(36 小時)，

並做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先進內崁式(In-cell/On-cell)觸控技術人才培訓班 12 台北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eeia.org.tw/courses.php?c=1 

＊ 洽詢專線： 02-27293933 #24 蕭小姐 E-mail：peggie@teeia.org.tw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09/16-17
09/17-18
09/17-18
09/23-24
09/23-24
09/29-30
10/01-02
10/01-02
10/01-02
10/07-08
10/07-08
10/14-16
10/15-16

10/16-17

10/21-22
10/22-23
10/29-30
11/04-05
11/05-06

【經濟部工業局】

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預計辦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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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機械所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軌道與傳動元件設計應用 12 新竹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台北 

圓柱齒輪設計與製造技術 12 新竹 

高速主軸設計與應用 12 新竹 

自動化元件選用與應用實務 12 台中/南投 

齒輪加工製造技術 12 台中/南投 

夾治具應用實務 12 台北 

智能系統性創新應用 12 新竹 

製程設備 SECS / GEM 連線技術 13 台中/南投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新竹 

高速連桿機器人控制及設計技術 12 高雄 

自動化機電整合技術應用 18 新竹 

對話式程式及 3D 防碰撞系統開發設計 12 台中/南投 

熱處理原理與應用於高性能工具機械結構設計 12 台中/南投 

液壓伺服技術與節能液壓實務 12 台南 

工業控制與 PLC 應用 12 台北 

公差分析應用 12 新竹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高雄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Default.aspx 

＊ 洽詢專線：03-5915894 蔡小姐 E-Mail：hctsai@itri.org.tw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本所執行工業局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可為業者整合短期單項課程為系列課程班(36 小時)，

並做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先進內崁式(In-cell/On-cell)觸控技術人才培訓班 12 台北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eeia.org.tw/courses.php?c=1 

＊ 洽詢專線： 02-27293933 #24 蕭小姐 E-mail：peggie@teeia.org.tw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09/16-17
09/17-18
09/17-18
09/23-24
09/23-24
09/29-30
10/01-02
10/01-02
10/01-02
10/07-08
10/07-08
10/14-16
10/15-16

10/16-17

10/21-22
10/22-23
10/29-30
11/04-05
11/05-06

銲接品保與檢驗實務 12 高雄 

模具設計、製造及成本分析 12 高雄 

液壓控制系統技術應用與維修保養(2) 12 高雄 

專業射出成型人員養成系列班課 48 高雄 

各式射出成型機介紹與機台保養及異常處理 12 高雄 

三菱 PLC-Q 系列電控工程師人才培訓班 36 高雄 

防爆區域劃分／製程,設備上閥類及塔槽儀器之選用 18 高雄 

射出材料選擇與加工技術介紹 12 高雄 

銲接品保與檢驗實務 12 台中 

模具設計、製造及成本分析 12 台北 

沖壓加工用材料與模具材料技術 36 台中 

液壓控制系統技術應用與維修保養(2) 12 台中 

模流分析與模具設計應用實務 12 高雄 

防爆區域劃分／程式邏輯控制系統(PLC)及分散式控制

系統(DCS) 

18 
高雄 

射出成型不良原因分析與改善 12 高雄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training.mirdc.org.tw/ 

＊ 洽詢專線：07-3513121 # 2443 鍾先生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金屬中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0/01-02
10/03-04
10/14-15

10/15-12/03
10/15-22
10/16-31
10/29-31

10/29-11/05
11/05-06
11/06-07

11/07-12/12
11/11-12
11/12-19

11/26-28

11/2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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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產業學院台中學習中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自動化元件選用與應用實務 12 台中 

高速主軸設計與應用 12 新竹 

精密機械之 3D 逆向工程技術培訓班 15 台中 

齒輪加工製造技術 12 台中 

 高頻電路阻抗匹配設計 14 台北 

智能系統性創新應用 12 新竹 

製程設備 SECS/GEM 連線技術 13 台中 

量測與校正實務培訓班 12 台中 

馬達驅動器開發與設計 12 台北 

對話式程式及 3D 防碰撞系統開發設計 12 台中 

液壓伺服技術與節能液壓實務 12 台南 

滾動軸承應用技術 12 台中 

工業控制與 PLC 應用 12 台北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台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 

＊洽詢專線：04-25672316  林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振動頻譜分析工程師培訓班-進階課程 12 台中 

零件鎖固實務 12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pmc.org.tw/training.aspx  

＊洽詢電話：04-23599009#832/807  曾小姐/謝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09/23-24
09/23-24

09/27-10/04
09/29-30

09/30-10/01
10/01-02
10/01-02
10/02-03
10/15-16
10/15-16
10/22-23
10/29-30
10/29-30
11/05-06

09/17-18
10/02-03

工研院產業學院台中學習中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自動化元件選用與應用實務 12 台中 

高速主軸設計與應用 12 新竹 

精密機械之 3D 逆向工程技術培訓班 15 台中 

齒輪加工製造技術 12 台中 

 高頻電路阻抗匹配設計 14 台北 

智能系統性創新應用 12 新竹 

製程設備 SECS/GEM 連線技術 13 台中 

量測與校正實務培訓班 12 台中 

馬達驅動器開發與設計 12 台北 

對話式程式及 3D 防碰撞系統開發設計 12 台中 

液壓伺服技術與節能液壓實務 12 台南 

滾動軸承應用技術 12 台中 

工業控制與 PLC 應用 12 台北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台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college.itri.org.tw/ 

＊洽詢專線：04-25672316  林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振動頻譜分析工程師培訓班-進階課程 12 台中 

零件鎖固實務 12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pmc.org.tw/training.aspx  

＊洽詢電話：04-23599009#832/807  曾小姐/謝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09/23-24
09/23-24

09/27-10/04
09/29-30

09/30-10/01
10/01-02
10/01-02
10/02-03
10/15-16
10/15-16
10/22-23
10/29-30
10/29-30
11/05-06

09/17-18
10/02-03

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塑膠模具試模技術與問題分析 12 新北三重 

沖壓模具設計與估價分析實務 12 新北三重 

塑膠模具基礎工程師培訓班 48 新北三重 

模具精密研磨加工及高速高精密銑削加工技術實務 12 台北 

沖壓模具設計與成形製造不良問題分析  新北三重 

塑膠成形技術與射出成型問題分析及解決方案 12 新北三重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dia.org.tw/school/ 

＊洽詢電話：02 - 29995108  嚴小姐、高先生、邵小姐、張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09/23-24
09/25-26

09/13-10/05
10/07-08
11/18-19
1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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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的發

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

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自動化、系統單元

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關鍵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培訓類別】

 短期班技術課程—12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的發

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

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自動化、系統單

元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關鍵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培訓類別】 

短期班技術課程—12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近期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9/18~09/19 自動化工廠設計與規劃  招生中! 12 台中 

11/8~11/16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即將公告! 16 台北/台中/高雄 

11/8~11/16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即將公告! 24 台北 

11/22~11/23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即將公告! 16 台北/台中/高雄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鄭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培訓

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智動協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 15 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額將全數退還。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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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
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

「客製化企業包班」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

計畫目的

1.針對廠商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

2.提升企業員工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領域的研發設計及技術應用能量。

3.增加受訓學員對於產業關鍵技術的掌握。

執行方案

1.包班運作模式：

針對單一企業、關係企業、上下游整合性廠商或有興趣廠商，依據所需設計課程辦理員工培

訓，協會提供講師、場地安排、行政事務等一切庶務，節省企業執行成本。

I.時間：每次上課至少3~6小時，總時數達12小時(含)以上即符合課程開立標準。

II.地點：可在公司內部場地上課或是貴公司認為適合的公共設施場地。

III.內容：依公司需求編排課程內容。

IV.講師：企業指定講師，或由協會尋找適合的優秀講師。

2.協會課程特色：

I.師資：協會長期與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業界講師、教授群、及相關研發機構講師保持

良好合作關係，開設「感測系統」、「機器視覺」、「多軸機械手臂」、「機械夾爪」、「自動

化系統整合」、「專案管理應用與實作」等專業課程，亦配合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開辦教育訓

練課程，提供受訓學員多元化知識提昇。

II.課程設計：依企業提出的需求，客製化專屬培訓課程，亦可指定課程內容及講師，讓受訓

學員掌握最新、最具價值的技術內涵。

III.補助：協助公司爭取政府人才培育相關計畫，補助學員培訓學費節省企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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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包班歷年執行成果： 
執行年度 包班企業 課程名稱 執行成果 

97 年度 
上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產業用機器人機

構設計工程師培

訓班 

1. 總受訓人數 23 名，來自產品發展、系統開發及專案開發部門。 
2. 課程涵蓋「機構設計」、「機電整合」、「機器人控制」、「專利

檢索」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98 年度 
上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智慧型工業用機

器人工程師培訓

班 

1. 總受訓人數 26 名，來自產品發展、系統開發及專案開發部門。 
2. 課程涵蓋「機構設計」、「機電整合」、「機器人控制」、「專利

檢索」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99 年度 
1.華寶通訊  
2.新光保全  
3.慧智網科技  

智慧型機器人機

構設計與智能系

統整合工程師培

訓班 

1.總受訓人數 20 名，來自新技術開發、技研中心及測試部門。 
2.課程涵蓋「機構設計」、「語音及影像辨識」、「智能系統」、「人

文創意」等多元化內容。 
3.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高達 90%。 

101 年度 
旭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自 動 化 工 程 師

Level 2 人才培訓

班 

1. 總受訓人數 82 名，來自機構研發及電控研發部門。 
2. 課程涵蓋「機電整合概論」、「電機機械」、「控制系統」、「機

械設計」、「量測原理與技術」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0%。 

102 年度 
旭東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客製化企業包班 

1. 總受訓人數 214 名，來自研發、製程及生產部門。 
2. 課程涵蓋「光學系統設計基礎」、「運動控制與精密加工關聯」、

「精密機械設計思維」、「精密運動控制基本原理介紹」、「機構

運動與振動分析」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0%。 

102 年度
均豪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客製化企業包班 

1. 總受訓人數 305 名，來自研發、設計、電控及客服等部門。 
2. 課程涵蓋「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觀念教學」、「機器伺服控制實

務」、「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 83 %。 

102 年度
東培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自動化工程師人

才培訓班 

1. 總受訓人數 114 名，來自研發、設計、品管及生產等部門。 
2. 課程涵蓋「自動化工程概論」、「機械工程概論」、「機電整合概

論」、「機械設計」、「量測原理與技術」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 82.4%。 

103 年度 
羅技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3C 組裝自動化產

品設計培訓班 

1. 總受訓人數 131 名，來自研發、機構、設計、測試、包裝部門。 
2. 課程涵蓋「工業機器人與自動化實務」、「終端效應器應用」、

「感測技術應用」、「標竿企業參訪」等多元化內容。  
3. 受訓學員對於課程滿意度近 87%。 

歡迎各家企業詢問，共同打造高品質人力資源！            智動協會網站: http://www.tairoa.org.tw/ 
企業包班聯絡人：Eunice         TEL: 04-2358-1866         MAIL: eunice@tairo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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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訊息

【時間】： 2014/10/22〜10/25

【地點】：南韓．首爾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展覽簡介】

韓國國際機器人展（Robot World 2014）為韓國最具國際化的專業機器人展，亦為目前全

球具規模的機器人展之一。指導單位為韓國知識經濟局(MKE)，由韓國機器人產業協會(Korea 

Association of Robot Industry/KAR)、韓國機器人產業振興會、機器人控制系統協會等單位共同主

辦。伴隨此展覽活動尚有2014國際機器人競賽(International Robot Contest 2014) 、 2014韓國機器人

會議 (Korea Robot Forum 2014)。

鑒於機器人是我國目前產業發展計畫重要之一環，為協助台灣廠商提高競爭力，本協會將

於今年度展會期間辦理參展團，本展已獲國貿局補助參展，大會另有參展商與專業買主機票與

住宿補助方案尚待後續公告，詳細內容請洽窗口。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蔡專員（mav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時間】：2014年10月19〜24 日

【地點】：南韓．首爾 

【展覽簡介】

為掌握世界機器人及自動化領域發展趨勢、增長產業技術交流，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協會在服務國內廠商立場上，特此辦理「2014韓國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在六天五

夜的參訪行程中，除了前往參觀韓國國際機器人展以外，協會更聯繫了多家韓國知名零組件、

整機及自動化應用類廠商讓我們前往參觀拜訪。期盼透過這次的參訪行程，能夠促進過國內外

自動化產業技術交流，並開展更多的商機。

預計招收人數：25－30名（額滿為止）

詳細行程：www.tairoa.org.tw洽活動公告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專員（Fion@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ROBOT WORLD 2014參展團

ROBOT WORLD 2014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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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4年12月10〜13日

【地點】印度．新德里國際展覽中心 Pragati Maidan

【展覽簡介】

「新世界工廠」由基礎建設起飛：由於印度的內需市場龐大、人口攀升以及勞動市場熱

絡，在印度十二五計劃中，政府計畫斥資 1 兆美元加強基礎建設，可望帶動製造產業起飛；依

據世界銀行、聯合國及麥肯錫等的資料顯示，印度在強勁內需的啟動下，西元 2012 年印度 GDP 

成長率將可超越中國， 2030 年將會有四大趨勢 ( 總人口數達 14.8 億成為世界第一、勞動人口增

加 2.7 億、都市中產家庭將成長 3 倍，達 9,100 萬戶、百萬人口城市將達 68 座 ) 直逼全球經濟成

長的經濟體；此外若以購買力評價計算， 2015 年將超越日本， 2050 年 GDP 成長率將躍居全球

第一。

【招展窗口】

德國漢諾威展覽集團台灣代表處 

聯絡人：陳郁茹小姐（holly@hf-taiwan.tw）  

TEL：(02) 8751-3668 # 317

【時間】2014/11/4〜8

【地點】中國．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展覽簡介】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上海工博會”）是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工業品牌展，

也是促進海外經濟技術合作交流的重要視窗和平台，每年11月在上海舉辦，迄今已成功舉辦15

屆。承辦單位由上海東浩國際服務貿易(集團)有限公司與德國漢諾威展覽公司及漢諾威展覽(上

海)有限公司強力聯手策劃宣傳。

上屆展覽面積160,000平方公尺，參展攤位7,500個，參展廠商 1,979家，分設於15個展館，為

歷屆之最，吸引了來自美國、德國、瑞士、義大利、日本、捷克、韓國、新加坡、丹麥、澳大

利亞、法國、以色列等80餘國家與中國31個地區共11.7萬人次參觀，現場成交金額總計人民幣

47.16億元。上海是大陸的經貿中心，也是世界各國關注的大市場，參展廠商可藉由該展擴大我

工業自動化、電機、電子等產業對大陸行銷通路，開拓商機。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李專員（denn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2014 印度國際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DIA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2014TAIROS「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已於8月3日

圓滿落幕，本次參展廠商210個單位、展出攤位超過1,000個，

參觀人潮總計約9萬人次，其中產業專業人士約佔6萬人次，

是歷屆展會中成績最佳的一次，展期間約有34家媒體150則

報導露出，包含電視4則、雜誌2則、日報69則、網路75則。

2014TAIROS聚焦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完整呈現台灣智慧

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的供應鏈體系，以及Made In Taiwan的實

力與企圖心，我們也看到了參展廠商用心展現最佳產品及服

務能量，這次著實讓國內外業界朋友及媒體仔細關注我們，

及我國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成果與現況，目前產

業熱絡度持續在發酵中，相信本展已是展現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的最重要平台。

政府積極投入資源發展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

整體產值從去年的新台幣9千多億，預計今年攀升到新台幣1.1

兆元，顯見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已是台灣非常重

要的趨勢與產業，目前世界各國更是積極發展，相信台灣在

這個趨勢與需求下必能佔有重要的角色及供應體系，TAIROA

協會將持續協助業者擴展市場並提供更多產業人才，讓我們

共同努力，為下一世代產業奠定最佳基礎。為此協會將乘勝

追擊預訂於明年(2015年)7月16日(四)至7月19日(日)舉辦第二

屆「2015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2015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TAIROS)。

協會是以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辦展，今年展會仍有些需要精進之處，我們將持續改善，也會保留展覽

活動的多樣性與互動性，2015TAIROS展會仍以促進產業完整供應鏈體系為主軸，並強調速度(speed)、效

率(efficient)、互動(interact)、感知(percept)的融合與呈現，協會也會持續邀約與發掘在此領域的國內外優

質廠商、學研單位等參加展出，同時與國際相關自動化及機器人展會鏈結，朝向國際主要展會及採購平

台邁進。產業推動與發展需要群聚效應，不能少了任何一家廠商或環節，誠摯邀請您一起參與台灣智慧

自動化與機器人展，開創更大市場與商機，並帶動產業正向循環與成長，同時提高TAIROS展在國際間

地位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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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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