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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製造新戰局

詭譎多變的2017年，民粹主義引發的政治不穩定、中國經濟成長或失

速之隱憂、全球貿易進入戰國時代…等趨勢都會對智動化產業直接或間接

地帶來影響。機器人、關鍵零組件、人工智慧技術、網宇實體系統整合的

智慧製造都是工業發展趨勢下的重點。隨著國內產業投資環境改變，製造

業回台投資、缺工問題，都和新一代機器人與自動化整合的生產有直接的

關連。

一是運用機器學習技術提升工業機器人的智慧化程度；工業機器人利

用機器學習來對檢測的工件，按照取拾的難易程度進行自動排序，以此強

化辨識技術的突破與作業效率，將是緊接著人機協同後的技術發展趨勢；

透過導入深度學習讓機器人具備自主學習能力，生產線上的機器人可以自

智慧製造戰局下的

在自動化科技不斷進步下，全球工業正快步朝向智慧製造的趨

勢發展。本文將探討在競爭激烈的智慧製造戰局下，台灣機器

人產業的挑戰與契機。

黃仲宏 工研院IEK

台灣機器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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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
人在汽車
製造生產
線應用的
列強YASKAWA

代表型號:MOTOMAN-MH225、MHC130II
全球累計台數超過30萬台 

ABB
代表型號:IRB 6640、IRB 7600、IRB 2600 

  全世界累積安装了175,000多台工業機器人  

Fanuc 
代表型號:R-1000、2000系列、M系列、CR-35iA 

FANUC擁有每月5000台機器人的製造能力 

Kawasaki
代表型號:點焊用機器人B系列 
歐美汽車零組件廠使用其焊接與組裝用機器人 

KUKA
代表型號:KR QUANTEC系列、KR arc系列 
KR系列機器人涵括汽車所有製程 

DAIHEN
代表型號:FD系列機器人 
多台7軸機器人協調做汽車車體焊接的動作 

資料來源：2016Automatica、工研院IEK (2016)
圖1、汽車製造領域的工業機器人巨頭

行學習新的作業程序，不需一直以人力編植程式的

情境會逐漸被各個機器人製造商實現。

再者是服務型機器人產品的生態系不能只有硬

體製造；機器人在競爭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時代，不

可與人性的根本需求太遠，要有不可或缺的針對性

應用。產品能否勝出的成敗關鍵在於良窳的商業模

式。

而Google、Microsoft、FB、Apple、IBM...等IT

公司積極爭搶人工智慧的主導地位會在未來2年進

入白熱化階段，這些科技巨頭已推出人工智慧助理

產品，下一步就是要讓人工智慧的價值被機器人彰

顯；2017年後的機器人產業將會因人工智慧而有顯

著的改變，而新創公司亦是未來機器人產業地圖的

重要角色。

以往機器人製造商將機械手臂賣給客戶之後就

幾乎到達了生產價值鏈的終點，但是工業4.0時代，

價值鏈必須進一步延伸，以機械手臂產品做為服務

的載點，以數據資料做為智能的媒介。也就是說未

來工廠將透過物聯網讓生產資訊以數位化方式溝

通，所有數位化的大數據資料可以傳達給機器人，

機器人在此系統中扮演靈活的生產工具，亦即以高

度靈活及數位化的智能製造模式，創造並實現生產

流程優化；更白話地說，機器人製造商要將業務觸

角拓伸到提供智能化服務，誰能提供給製造工廠最

貼心和個性化(客製)的服務，誰就會是致勝的那一

方。這是未來工業機器人在生產製造上的競爭力分

析評比核心；日本Fanuc的Field System已深深的透露

出此意味。

二、工業機器人的需求

2016年~2019年間，IFR預估全球的生產製造工

廠將裝置超過140萬台工業機器人。工業機器人產

業大者恆大、強者恆強的趨勢明顯，尤其在機械、

汽車、電子、家電、橡塑膠的應用領域。未來決戰

點在於類人的手眼力、高穩定性的精密度、深度學

習。

圖1、汽車製造領域的工業機器人巨頭  資料來源：2016Automatica、工研院IE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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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目前有超過50%的工業機器人應用在汽

車產業，在此領域具競爭力的機器人廠商集中於日

本及歐洲，如圖1所示。另外具競爭力者亦有Comau 

(義大利)、那智不二越(Nachi-Fujikoshi，日本)、松

下(Panasonic，日本)以及近年來以服務集團內汽車

業務的韓國廠商：現代重工業。此外，由於許多主

要半導體生產商計畫在未來投入新的資本投資計

畫，工廠自動化設備的需求將會增加，因此亦有利

於川崎(Kawasaki，日本)、布魯克斯自動化(Brooks 

Automation，美國)的機器人業務。

台灣的產業在廣義上主要可分為所謂的科技產

業與傳統產業。科技產業例如：半導體、LCD等產

業，其在某些製程上已有相當程度的自動化，例如

晶圓半導體及薄型平面顯示器的搬運機器人。未來

台灣的產業要再升級，尤其是傳統產業，朝「產業

智慧機械化」發展是必然的方向，在這之中工業機

器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由多關節機械手臂(工業機器人)的技術發展演

變來看，從高重複精度到可靠性、再到安全性，再

轉變到價格競爭階段；當多數的製造商都能推出對

應安全性的產品或技術時，競爭的基礎就會轉移到

價格及服務。現今工業機器人的發展趨勢為能強化

生產效率和方便操作的協作式機器人，無論是否是

協作式機器人，未來的發展重點會圍繞在感測器、

除了安全性外，還包括小型化、觸覺、視覺、力回

饋。

四大家族(YASKAWA、KUKA、FANUC、ABB)

以外的日本、歐洲的工業機器人廠商，也已意識

到，隨著汽車及機電、電子產業的機器人應用逐漸

趨於飽和，未來的應用會逐步轉移至其他領域，例

如三品領域(食品、藥品、化妝品)，這也是我們現在

發現到在傳統焊接、搬運的機器人外，出現了高精

度且快速作業的SCARA型、Delta型與安全協作式的

眾多機器人品牌活躍於市面上，雖然在汽車領域大

者恆大的趨勢明顯，但是未來市佔多寡的關鍵在於

機器人有類人的手眼力技術、高穩定性的精密度以

及機器學習。

但是國內的市場終究太小，且部份機器人關鍵

零件仍受制於日歐國家，所以台灣產業機器人要發

展，不可忽視臨近的中國市場。中國製造業的人工

及薪資問題，對於工廠自動化引入機器人的需求持

續強烈。特別是在汽車產業之外的3C及消費性產品

等領域。中國政府支持智能製造，對於產線自動化

的補助也會直接反應到機器人需求的提升。而觀察

所謂機器人四大家族的現況，中國市場也已被各家

視為業務的重要區塊。YASKAWA主要來自於中國

手機及汽車產業的需求，2016年其在中國的年產能

約為7200台，希望在2018年時倍增到12000台。汽車

產業用機器人市佔居全球第一的KUKA，年產能為

30000台，中國市場就佔了8000台。 FANUC已視中國

市場為CNC及機器人業務的銷售的重要支撐。ABB

年產能為3-4萬台，中國市場就佔了1.5萬台，預計 

2017年要增加至2-2.5萬台，其積極布局汽車產業外

的產業，並已獲得比亞迪、雷柏科技及匯川技術等

客戶。 

中國市場很重要，但除了歐日企業外，台廠也

要直接面對來自中國本土廠商的競爭；中國廠商技

術水準仍落後國際廠商，但終端應用擴增中，主要

是(1)汽車應用增加：汽車產業機器人雖然主要由前

述四大家族掌控，以組裝、噴漆、焊接、弧焊產線



6 7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Market Focus
市場焦點

公司 新松機器人  新時達  埃斯頓  廣州數控   安徽埃夫特  

產品 

 
 
 
 
 
 

強項/優勢  

政府重點扶植，整
合能力強，橫跨多
種產業(包括軍工) 
  

電梯控制起家，控
制器與伺服機電(來
自眾為興)技術水平
高，機器人精度高
  

伺服系統起家，機
器人精度高，金屬
加工產業強；透過
併購，切入汽車、
壓鑄產業   

車床數控系統起家，
拓展至伺服機電與
控制器，機器人精
度佳   

奇瑞汽車機械部門
分家出來，汽車零
部件集成能力強；
透過併購，切入噴
漆、金屬加工等市
場   

零組件來源 
  

控制器自主，伺服
馬達部分自主，減
速器外購  

控制器、伺服電機
自主，減速器外購  

控制系統、伺服系
統自主，部分減速
器可自主  

控制器、伺服機電
自主，減速器外購 
  

僅組裝；控制器+伺
服機電(搭固高科
技)、減速器外購 
  

應用產業   
 

汽車30%、家電10-
15%、電力、食品、
醫藥等   
 

汽車、電器(格力) 
  
 

汽車零組件30%、家
電20%、3C 20%，用
在焊接、碼垛、金
屬板材成型   

汽車、家電、煙草、
工程機械、物流等 
  
 

汽車零部件、五金、
家電、機加工、釀
酒及消費類電子等 
  
 

年出貨量   

工業機器人佔營收
30%。年產能1500組；
出貨以集成形式為
主   

500套；出貨形式包
括集成、工業機械
手臂   

2015年1000台，出
貨形式包括集成、
工業機械手臂
  

2015年800台，出貨
形式包括集成、工
業機械手臂   
 

2015年1200台，出
貨形式包括集成、
工業機械手臂  

集中度最高。不過近年中國廠商於汽車產線已經由

搬運、上下料等應用，擴增至汽車零組件的噴漆、

點焊、塗膠；(2)多關節已經是基本門檻：包括新松

機器人、埃斯頓、新時達等多家機械手臂，均以四/

六軸以上的多關節為主要產品，趨勢是中國國產品

牌終端應用由低階產品往中低領域拓展。表1是經研

究後所列整的「中國工業機器人五小龍」，分別為

新松、新時達、埃斯頓、廣州數控、埃夫特，表中

有對其強項優勢、應用領域、出貨數量做分析。

而另一個受自動化設備產業關注的議題就是川

普執政後的美國製造。美國製造業是否有機會復

甦，讓美國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可從內外在2個因

素分析；美國所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從1960年的

40%、1990年的30%到2010年的18%，逐年下降，而

中國大陸在2010年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已比美國的

18%高，為19.8%。這意味美國製造業，尤其是傳統

製造業早已隨著年代而逐步式微。美國產業發展結

構至今，已從佔比最高的製造業轉移至金融業、服

務業、高科技產業。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結構都是從基礎製

造業逐漸昇級到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但是要從服

務業和高科技業再轉回傳統製造業，這有違經濟和

資本規律。從內在因素看，自動化的快速發展已侵

蝕大量的製造業工作機會，美國本土的低階製造業

工作在此現況下已不具備再堀起的基礎。外在因素

是製造產業的低成本高收益是資本流動之必然方

向，且直接帶動生產要素全球化的最佳配置(例如智

慧型手機、電腦的製造)，這也會影響製造業及供應

鏈難以真正落實回流美國。

再者，歐巴馬總統時代，就曾大力倡導製造業

回流，但最後經研究統計，製造業回流所帶來的就

表1、有機會與歐日強權抗衡的中國工業機器人企業

資料來源：永豐金、工研院IEK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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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只佔美國新增就業的4.6%以及不斷增長的工業機

器人數量，2015年美國本土裝置了27,504台機器人，

比起2010年的16,356台，成長了68%。其最後的演變

是美國要爭奪製造業的制高點(先進製造)，製造業的

全球產業鏈分工和外包趨勢並未因此而有太大的改

變。

所以大膽推論，川普若要真重啟美國製造業的

話，業者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人力，而是自動化和

工業機器人。2017年1月中國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

席馬雲與川普會面，宣布阿里巴巴投資美國之後，

鴻海也跟進宣布在美國設廠，美國製造對鴻海來說

的另一個意義是：富士康目前所製造擁有的數十萬

台工業機器人將可能會有一個很好的出海口。

三、台灣機器人產業的挑戰

2016一年，日本Fanuc機器人在台灣市場的裝

置超過800台，從2012年到2016年，其多關節機器

人的裝置量都有達到一定的規模。除了在汽機車零

組件、機械金屬加工產業的應用佔據半壁江山外，

連在消費性產品製造、物流行業都有愈來愈多的應

用。而在台灣多關節工業機器人市場的出貨量另

外2強，就分別是均超過千台的日本EPSON和瑞士

ABB。因為他們產品的精密可靠度，加上經年累月

的應用實績所建構出來的信賴度，甚至因為出貨量

大而不斷小幅度的降價，都使得強者恆強的產業特

性充分顯現在台灣多關節工業機器人的產業上，這

也是讓台灣成為全球智慧機械及發展中心的最大挑

戰。

重要零組件方面，零組件的市場規模會隨著工

業自動化的市場規模增加而增加。例如，工業機器

人用的諧波式減速機，其技術發展趨勢為高範圍的

減速比、低背隙、高承載力、高效率和長使用壽

命。領導廠商為日本Harmonic Drive System公司，目

前中國、韓國和台灣都出現生產諧波式減速機的廠

家，但是在高端金屬材料來源、加工設備、熱處理

技術、特殊金屬材料的供應及產品製程經驗等因素

下，筆者認為短期內日本Harmonic Drive System公司

高端的產品難以被取代。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與國際大廠處於

時空不對等競爭；目前處市佔領先的幾個全球工業

機器人企業的主要發展策略為，ABB：在發展中國

家推行其擴張策略，電力和自動化產品、系統及服

務，以此為新階段策略的核心。FANUC：持續維

持高階自動化設備能提供穩定量產的優勢、並導入

機器學習於工業機器人產品，且逐步讓營運資訊

透明化。KUKA：維持研發技術的領先優勢，從專

用控制系統，到使用工業PC做為控制系統，再到

Windows做為人機互動介面，技術發展朝工業4.0的

智能化方向。YASKAWA：發展與人協同工作的機

器人並涉及醫療照護領域。KAWASAKI：將該廠的

工業機器人與符合工業4.0規格的軟硬體整合。

根據筆者長年的研究，得到一個重要的觀察結

果，這幾個市佔高且知名的工業機器人廠商，其都

已歷經4個階段，1、機器人設計製造；2、能夠量產

機器人；3、能夠鋪貨銷售；4、售後的技術支援與

服務體系。每歷經1個階段，至少需要3年的時間。

據此分析目前所有台灣生產製造工業機器人的公司

要與這幾個市佔高且知名的廠商在市場上直接抗衡

將是很大的挑戰。

2016年台灣多關節工業機器人應用裝置量，應

用領域主要在機械金屬、汽機車及零組件、電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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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挑戰 

國際競爭對手強者恆強， 
大者恆大 

生產加工製 
品利潤降低 

中國大陸機械
製造產品的快
速成長 

人才養成不易 

 
機械設備製造人才的技術能量累積及經驗 
傳承不易，且台灣多為中小企業，研發資 
源相對不足也間接造成核心技術研發人才 
養成困難  
 

因投入的競者多，機械製品薄利化 
，紅海競爭。再加上幣值戰爭，獲 
利被侵蝕，機械製造業者經營辛苦 
。工業機器人平均價格每年降5%; 
工具機(綜合加工機)平均銷價每年 
降一成 

不只有歐日現有的強大 
競爭對手，近年中國大 
陸在國家計劃的主導下 
，強力發展高端機械設 
備，高品級工具機、精 
密加工設備、工業機器 
人等，市佔率逐年提高 

工業機器人產業國際領先者有明顯的大者恆大趨勢，幾個巨頭(Fanuc、ABB、KUKA、
Yaskawa、Epson、Brooks Automations)強者恆強，發展多年來，其產品的信賴度已獲
肯定，市佔穩定，尤其在機械、汽車、電子、家電、橡塑膠等應用領域。

業上中下游、家電製造、橡塑膠產業。工業機器人

產業國際領先者有明顯的大者恆大趨勢，幾個巨頭

(Fanuc、ABB、Yaskawa、Epson)強者恆強，發展多

年來，其產品的信賴度已獲肯定，市佔穩定，尤其

在機械、汽車、電子、家電、橡塑膠等應用領域。

這些機器人廠商的主要優勢皆在於擁有垂直整合能

力；且台灣現今不只有歐日現有的強大競爭對手，

近年中國大陸在國家計劃的主導下，強力發展高端

機械設備，高品級工具機、精密加工設備、工業機

器人等，市佔率逐年提高。因投入的競爭者多，直

接影響的就是機械製品薄利化，紅海競爭。再加上

幣值戰爭，獲利被侵蝕，機械製造業者經營辛苦；

工業機器人平均價格每年降5%；工具機(綜合加工

機)平均銷價每年降一成。

再加上機械設備製造人才的技術能量累積及經

驗傳承不易，且台灣多為中小企業，研發資源相對

不足也間接造成核心技術研發人才養成困難。

2月中在微信中出現了一則訊息，廣州啟帆工業

機器人對他們的系統商開出除了四大家族外的進口

多關節165公斤機器人，15萬人民幣的價格。還可搭

配KEBA系统。雖然中國本土的工業機器人企業汰弱

留強的趨勢正逐漸顯現，但這則訊息也透露出未來

工業機器人產品走向紅海競爭已是不可逆的趨勢。

四、台灣廠商的影響力逐漸昇高

以產業自動化的定義來看，含括範圍其實很

大，在製造業之中包括了物件上下料、拋光研磨切

削加工、組裝配件、搬運等應用，以機械金屬、

圖2、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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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削裝置

+檢測裝置

• 機械加工/上下料/去毛邊/拋光作業單元

• 產品檢驗作業單元

電子資訊、汽機車零組件為主要需求來源；如前

所述，日本Fanuc、瑞士ABB、日本EPSON、日本

YASKAWA已占據大半市場。從專門化程度、品牌

認同度、通路選擇、產品品質、技術地位、垂直整

合、成本、服務、財務槓桿..等分析工業機器人產業

內的企業間發展差異，可以發現台灣本土品牌的機

器人於2017年的現階段仍不具備太多的絕對優勢，

不過若站在不同產品生產下所需求的難易度、精密

度考量，已有工業機器人問世的上銀、台達電，產

品若能站穩前面所述的第三階段，未來仍然大有機

會。

「結合智慧製造及服務化元素，使台灣製造業

升級轉型，透過智慧機械創新，推動精密機械產業

與電子資訊產業的加值整合，成為機器人生產及

設計中心，並定位為全球的機器人設計及生產重

鎮，在產品的應用面及供應鏈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是IEK定位2025年台灣機器人產業的發展願

景。因此現階段如何做出差異化的競爭是非常重要

的策略，台灣精密機械產業應構思如何與歐日列強

企業的合作與競爭，找出並擁有應用領域不可或缺

的know-how。

1、應用面的客製化工程服務

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筆者會將機器人

應用面的工程服務做為一個主要要保有的優勢。製

造業智慧機械化的一大工程就是要將「機器人應用

的工程服務」導入，以此做銷售與收費，迅得、永

彰、廣運、羅昇、盟立現都已有多個不錯的應用案

例。 

例如盟立公司在面板產業有提供設備及整合的

經驗，現階段也已投入半導體產業專用設備的開

發，加上長期與美國IBM合作提供半導體客戶資訊

硬體及客製化軟體服務，本身也累積了MES、MCS

及LCS的軟體實力，能夠服務半導體客戶建置完整

的工廠自動化解決方案，扮演的角色更從設備的提

供者晉升為更關鍵的系統整合廠商；可為大中華區

與全球不同地方的跨國企業級客戶，提供先進的自

動化工程服務。

自動化工程相關的經驗和知識是一個高含金量

的潛伏價值。如筆者在多次研討會中已陳述：工業

機器人製造者有強者恆強、大者恆大的優勢，台灣

不應只專注於製造銷售「高CP值的機械手臂產品」

與Fanuc等現有的市佔率高者硬碰硬，更是要聚焦

於「自動化工程服務」。台灣精密機械產業必須為

所擁有的經驗與自動化系統整合知識加值，進而將

這個潛伏價值轉化為台灣機器人發展的既有優勢之

一。

圖3、機器人與製程設備的整合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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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機協同模組的整合研發

這裏從幾個項目個別探討。

(1)大多數的工業機器人廠商都努力朝更高規

格的產品邁進，現都正戮力開發重複精度在2條以

下、絕對精度在1mm的機械手臂，以適用於更精密

的製程；除了所謂四大家族外，包括工研院在內的

大廠，亦積極強調機械手臂的軌跡精度在未來將會

非常重要，其應用在手機的精準研磨拋光，若做得

好，有機會取代力覺感測器(force sensor)。

(2)工研院前瞻技術所技轉的原見科技公司已和

多家機器人廠商針對「皮膚觸覺技術」進行合作開

發，機器人如果具皮膚感覺，就能感測到Sensor無法

檢測出的危險狀況，更能避免碰觸所產生的危險，

以增加安全性。很多人機協同的應用建置已經開

始，特別是符合ISO10218、ISO/TS15066的標準，可

協助客戶在希望的時間點內，達成以最低成本導入

獲至最高效益的目的。

(3)國內很多組成工業機器人的馬達和驅動器是

使用Panasonic的通訊協定Rtex，未來若走向工業物聯

網的時代，不用對所有同類型的機器人單獨寫程式

的遠端控制就會愈來愈重要與普及；機器手臂的可

藉由Ethercat透過雲端控制，這時不需實體控制器，

而由Ethercat控制的通訊協定就成必要的架構。

台灣機器人產業在精密關鍵零組件以及銷售面

的行銷是較弱的品項；強項部份則是生產及製造。

把目前深厚的ICT基礎轉向應用在機器人上，應是重

塑產業競爭力的契機。由此再去展開機器學習、仿

人敏捷性操作、智慧化感測、人工智慧。

筆者認為日本新創企業Mujin的發展是一個值得

借鏡的對象，特別是對台灣的研華、凌華、樺漢、

艾迅等公司；Mujin不做機器人，而是以ICT技術投

入發展機器人控制模組，逐步解決複雜的「Random 

Bin Picking」技術，讓眾多的工業機器人公司產生了

興趣、而願意把自身的控制及運動軌跡原始碼交給

Mujin，以提供這個殺手級的控制器給機器人客戶應

用。

3、從國外江山打回國內

鑑於國內市場的規模以及列強在國內的市佔高

達7成以上，台灣廠商的重要發展策略之一就是要把

國外廠域做為試煉場，以台灣做主力研發，但是產

圖4、Mujin以ICT技術投入機器人控制模組的發展  資料來源：http://mujin.co.jp/ja/ (2017)



12 13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Market Focus
市場焦點

品從國外紅回台灣。而中國是很重要的一個區域。

「中國製造2025」、工資成本與缺工因素的影響推

昇了中國產業自動化的速度，向來與中國製造業關

係密切的台灣機器人企業，無論是在自動化設備、

零組件或自動化系統產線規劃上，都很有機會得益

於政策紅利商機。

「通常要國外客戶指定，大家才相信台廠產品

的實力。」例如上銀的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經過

了數年的努力之後，HIWIN這個品牌終於從國外紅

回台灣；對於多關節工業機器人，筆者亦認為他們

正在如法泡製此一成功模式。

台達電在中國大陸有一個銷售圑隊與將近50個

辦公室進行機器人的的銷售與服務，且不斷拓展經

銷商，目前已超過200家；產品策略是以台灣製造的

標準產品當作平台，以吳江研發中心發展客製化，

著眼於中國廣大的市場，積極卡位中國3C產品工

廠所需的輕工業機器人市佔，2017年的出貨目標是

3000台。

其他國內業者則是著重於相關零組件的布局，

例如氣立與營收比重9成來自於中國市場的亞德，亞

德和日本SMC在中國當地有過半的市占。

五、結語

國際經貿版圖變化劇烈、製造業重新受重視、

缺工問題…等，都和新一代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的

整合有直接的關連，全球龐大的製造體系，面對產

業革命，亟需建立並優化自動化技術與工業機器人

的應用。電子產業、汽車產業、機械金屬業、航太

業的機器人使用需求不只有台灣，隨著新興國家崛

起、生產中心轉移及工業4.0的發酵，這些因素都會

使機器人需求比重不斷上升。

我們不採取中國大陸寧濫勿缺的產業政策與廠

商一逕低價搶單的模式。台灣應以深厚的ICT為基

礎，定位為全球的機器人設計及生產重鎮，並在產

品的應用面及供應鏈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今日

大立光、和碩都已能在廠內自製機械手臂的情況

下，結合智慧製造及服務化元素是筆者一再認為的

工業機器人產業核心競爭策略。而落實面就是前述

的1、應用面的客製化工程服務，2、人機協同模組

的整合研發，3、從國外江山打回國內。

全球知名生產彎管機的台灣穎漢科技公司，現

今除了CNC，NC與彎管機械的研發與生產製造外，

今年更是透過智慧機械創新，開發60公斤的多關節

機器人，進行工廠與機台的自動化，逐漸地，台灣

的彎管機台上會有整合機械手臂進行自動化的智慧

製造單元，以此行銷單機自動化系統。而像這樣的

例子，也可從TENSO(金爪科技公司)看到，更早已從

工具機製造業者看到，這是筆者認為台灣機器人發

展的根本優勢。

也就是說，新一代機器人具備柔性、安全、易

操作等特點，而機器人需將觸角延伸至提供智能化

服務，透過整合為工廠提供更完整的智能化解決方

案。有了機器人硬體，再加上工廠裏的感測器、機

械設備的驅動器，結合電腦運算的整合控制系統，

這被稱為網宇實體系統整合製造(CPS)的架構，在運

作過程中會不斷發掘用戶需求的缺口，並利用資料

採擷所產生的資訊建構高度靈活及數位化的智慧製

造，這將都會逐月逐年地被落實，我們在2017年可

以看到愈來愈多如此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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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3月3日；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3月6日

經濟與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台灣經濟研究院

中華經濟研究院

鉅亨網     

資料整理：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景氣指標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美國製造業景氣仍持

續成長、歐元區就業市場已略有改善、中國大陸進

出口成長率回升國際經濟成長優於預期，整體景氣

回溫有加速現象，全球製造業 PMI 已創近 5 年半來

新高，經濟成長除直接受惠於外需的循環性成長需

求外，預期外需也將拉動國內投資，台灣景氣也呈

現「春暖花開」。

在國內經濟景氣部分，雖受到春節連假工作天

數減少的影響，我國1月進出口年增率成長放緩，再

加上產業需求進入淡季，影響了製造業廠商對當月

景氣的看法，不過資本設備進口及外銷訂單依然維

持正成長表現，有助於拉抬製造業對未來半年景氣

看法。由世界銀行、環球透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等國際預測機構所公布之更新數據顯示，2017年全

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率皆較去年為高，加上國際油價

與原物料價格持續回穩，台灣對外貿易表現維持成

長，國內廠商對景氣看法以持平居多。

根據國泰金控與台大產學合作團隊發表第一季

經濟氣候暨金融情勢的展望下，在外部復甦優於預

期下，第2季動能持續緩升，上半年成長穩健，因此

國內全年經濟成長率預計上調至2.1%。美國聯準會

(Fed)如預期加快升息速度與幅度，央行今(2017)年升

息機率變大，新台幣匯率可望相對穩定。

景氣對策燈號連7個月呈現綠燈，近期領先、同

時指標持續穩健上揚，加上受惠美、中2017年經濟

成長較先前預測樂觀，外需循環性成長拉動國內投

資，即使國內民眾消費意願依舊保守，經濟復甦態

勢依舊漸趨明朗。國泰金與台大產學合作團隊今(15)

日上調國內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至2.1%，研判將有

80%的機率落在1.4%~2.5%間。

國際情勢方面，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BEA)公佈之2016年第四季GDP成長年增率為1.9%，

第四季民間消費成長年增率達2.8%，為成長動能主

要來源。第四季民間投資則較去年同期上揚0.4%，

為連續第三季負成長後的止跌回升。第四季出口與

進口年增率分別為1.5%與2.5%。在內外需有效拉抬

下，美國經濟於2016年第四季展現持續復甦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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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業市場方面，2017年1月失業率為4.8%，

雖較去年12月略升0.1個百分點，但非農業部門淨增

22萬7,000個就業機會，意味著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穩

健。在通貨膨脹率方面，今年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達2.5%，是2012年3月以來的最大增幅，

而當月的核心CPI年增率也達2.3%。隨美國景氣復

甦，需求增加，通膨也隨之增溫。至於美國近期的

景氣展望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ISM)公佈美

國2017年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6點，較

去年12月數值上揚1.5點。另外今年1月非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NMI)為56.5點，較去年12月些微下滑0.1

點。目前PMI與NMI均顯著超越象徵景氣擴張的臨界

點，意味近期的未來，樂觀氛圍可望延續。

中國大陸方面，農曆春節較去年提前對2017年1

月消費者物價造成影響。1月CPI年增率2.5%，較去

年12月增加0.4個百分點；生產物價方面，因金屬礦

物產品價格及國際油價上揚，PPI上漲6.9%，漲幅較

去年12月增加1.4個百分點。對外貿易方面，雖然美

國總統川普上任後有關中美貿易戰議題從未間斷，

但受惠於全球景氣持續復甦帶動，中國1月出口仍成

長7.9%；進口則在春節假期較2016年提前而形成的

基期效果影響下，較2016年1月成長16.7%。整體來

說，國際經濟於2017年初呈回溫態勢，也讓中國貿

易成長向上攀升。

經濟展望部分，中國官方PMI數據小幅回落0.1

點來到51.3，已連續6個月維持在景氣榮枯界線之

上；非製造業部分，商務活動指數增加0.1點來到

54.6。顯示中國製造業未來將維持穩定成長，非製造

業也呈現平穩擴張態勢。

反觀國內，受惠於半導體需求淡季不淡，及油

價與基本金屬價格持續回揚，1月對外出口金額年

增率由2016年12月的13.97%放緩至6.99%。在主要貨

品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電子零組件、化學品及礦

產品皆出現兩位數成長，其中電子零組件出口金額

為77.69億美元，創下歷年同月最高，在主要出口市

場，除對日本小幅滑落外，其餘市場多較去年同期

成長；進口方面，受到農曆春節因素之影響，農工

原料、消費品及資本設備等三大進口項目年增率均

下降。其中，在國際原油及農工原料價格攀升下，

農工原料進口年增率雖較上月下降，但仍持續呈兩

位數成長，資本設備進口則由34.12%下滑至5.38%，

惟半導體廠商持續買進機械設備，半導體設備需求

仍旺，整體資本設備進口35.7億美元，創下歷年同期

最高紀錄。總計2017年1月出口與進口分別較去年同

期增加6.99%與8.40%，出超為34.9億美元，較2016年

同期減少了0.57%。

國內生產方面，半導體高階製程產能仍持續增

加，其生產指數已連續六個月雙位數成長；國際油

價和原物料價格穩步上揚，加上比較基期較低，致

基本金屬業與化學材料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分別為

10.50%與3.91%；手持行動裝置與網路連接器產量

續減及國內車市受到進口車競爭影響，致汽車及其

零件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生產指數年增

率為負，2017年1月工業生產指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2.77%，其中製造業增加3.80%，已連續9個月呈正成

長。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1月景氣對策信

號續呈綠燈，綜合判斷分數為29分，因工業生產指

數轉呈紅燈，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及股價指數轉呈黃

紅燈，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轉為黃紅燈，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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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60 100.15 100.53 100.80 101.07 101.39 101.76

 較上月變動 (%) 0.67 0.55 0.39 0.27 0.26 0.32 0.37

構成項目 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外銷訂單指數 99.78 100.14 100.38 100.50 100.50 100.46 100.4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100.01 100.01 99.99 99.95 99.87 99.78 99.67

股價指數 99.88 99.99 100.09 100.16 100.22 100.27 100.33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99.70 99.81 99.97 100.18 100.45 100.77 101.13

核發建照面積 3 99.87 100.04 100.07 100.02 100.03 100.15 100.33

SEMI 半導體接單出貨比 4 - - - - - -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27 100.33 100.40 100.49 100.60 100.73 100.84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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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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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近一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國家發展委員會)

業營業氣候測驗點轉呈綠燈，貨幣總計數M1B轉黃

藍燈所致；景氣領先及同時指標均穩定上升，顯示

國內景氣持續回溫。

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步調趨穩，可望將出口動

能推升；惟川普經貿政策走向及歐洲反體制政治風

潮等風險，仍需密切關注。在民間投資，半導體及

相關供應鏈業者高階製程投資仍持續擴增，加上政

府正積極推動「5加2」等產業創新投資，有助於維

繫成長力道；民間消費隨國內景氣回溫，民眾消費

意願應能提升。整體而言，國內景氣將持續改善，

惟仍須持續關注全球經濟干擾因素。

一、景氣對策信號

1月綜合判斷分數較去年12月增加1分來到29

分，燈號續呈綠燈；在9項構成項目中，工業生產指

數由綠燈轉為紅燈，分數增加2分，製造業銷售量指

數、股價指數則由綠燈轉呈黃紅燈，分數各增加1

分；而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由紅燈轉呈黃紅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黃紅燈轉呈綠燈，貨幣總

計數M1B由綠燈轉黃藍燈，分數各減少1分，其餘3

項燈號不變。以下為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由6.0%減為4.8%，

燈號由綠燈轉呈黃藍燈。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11.4%增為18.8%，燈號

由綠燈轉為黃紅燈。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12月下修值6.5%增

為11.9%，燈號由綠燈轉呈紅燈。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0.66%增為

0.76%，燈號續呈黃藍燈。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10.4%增為12.3%，燈

號續呈綠燈。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35.7%減為

14.8%，燈號由紅燈轉為黃紅燈。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12月上修值

5.2%增為9.2%，燈號由綠燈轉呈黃紅燈。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2.0%

增為2.2%，燈號續為黃藍燈。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101.4點減為100.0

點，燈號由黃紅燈轉呈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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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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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表1 景氣領先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景氣指標

(一)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1.76，較去年12月上

升0.37%，已連續11個月上升。

註：1.本表構成項目指數為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之數值。以下表同。

2.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3.核發建照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4項建造執照統計資料。

4.SEMI半導體接單出貨比自2017年1月起停止發布，故不列入景氣領先指標計算。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有4項較上月

上升，分別為：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核發建照

面積、股價指數、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

率；實質貨幣總計數M1B、外銷訂單指數則較去年

12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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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77 100.63 101.51 102.47 103.44 104.42 105.40 

 較上月變動 (%) 0.87 0.86 0.87 0.95 0.95 0.95 0.93 

構成項目

工業生產指數 99.75 99.96 100.19 100.48 100.82 101.21 101.64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 99.77 99.98 100.30 100.74 101.25 101.89 102.54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99.72 99.95 100.19 100.53 100.94 101.37 101.82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99.68 99.99 100.29 100.57 100.84 101.03 101.19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65 99.64 99.65 99.67 99.70 99.75 99.80 

實質海關出口值 99.85 100.13 100.41 100.71 101.00 101.25 101.48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0.26 100.86 101.37 101.75 101.98 102.14 102.25 

指數

項       目
105 年 (2016) 106 年

(2017)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43 99.10 98.73 98.32 97.90 97.46 96.99 

 較上月變動 (%) -0.21 -0.33 -0.37 -0.41 -0.43 -0.45 -0.48 

構成項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失業率 99.51 99.59 99.68 99.79 99.90 100.00 100.10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80 99.77 99.76 99.75 99.75 99.76 99.76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57 100.28 99.88 99.41 98.91 98.37 97.79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0 99.91 99.92 99.94 99.95 99.97 99.99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6 99.86 99.86 99.85 99.85 99.85 

製造業存貨率 99.67 99.51 99.38 99.24 99.11 99.01 98.91 

表2 景氣同時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4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 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105.40，較去年12月上升0.93%，已連續11個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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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項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失業率 99.51 99.59 99.68 99.79 99.90 100.00 100.10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80 99.77 99.76 99.75 99.75 99.76 99.76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57 100.28 99.88 99.41 98.91 98.37 97.79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0 99.91 99.92 99.94 99.95 99.97 99.99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6 99.86 99.86 99.85 99.85 99.85 

製造業存貨率 99.67 99.51 99.38 99.24 99.11 99.01 98.91 

表3 景氣落後指標(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5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國家發展委員會)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均較去年12

月上升，分別為：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工業生產指

數、實質海關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

額、電力（企業）總用電量、非農業部門就業人

數，以及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三)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96.99，較去年12月下

跌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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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臺灣製造業PMI時間序列走勢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工業及服務業

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以及失業率、金融業隔夜拆

款利率皆較上月上升；其餘3項：全體貨幣機構放款

與投資、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以及製造

業存貨率則較上月下滑。

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根據3月6日公告的消息，已連續第12個月呈現

擴張，指數回升2.4個百分點至55.8%。

五項組成指標中，人力僱用與新增訂單持續擴

張，生產數量轉為緊縮，供應商交貨時間呈上升(高

於50.0%)，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亦呈持續擴張；新

增訂單數量指數的大幅回升是2月臺灣製造業PMI指

數擴張速度加快主因之一。

以新增訂單數量來說，指數攀升6.8個百分點至

58.2%，已連續第 12個月呈現擴張。電子暨光學產業

指數躍升13.5個百分點至63.1%。電力暨機械設備產

業與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分別攀升0.8與6.9個百分點至

68.3%與66.0%。其中，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之新增

訂單指數為2012年7月指數創編以來最高點。基礎原

物料產業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之新增訂單指數已

連續2個月呈緊縮，惟緊縮速度趨緩，指數各回升2.8

與1.2個百分點至46.8%與48.8%。食品暨紡織產業指

數中斷連續4個月的擴張，下跌12.0個百分點至持平

(50.0%)。

生產數量指數因2月營業天數減少致使指數微跌

0.4個百分點至49.9%轉呈緊縮。基礎原物料產業與化

學暨生技醫療產業皆已連續2個月回報生產數量呈緊

縮，指數各為44.7%與47.5%。食品暨紡織產業之生

產數量指數為39.6%，中斷連續4個月的擴張轉為緊

縮，跌幅達22.4個百分點。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與交

通工具產業指數皆已連續12個月呈擴張，指數分別

回升1.0與4.9個百分點至59.8%與64.0%。電子暨光學

產業僅維持1個月的緊縮，隨即回升2.6個百分點轉呈

擴張，指數為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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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7年2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華經濟研究院)

圖7 產業別PMI示意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六大產業中，四大產業PMI呈擴張，依擴張速

度排序為交通工具產業63.6%、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61.7%、電子暨光學產業57.6%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

業56.3%，僅食品暨紡織產業47.1%呈緊縮。基礎原

物料產業則回報持平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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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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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7年2月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

2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中斷連續2個月的擴張

轉呈緊縮，回跌5.6個百分點，指數為48.5%。四項

組成指標中，商業活動(生產)、新增訂單與人力僱

用皆由擴張轉為緊縮，供應商交貨時間為上升(高於

50.0%)。

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NMI呈擴張，

依擴張速度排序為教育暨專業科學業57.5%、金融

保險業56.5%與批發業51.1%。五大產業NMI則為緊

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22.7%、零售業

39.0%、運輸倉儲業42.0%、資訊暨通訊傳播業48.0%

與營造暨不動產業49.6%。

圖8 臺灣非製造業NMI時間序列走勢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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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PMI、NMI組成指標外，本月值得注意之

製造業參考指標為『新增出口訂單指數』、『原物

料價格指數』與『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全體製造業『新增出口訂單指數』續揚4.1個百

分點至58.7%，成為2015年4月以來最高點。電子暨

光學產業指數已連續12個月呈現擴張，指數回升7.5

個百分點至60.2%。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與交通工

具產業之新增出口訂單指數皆已連續第4個月呈現

擴張，且指數分別回升7.1與7.2個百分點至65.9%與

64.0%。基礎原物料產業攀升了5.3個百分點，指數為

55.3%。食品暨紡織產業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雖持

續回報為擴張，惟指數分別下跌9.8與10.6個百分點

至54.2%與51.3%。

全體製造業『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5個月呈

擴張速度加快走勢，指數為76.4%，再創2012年7月

以來最高點。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電子暨光學產

業與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分別續揚4.0、1.5與13.5個

圖9 產業別NMI示意圖(中華經濟研究院)

百分點來到85.0%、73.8%與84.0%。食品暨紡織產業

68.8%與基礎原物料產業76.6%，雖持續回報原物料

價格指數較1月上升，惟上升速度趨緩，指數分別回

跌9.2與3.2個百分點。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在1月飆

升至創編以來最高點(85.0%)後，仍維持在80%以上

的擴張速度，指數為84.1%。

全體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續揚

2.9個百分點至64.4%，成為2014年8月以來最高點。

六大產業已連續4個月全數呈現擴張。電子暨光學產

業、基礎原物料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指數皆呈擴張

速度加快走勢，指數分別攀升8.1、1.9與6.6個百分點

至69.3% 54.3%與68.0%。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65.0%

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68.3%皆由創編以來的次高點

各回跌8.8與3.0個百分點。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下跌

9.9個百分點至52.1%。

另在全體非製造業之『服務收費價格指數』

上，僅維持一個月的上升(高於50.0%)，隨即下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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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以1月為預測基準月)

個百分點至48.3%。在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回報

服務收費價格呈下降，各產業依下降速度排序為住

宿餐飲業31.8%、教育暨專業科學業44.6%與金融保

險業48.2%。運輸倉儲業、資訊暨通訊傳播業與批

發業，則回報服務收費價格呈現上升，指數分別為

61.4%、57.9%與53.0%。僅營造暨不動產業與零售業

回報為持平(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完成訂單指數』回跌1.2個百

分點至42.7%，已連續23個月呈現緊縮。在八大產

業中，五大產業回報未完成訂單呈緊縮，各產業依

緊縮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13.6%、零售業33.3%、

運輸倉儲業36.4%、營造暨不動產業36.8%與批發

業48.5%。教育暨專業科學業53.3%與金融保險業

51.8%則回報擴張。僅資訊暨通訊傳播業回報為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自2015

年6月來首次呈現擴張，攀升幅度達5.9個百分點，指

數為51.5%。八大產業中，有三大產業回報為擴張，

依指數擴張速度排序為教育暨專業科學業61.7%、金

融保險業61.6%與批發業59.1%。住宿餐飲業36.4%、

零售業40.5%、營造暨不動產業47.1%、運輸倉儲業

47.7%則回報緊縮。僅資訊暨通訊傳播業回報為持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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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AIROA 第46 屆電子設計、研發與製造技術展覽會（NEPCON JAPAN）於2017年1月

18日在東京有明國際展覽館隆重揭幕，本屆展覽的整體規模比以往更龐大，除已

經舉辦46屆的主秀NEPCON JAPAN 2017外(下轄六個展)，還有照明科技展(LED/

OLED Lighting Technology Expo-Light-Tech)、WEARABLE Expo、RoboDEX Expo、

Smart Automotive Factory Expo等四個重點展覽，還有近年的大重點AUTOMOTIVE 

WORLD，包含了電動車驅動系統技術、車用電子、車用零組件、輕量化技術展等

等，協會首次作為主辦單位媒體合作單位前往觀展，並將展會相關資訊與現場展出

的新技術與成果在此與各位分享。

老字號電子設計、研發與製造技術展覽會

加入智慧工廠與機器人新元素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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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主辦單位事務局長前薗雄飛表示，本次展會首度採用有名展館的東邊

與西邊場地，以日本的科技展覽來說是首度有如此大的規模，因此在參觀的人次

上也優於往年的展出成果。來自日本以及海外的買主與技術研發相關者，首日就

有三35,000多人次，本屆三天展覽期間的共計有110,234的參訪人次，比2016年的

8萬多人次要成長許多。參展廠商去年是2,032家，今年則達到2,552家，遍佈海內

外共28個國家與地區，其中，海外廠商佔有341家。

此外在來看展的專業人士背景中，技術開發者、R&D的人數前來看展人數也

較過去成長許多，因此展會現場技術交流的深度除比往更深入、也更熱絡，對於

技術突破創新，業務推進與交易，都有顯著的幫助，主辦單位表示有這樣的轉變

主要來自於「新興技術水到渠成，關聯性增強加持展會優勢」。

2017年展覽的亮點，分成四個區塊，首先有機器人展RoboDex，以及智慧工

廠 Smart Factory兩個新展會，這兩個展覽和工業4.0、IOT、伺服器與MEMS、工廠

的連結作業有高度連結相關，有各種系統和IT技術，機器人可說是未來展業發展

很重要的地位。因此觀展的人能在短短的三天內除關注自動駕駛、汽車駕駛輔助

圖片來源：SMART FACTORY EXPO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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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AIROA

圖片來源：TAIROA

ADAS、電動車相關零組件與驅動系統、車用電子與

半導體、車聯網、LED車燈等各種技術，也可同時

掌握機器人與工廠結合、穿戴裝置等目前產業最尖

端的趨勢訊息，這也是讓本屆展會有著強大成長的

重要原因。

主辦單位以「先進技術定義電子製造未來」，

作為電子封裝&製造的綜合展會，自1972 年舉辦至

今，NEPCON JAPAN隨著日本電子行業的發展不斷

的成長壯大。隨著展品內容不斷細化，目前分別形

成生產設備、電子元器件、印刷線路板、半導體封

裝技術及測試產品、IC 電子、電子材料、鐳射光電

產品、汽車電子及汽車驅動技術等八大板塊，同時

增加EMS/委託生產製造、焊接、材料處理設備及系

統、清潔/靜電防護器材、清洗設備與清潔劑、工廠/

廠房設備區等特別展區。

在擁有悠久歷史卻歷久彌新的電子產品製造和

SMT展區，眾多主打表面貼裝、焊接點膠、測試測

量的日系廠商富士、松下、YAMAHA、日立等公

司都幾乎到場，全面展示這一領域的電子製造新成

果。如富士、松下、YAMAHA、日立等公司，力求

通過展示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工藝，為到場觀眾描

繪電子製造業的新未來。

此外，主辦單位除展會也規劃了300多場研討

會，除了傳統的NEPCON印刷電路板、照明、可穿

戴設備以及車用電子等相關主題的探討之外，最新

登場的機器人展和智慧工廠展也都提供了豐富的研

討主題。由於題材新穎，切合市場關注話題，吸引

了許多技術研發人員以及看展來賓參加，研討會的

參與熱烈，也相對提高了展會的來場人數。



26 27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Market Outlook
國際觀察

日本是一個對機器人有著高度熱情的國家，

因此首次登場的RoboDEX也吸引了百餘家參展商參

展，台灣展商仍舊以Hiwin上銀科技的攤位面積最為

醒目。

2015年1月23日，日本政府公佈了《機器人新戰

略》，該戰略制定了5年計畫，旨在確保日本機器人

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並且要讓機器人隨處可見。

日本推動機器人革命的想像在於，機器人並非簡單

地替代人類勞動的概念，而是「機器人與人之間形

成互助互補」的關係，是與人一起創造高附加值的

合作夥伴。可以看到，人機協作是下一代機器人必

須擁有的功能，只有先實現人機協作才有可能實現

機器人隨處可見。因此在展覽中，不難發現人機協

作儼然成為指標性機器人製造商力推的特色。

圖片來源：TAIROA 圖片來源：TAIROA

圖片來源：TAI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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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AIROA

 Kuka工作人員在平板上隨意寫下字或畫上圖

形，機器手臂即可以透過wifi傳輸接收指令並在有

曲線的白板上精準的依指示寫出平板上的圖文。接

過工作人員遞過來的畫板，Kantum Electronics展出

Universal的人機協作機器人就開始提起毛筆，一筆一

畫在畫板上完整寫下工作人員要求寫好的字。所羅

門則以3D機器視覺與機器手臂成功創造機器人自動

穿鞋帶機展現機器手臂的施工細緻度與準確性。

YASKAWA（安川電機）本次展示的人機協作

機器人HC10手臂，只要簡單示意一遍工作流程，

HC10就能獨自完整而準確地重複上述指令；此外，

圖片來源：TAIROA

圖片來源：Smar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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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Robotics帶來的人機協作機器人則很好地做到了小巧輕量，不僅能在狹小空間使

用，還可根據使用需要隨意移動。由此可見，人機協作機器人所具備的性能是完全

能做到直接和操作人員一起工作，不需要使用安全圍欄與人進行隔離，對於需要實

現複雜而精密組裝和快速且靈活生產的電子行業因此極具吸引力。

20世紀60年代，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成立了機器人事業部，1969年日本首台國

產工業機器人就誕生於此。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機器人海外營業部森永健太表示，

在日本，相關法律規定大型的機器裝備必須設置安全欄。因此，人機協作機器人首

先要做到輕量化。同時為保證機器人與人和平共處，機器人的表面和關節必須是光

滑平整柔軟的，最重要的是賦予它相當的感知能力，使它不僅能感知周圍的環境，

還能根據環境的變化改變自身的行為。此次川崎重工展示的雙臂協作SCARA機器人

duAro在與人協作時，只需使用低輸出馬達，當人用手臂輕輕撞擊duAro，它可通過碰

撞檢測功能自動停止運行。

為減少因為工作而造成的背部損傷，東京理科大學的一家風險創投公司

Innophys，開發出可穿戴式的背包馬甲套件Muscle Suit，能夠讓人輕鬆搬起30公斤的

重物，該產品主要希望用於每日重複且必要的老年護理和工業與農業領域，透過這

圖片來源：Smar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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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備可以讓看護人員更輕鬆地抬起臥床不起或者

在浴缸和輪椅上的老年人。

不論是智慧工廠、穿戴裝置或機器人，會需要

使用到LED與感測器的部份也相當多，這點反應了

相關廠商與業界找更多利基市場與整合能力的走

向。主辦單位也體認到這個現象，於是本屆展覽，

也修改展示方向，變成LED與感測器Sensor技術大

展，屆時各種LED相關的感應產品、LED元件也會在

展覽中展出。

這次的機器人展覽、穿戴式裝置展覽、照明科

技展覽，都有不少台灣廠商來參加，遍佈在不同展

區內；此外穿戴式裝置的展示，因應用的多元與為

數不小的展示面積，協會也特別走入了解。

 過去雖然Apple Watch宣佈減產與曾在募資平臺

創下最快募資達標紀錄的智慧手錶創業公司Pebble也

在去年底宣佈出售給Fitbit，加上全球智慧手機成長

減緩，諸多可穿戴產品似乎遇到了一些挑戰。即便

如此，透過展會現場，仍不難嗅出日本對可穿戴式

市場還是充滿期待，因為一些應用確實給市場帶來

了市場希望，這其中就包括健康醫療。

在研發領域方面，日本對可穿戴技術的研發多

數集中在移動醫療以及健康領域，因人口老齡化、

超低生育率、看護人才供不應求、醫療成本攀升，

因此推估可穿戴設備在醫療和健康領域將代為一定

的貢獻。

阪東化學株式會社（BANDO）營業企劃部主

管表示，健康醫療將是可穿戴設備看得見的最大市

場。他本身也是公司產品C-STRETCH的研發者之

一，該產品是一款專門應用於可穿戴醫療設備的感

測器，與日本神戶大學共同研發：當用戶帶上嵌入

C-STRETCH的脖套，可以根據C-STRETCH捕獲的

使用者吞咽時運動軌跡分析該用戶是否進行了正確

的吞咽動作，這對於老人和一些有吞咽障礙的人群

能有輔助吞咽的作用。此外，展另一款輔助下肢運

動的可穿戴式背心，該背心不用借助任何外力，利

用上半身擺動的動能帶動下半身運動，減輕下肢負

擔，特別的是，該產品可以穿在衣服裡，不影響平

時穿著。 

日本對於可穿戴醫療設備的要求很嚴格的，因

為可穿戴醫療設備在日本被定為醫療用品，需要取

得醫療用品的認證，一些醫療器械和儀器在上市之

前還要經歷大量的臨床實驗，儘管如此，在本次展

會上還是看到許多知名的廠商在此聚集。像日本東

洋紡株式會社（TOYOBO）將自主研發的導電性機

能材料COCOMI應用在衣服上，讓使用者在自然舒

適的情況下，高精度地收集相關生理資訊。BoCo株

式會社的骨傳導助聽設備EarsOpen則為聽力障礙者

帶來了福音，如果耳膜接收不到聲音，則可以通過

骨頭來接收聲音信號，在環境比較嘈雜的環境也保

證了較好的使用感，EarsOpen計畫將於今年3、4 月

份上市。

圖片來源：BANDO官網



30 31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Market Outlook
國際觀察

圖片來源：TAIROA

可穿戴設備的各類功能，都有賴於各類感測器

功能性融合和創新來實現，可以說傳感器成為可穿

戴設備的要點。展會上，YAMAHA展示最新研發

的彈性應變感測器（Stretchable Strain Sensor），這

種超薄且可伸展的軟性感測器可用於動態測量與分

析人體的各種動作，該產品具有三大特點：(1)形

體薄且有柔韌性(2)感測器表現出可重複性，能承受

180000次重複的壓力測試；(3)線性回應，具備相當

高的靈敏度。這些特徵恰好滿足可穿戴醫療設備所

需的輕、薄、可變形以及耐久性要求，YAMAHA也

展示了該感測器在醫療健康以及工業等領域的豐富

應用：YAMAHA利用該感測器開發出一款整合CNT

應變感測器的袖套原型，用於肘關節與肌肉運動檢

測。此外還有一款資料手套（Data glove），能夠捕

獲手指關節的細部動作，而不至於妨礙配戴者的動

作。Data glove可實現與VR結合，透過疊加感測器資

料於VR的虛擬雙手上，實現模擬汽車引擎的組裝過

程；Data glove與VICON光學運動捕捉系統合作，使

人們能夠精准捕捉手指的運動以及身體的動作。可

穿戴設備不僅尺寸很受限制，而且由於需要長期穿

戴，舒適性也很重要，因此它們還必須非常輕，所

以電池就必須盡可能小和安全，此外，高電池容量

對產品獲得成功非常重要。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使

得電池面臨的挑戰更加艱巨，透過本展，在電池多

樣化的掌握上也能有所收穫。

這場2017年開春就推出的產業盛會，東、西兩

館爆滿、精銳展出的展示內容，在製造供應鏈上也

有著相關聯與連結，也讓協會在作為服務產業會員

上有更多的啟發，未來我們也將持續關注該展會，

並協助會員廠商做好與日本無論是在技術合作或商

貿開發上接續的良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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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每年1月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辦的「CES消費性電子展」是全球消費

電子行業新產品和先進技術的競技場，不僅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消費性電子

展，更是一探電子產業最新發展趨勢的風向球。今年CES邁入第50周年，規

模比往年更為盛大，有超過3,800間廠商參展。除了熟悉的TV等主流電子產

品，今年展場與過往最大的不同，在於展現更多新型態科技應用產品並結

合眾多應用情境，包括：AI、機器學習與智慧家庭、穿戴裝置、汽車、VR

／AR、機器人等新應用的結合。本文將為大家揭露第一手的現場觀察與廠

商技術策略分析。

二、 全球TV市場新常態-總量持平但規格持續提升

CES大展中電視產品一向是展場的焦點，所有電視領導品牌SONY、三

星、LG等都全員到齊。不僅帶來最新的TV市場資訊，面對北美這個龐大成

熟且充分競爭的市場，各家大廠也迫不及待展現最先進的電視技術。

全球TV市場的新常態是總量持平但規格持續提升。如圖一所示，預估

2017年全球市場較2016年小幅成長1%，總出貨量2.27億台。但4K UHD TV的

消費電子產品技術趨勢與創新應用發展
2017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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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高。以北美市場為例，預估2017年4K UHD TV產值146億美元，年成長率高達38%；

總出貨量1,560萬台，年成長率更高達38%。從美國消費者的收視習慣來進一步分析相關的

眼球商機（圖二），雖然可以觀察到媒體多元化帶來汲取資訊管道的分散，例如2016年已

經有2成以上的影音視聽資訊透過手機這樣的載具傳遞到消費者眼中。但無法忽視的是電

視仍是最大塊的眼球商機，占比高達51%，也成為各家大廠兵家必爭之地。

 

手機語音助理 

聲控聯網家電 

語音藍芽耳機 

車用聲控導航 

語音辨識機器人 

語音安防系統 

圖二、美國消費者影音收視習慣分析(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CES、IEK整理(2017/01) 

圖一、全球TV出貨量預估(單位:百萬台)   資料來源：CES、IEK整理(2017/01) 

不同於過去廠商推出3D TV消費者的需求並不強烈，同時也不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

擁有（nice to have），4K UHD TV 是消費者可以明顯感受到視覺享受提升也願意付費的

技術規格。如圖三所示，反映在銷售成績上面，則是4K UHD TV連續三年跳耀式的成

長，2016年全球4K UHD TV市場大幅成長74%，總出貨量5千6百萬台。預估2017年全球

4K UHD TV市場仍將成長40%，總出貨量達到7千8百萬台。而這樣的高成長力道將延續到

2018年，預估2018年全球4K UHD TV市場將再成長25%，總出貨量達到9千8百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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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用技術的部分，由於HDR技術對消費者的視覺感受提升最明顯。如圖四所

示，幾乎100% 的4K UHD TV 到了2018年都已經配備HDR(compatible) 的技術。而配

備廣色域（WCG，90%+ DCI P3）技術的4K UHD TV也將在2017年達到1千4百萬台

的水準，成為高階產品的代名詞。

LG 在 CES 2017 除了令人驚豔的2.57mm超薄厚度的Super UHD電視，掛在牆上

猶如一幅藝術品。除了全新Active HDR技術增強畫質，更支援Dolby Atmos音效及

Dolby Vision，將感官享受提升到全新的境界，只是定價仍在極高端的消費群。LG

同時發表了採用「Nano Cell」技術的 IPS LCD 電視，藉由吸收紅色和綠色波長重疊

部分，達到色彩純化的效果。

三星則是在今年CES推出採用了新一代量子點技術（無鎘金屬量子點）的

Samsung QLED電視，通過量子點背光源，重現真實的影像色彩，且符合DCI-P3廣闊

色域標準，畫面亮度高達1,500-2,000nits。過去大多數量子點電視會在高亮度畫面削

圖三、全球4K UHD TV出貨量預估(單位:百萬台)  

資料來源：IHS、IEK整理(2017/01)

圖四、全球配備HDR及廣色域(WCG)技術電視出貨量預估(單位:百萬台)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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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色彩表現。而高色彩飽和度的表現，讓新的量子

點技術相較LG的WOLED技術相比更加出色。全新的

面板設計也減少了光反射，讓消費者可以清楚看到

畫面上的每一個細節和令人高對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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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CES 2017 LG展示2.57mm OLED TV及「Nano 

Cell」技術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1) 

圖六、CES 2017 三星展示新一代量子點技術QLED TV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1)

三、 CES 3大創新應用主軸：AI、無人車、

VR／AR

2017年CES消費性電子中，3大創新應用主軸

AI、無人車以及VR／AR是展場中最吸睛的亮點。

其中AI與穿戴、機器人、汽車、家庭等結合帶來新

的應用變化，帶動運算與連接需求，也同時揭示AI

應用即服務時代來臨。Amazon開發之Alexa語音助

理全面導入三星、華為、SONY等國際大廠智慧應

用系統，在辨識率大幅提升下，已可更加順暢執

圖七、CES 2017 國際大廠採用Amazon開發Alexa語音助理

之產品應用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2)

行語音指令、聲控聯網家電、車用語音識別導航、

機器人語音辨識服務、聲學安控系統操控等各項人

機介面工作。Alexa語音助理成功跨越各大廠建構

之自有應用體系界線，並揭示出備受看好的應用前

景，在此可觀市場商機下，也進一步吸引Apple、

Microsoft、Google、Facebook、Intel等大廠加速進行

購併取得各項語音辨識軟體之人工智慧技術，希望

透過AI/UI技術加值強化自身產業競爭力，並融入更

多國際大廠建構之IoT應用生態系，以為下一波即將

崛起之市場動能預做準備。

 展望未來，可以預見在人工智慧/軟體運算技術

加值下，將使語音助理開拓出更廣泛的市場範疇，

由3C、汽車、安控之外，進一步將觸角延伸至聲紋

解鎖、學習障礙電子書、語音聲控看診、語音數據/

語音文字轉譯、語音調閱病歷用藥提醒…等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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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MEMS矽麥克風市場成長預估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2) 

教育、醫療…垂直市場，甚至可以預期語音辨識有

朝一日將取代行之有年的開關操控，帶動更具革命

性的市場變革。這也將帶動更多MEMS麥克風的佈

建空間，透過此一聲學感測元件以達到更佳抑噪品

質與指向性人機操控效果。根據市場統計，在語音

識別AI/軟體技術進步與應用需求提升同步下，將使

MEMS麥克風未來4年產值年成長率皆可保持在2成

以上水準，由2016年的10.2億美元成長至2020年的

27.3億美元，成為成長最快速的感測元件之一。

在無人車發展方面，不論是傳統車廠、新進業

者或上游零組件及晶片業者均明確聚焦自動駕駛，

整個產業生態系投入的節奏超乎預期。人工智慧當

道，5G應用為願景，國際半導體大廠強調生活應用

和使用者體驗，技術布局方向將以自有優勢技術為

核心，鎖定IoT所需要的三大技術方向發展：運算、

感測與傳輸。在IC設計業者的競爭上，英特爾宣布

要鞏固在自動駕駛與5G技術的領導者角色，並全

力支持VR或更先進的融合實境（MR）的創新，英

特爾認為，「摩爾定律」仍是科技進步與加速的核

心，同時，BMW集團、英特爾、Mobileye共同宣布

約40部無人車的車隊，將在2017年上路，展現三家

公司邁向完全自動駕駛的進展。汽車電子市場未來

成長力最佳，2019年市場規模將可達1,520億美元，

估計年複合成長率為5％。隨著汽車越來越智慧化，

汽車電子在新車的成本占比將越來越高，2010年為

35％、未來更上看50％，隨著汽車越來越智慧化，

平均每台汽車的半導體所占金額也越來越高，預估

2018年達610美元。

此外，相關無人車、無人機等智慧機器，均需

要透過類似視覺般的感測器進行環境掃描。然而，

每一種感測器都具有其優、缺點，如：光學攝影機

在低光源或天候不佳時的影像品質較差；雷達感測

器較不受到天候影響，但解析度不如攝影機；光達

(Lidar)提供較佳立體影像，但在天候不佳的下雨、

風雪或冰雹時，光達感測器的偵測精準度會下降；

而衛星定位精度較差，無法取得較短距離（1公尺以

下）的定位資訊。因此無人車會配置許多種不同感

測器在車輛上，將各種感測器資料，進行分析與判

讀，以建構出車輛週邊環境的360度現場資訊，再將

判讀後有用資訊後送至中央處理器，經由分析與高

速運算後，下達執行車輛控制的指令，讓車輛可以

自動駕駛。

其次，在VR／AR應用面，此次展覽上則出現更

多無線傳輸方案，而硬體與平台標準也開始趨向一

致。強大的運算晶片（例如Snapdragon™ 835）以及

演算法，讓消費者影音得以享受更佳的影音饗宴。

另外在機器人、智慧家庭、無人機、穿戴裝置等，

都較往年發展出較豐富之解決方案及應用。相較於

2016年被為VR元年，在基礎硬體完備的情況下，應

用發展成為AR/VR新產業目標，因此2017年將為AR/

VR應用發展百家爭鳴的一年。2017年在三大VR頭

盔、Google Daydream VR平台及Sony解決缺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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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建構車輛環周資訊之所有感測器示意圖   資料來源：NVIDIA, Tesla, IEK整理(2017/02) 

的影響下，預估2017年VR裝置出貨量將可達1500萬

套，成長88%。AR頭盔也在微軟開放HoloLens平台

後，將吸引更多第三方相容AR頭盔出現。未來使用

者將在AR/VR虛擬世界裡接受各種專業服務，產生

各種經濟活動，這將形成全新的經濟體系，稱為虛

擬經濟。在虛擬世界裡，人們透過AR/VR在虛擬世

界裡消費、學習、進行法律諮詢、理財規劃，甚至

醫療診斷等。

四、 IEK View 

2017年CES大展中，過去主流的消費電子如電

視等開始進入『新常態』，也就是出貨總量持平但

規格持續提升。廠商獲利的提升不再能單靠量的提

升，而在於各項新技術的開發讓消費者驚艷而願

意買單。而3大創新應用主軸AI、無人車以及VR／

AR是本次CES展場中最吸睛的亮點。特別是AI與

穿戴、機器人、汽車、家庭等結合帶來新的應用變

化，帶動運算與連接需求， AI人工智慧在消費電子

產品中已經無所不在。新智能話趨勢將帶動影像辨

識、機器視覺、語音助理等技術需求，從晶片、終

端設備、基礎建置、解決方案至應用服務未來都將

為產業帶來下一波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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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全球AR/VR頭盔出貨量(百萬台)   

資料來源：IEK整理(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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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著與台灣相近的土地面積、人口數及近兩倍

的國民所得，荷蘭在高科技產業、水資源工程、農

業、創新、再生能源及物流等領域一直居於全球領

先地位，為許多台商前往歐洲的首站。2016年行政

院公布了「產業5+2」政策後，荷蘭在尤其是循環

經濟、新農業及綠能產業的卓越表現更受到矚目，

成為政府各部會及縣市首長積極取經的對象。為了

深化與台灣的合作，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於去年

(2016)10月11日至28日之間舉辦了首屆「台灣．荷

蘭．都市．創新 巡迴展」，以橘色DAF卡車，巡迴

臺灣7縣市1，展示荷蘭創新都市願景以及10大領域

2，並且開放大眾免費參觀，強化雙邊在文化及產業

上的交流。

台荷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將近4個世紀前荷蘭在台

短暫的發展，目前雙邊早已是貿易及產業的密切合

作夥伴。在貿易方面，已有超過200間台灣企業在荷

蘭設點，2016年荷蘭是全球投資台灣的最大國，同

時為台灣在歐洲的第二大貿易國。在產業方面，荷

蘭大公司如飛利浦、ASML、KPMG 及 ING 等，早

已與國內產業有深度的合作。

「善於溝通」、「勇於創新」、「實事求是」

為荷蘭的重要特質，塑造了開放式創新的企業文

化，搭配荷蘭在陸海空物流與資通訊應用的優勢，

為荷蘭在面對全球競爭下取得一席之地的關鍵資

產。

荷蘭機器人產業

RoboValley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1.臺北市、桃園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臺東縣

2.都市設計、智慧城市、健康照護與福祉、高科技、水土管理、農業與食品、智慧交通、循環經濟、都市規劃、綠色能源

的特色及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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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台灣

土地面積
41,543 平方公里

(荷蘭 1/4 的土地低於海平面)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數 約 1 千 7 百萬 約 2 千 3 百萬

國民所得(IMF 2015) USD $43,603 USD $22,263

最高的山
The Vaalserberg

322.7 公尺
玉山

3,952 公尺

平均身高

男性 183 公分

女性 170 公分

(荷蘭人平均身高為全球第一)

男性 171.4 公分

女性 159.9 公分

都市化程度 83.2% 78%

最高的建築 Gerbrandytoren Lopik 366.8 公尺
台北 101

509.2 公尺

特色

荷蘭人每人每天平均騎腳踏車

2.5 公里





荷蘭為全球最大的花卉及啤酒

出口國

荷蘭於2015年成立全球首個機
器人派遣公司

高科技系統及材料產業 (High Tech System & 

Material, HTSM) 為荷蘭積極推動的九大頂尖產業之

一。以完整的高科技產業鏈與全球知名的研發能

量，提供荷蘭機器人產業發展重要的技術驅動力，

同時透過創業、投資經費及跨領域創新整合等配

套，帶動了機器人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了展現產業

能量並與全球接軌，荷蘭將於今年(2017) 4月19~21日

舉辦國際機器人週活動，透過展覽、研討會及參訪

的形式，推動產業的發展。

荷蘭具備了創新能力強 、科技研發能量雄厚、

溝通能力優秀(英文程度為非英語係英語系國家最好)

等特色，並積極拓展跨國/領域的創新研發合作，相

對其他國家為更容易建立貿易及合作關係。

本文將敘述台荷在機器人領域合作的價值，並

且對於荷蘭的機器人產業進行概略介紹。

二、荷蘭機器人產業對台灣的附加價值

荷蘭機器人產業有什麼值得台灣廠商合作的地

方? 荷蘭是全球機器人領域的領先者及創新者，在

政府、大學及企業的高度互動下，建構了技術前

瞻、組織完整且分工完善的機器人產業。這蓬勃發

展的機器人生態系統是由荷蘭獨特的三螺旋結構 

(Triple Helix Structure)文化，即大學、產業及

政府三者間的緊密合作所驅動。

荷蘭與其他國家最大的差異在於其開放及務實

的做事態度及對於合作的重視與實踐。創新、務實

及不受傳統限制的思考方式一直是荷蘭最廣為人知

的特色，使得機器人領域的發展不受到傳統 (機器

人功能導向)或者俏皮 (娛樂性)等觀點的影響。此

外，國際間非常推崇荷蘭整合了跨領域研究成果、

現場試驗及開放式平台所建構出的「開放式創新文

表一  荷蘭小知識與台灣基本資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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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最核心要素為荷蘭機器人領域對於跨領域合

作的重視與積極，也是未來台灣與荷蘭共同發展的

重要基礎。

荷蘭的創業文化、三螺旋結構及機器人領域的

發展，與台灣高科技產業有互補的作用。

台灣與荷蘭之間的相輔相成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全球有目共睹，為全

球最創新國家之一，與荷蘭所具備的創業文化、三

螺旋結構及機器人領域的發展有著相輔相成的作

用。例如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ROA) 

透過訓練課程及認證制度，希望培育出能掌握整合

了硬體、軟體及人工智慧的複雜系統的新世代工程

師。荷蘭透過出色的科技人才養成機制已經培育出

產業所需的專才，目前科學家、政府部門及產業聯

手進行下世代智慧機器人的開發。

荷蘭提供了台灣所需要的解決方案

荷蘭在無人機、人工智慧、各類產業應用(如

農業及醫療照護)及網路安全的領域早有亮眼的成

績，機器人產業則以開發機器人系統可使用的解決

方案為主要產品，廠商一般而言並不直接提供機器

人解決方案。人工智慧方面，荷蘭專精於機器學習

與大數據技術 (例如資料探勘、資料分析或兩者的結

合)，其專業能量多被第三方運用於機器人開發。相

對的，台灣製造業擅長應用及商品開發，與荷蘭所

能提供的核心技術與系統整合能量恰好互補。

無論在短期和中期，或者在不同的市場中，都

可以發現台灣與荷蘭在機器人產業的共同契機

不同市場下的契機

台灣與荷蘭機器人產業在短期及中期的未來，

於不同市場內都有著共同的發展及合作契機。傳

統工業機器人的市場將持續成長，而協作機器人 

(Collaborative Robot, Cobot)賦予了中小企業一個高

度靈活且可負擔的製程自動化選項。從精密農業

技術應用的角度，台灣的農業部門在既有的高生

產力及競爭力下，仍有許多透過機器人應用進一步

提升生產力的潛力。機器人在醫療產業及其汽車產

業的應用也同樣充滿了機會。在醫療產業，包括

外骨骼、影像導引微創介入性治療（image guided 

interventions）及微創手術等醫療機器人均為醫療科

技領域的創新應用。在車輛領域，荷蘭在無人駕駛

車輛的獨特知識與技術也是雙邊可能共同發展的標

的。

三、荷蘭機器人產業的重要成員

機器人領域知識發展的關鍵

荷蘭有著全球聞名的高等教育體系，無論在學

術研究或應用科學研究，都有優異的表現。同時，

荷蘭擁有許多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與活絡的新創

文化及投資市場，共同透過系統思維、跨領域整合

及專業知識的相互搭配，衍生出1+1大於2的綜效。

此外，荷蘭許多不同機器人領域的技術持有者都在

積極尋求國際的聯盟及合作。

大學及研究機構

在荷蘭，大學及研究機構對於機器人的發展極

其重要。企業不但透過大學取得知識，並積極透過

大學的合作衍生出新創公司。這類由大學所衍生出

的新創公司基於與大學與產業之間的密切關係，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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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具備最先進的知識及最新訊息。同時，不同領域

學術單位之間緊密的合作為重要特色之一，如部分

大學專精於機器人相關技術的發展，同時也與其他

如資訊工程、倫理或人工智慧等機器人應用領域進

行合作與整合。 

合作網絡

荷蘭在如精密技術的專業領域擁有極佳的專業

知識，此類技術為機器人發展所不可或缺，需透過

合作網絡的建立，將其整合於不同的技術內。以台

夫特理工大學機器人學院( TU Delft Robotics Institute)

主導的RoboValley  (機器人谷) 為例，以提升全球機

器人產業發展為宗旨，串聯機器人領域各方的利害

關係人，並提供了屬於機器人產業共同平台。

“與荷蘭及荷蘭公司合作對於參與者都是多贏的

局面，你不僅可以取得領先的技術，同時也可以接觸

到該領域的頂尖參與者並切入歐洲及國際市場“

            

荷蘭企業

荷蘭有許多擁有發展特定機器人領域技術或以

滿足產業部門需求為核心的機器人公司。做為產業

鏈中主要的技術持有者，這些荷蘭公司兼具著拓展

技術應用面及進一步開發的能力。其中尤其是新創

企業，擁有最先進的知識及與大學的良好關係，為

荷蘭機器人領域非常重要的知識持有者。

高科技系統及材料 (HTSM) – 荷蘭的優先部門

荷蘭的高科技系統及材料 (HTSM)產業具備完善

的產業生態環境並蓬勃發展中，為荷蘭政府列為優

先發展的九大產業部門之一。 荷蘭政府與HTSM產

業的眾多參與者，包括大學、知識及研究機構、高

科技公司及其供應商已有密切的合作，驅動著機器

人產業的創新以及國際化發展。

四、荷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思維及元素

未來的工作夥伴與智慧產業轉型

機器人是我們未來的同事，這將是從傳統產

業轉型工業4.0 ，或者荷蘭人所稱「智慧產業(smart 

industry)」的必經過程。未來，機器人不再是獨立作

業並執行單一任務的機械，而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

也見證了機器人的智慧化、提升了對周遭環境的感

知、並且更加安全及可負擔。

機 器 人 技 術 的 興 起 ， 如 積 層 製 造  ( a d d i t i v e 

manufacturing, AM)，加上優越的數位基礎設施，驅

動了荷蘭智慧產業的發展，對於不斷升溫的全球競

爭及多變的消費者需求為必要的轉變。積層製造技

術大幅度提升了少量多樣 ( High-Mix Low-Volume)模

式的可行性，將成為因應大環境變化及提升產業彈

性的重要關鍵。同時，荷蘭製造業擅長透過客戶關

係的維繫，進一步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在數位化領

域，荷蘭已有許多全球名列前茅的廠商，奠定了良

好的發展基礎。

現場實驗室 – 智慧產業概念的驗證場域

荷蘭的產業雇主聯盟 (Industrial Employers’ 

Organization, FME)、經濟部、商會及荷蘭國家科

技研究院 TNO透過了公私協力機制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模式，共同提出了「智慧產業行動計

畫」。行動計畫以維持荷蘭在歐洲的領先地位為目

標，內容則涵蓋知識拓展、技能、資通訊技術、新

創企業及現場實驗室的建設及加速發展等5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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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的積層製造實驗室 (RAMLAB)為荷

蘭眾多現場實驗室之一，於2016年由鹿特丹港、

Innovation Quarter 及鹿特丹創客空間 (Rotterdam 

Makerspace)所共同創設。RAMLAB為海事產業的第

一個積層製造實驗室，是個以港口為主要驅動力的

創新研發中心，致力於將積層製造技術應用在海事

零件的生產上。RAMLAB的創新碼頭供企業入駐

及進行原型開發與測試所需要的設施，更積極與產

業共同合作，在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建立了合作夥

伴。

強大的研發能量

產業及研究單位的合作為智慧產業發展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四所科技大學 (統稱為4TU)及荷蘭

國家科技研究院TNO，為荷蘭發展創新及智慧技術

的主要驅動力。以美國亞馬遜公司(Amazon)的機器

人貨品分揀競賽 (Amazon Picking Challenge)為例，其

宗旨在於協助提升學術界對於機器人的研究，荷蘭

台夫特團隊在眾多國際知名研發團隊的競爭之下，

勇奪2016年第二屆競賽的冠軍。該競賽內容分為”

裝箱”及”挑選”等兩個項目

 ●裝箱任務：將12件指定的物品，從搬運箱

移動到已放置許多物品的貨架上的箱子內

 ●挑選任務：將12件指定的物品從貨架移動

到搬運箱中

競賽規定參與團隊須再無人為干涉的條件下，

透過自動化解決方案進行比賽。由台夫特理工大

學機器人學院 (TU Delft Robotics Institute)及Delft 

Robotics 公司所組成的團隊，以自行設計的夾爪並

運用開放式授權軟體「工業機器人操作系統 (ROS-

Industrial)」，在激烈競爭中獲得最終的勝利，展現

出其軟硬體開發及應用的綜合實力。

另 一 個 整 合 學 術 及 產 業 的 推 動 方 案 則 是 

RoboValley (機器谷)。RoboValley以TU Delft Robotics 

Institute為核心，研發能力源自其超過170名來自不

同領域研究人員，透過獨特且或活絡的利害關係人

網絡，與專家、創業者及公私部門的決策者進行合

作，奠定了RoboValley 在全球下世代機器人發展競

賽的特殊領導地位。

RoboValley 所研發的集群無人機 (Swarm UAV) TU Delft Robotic Institute 所開發的六足機器人，

用於發展複雜機器人控制模式，包括控制理論、估計

理論、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的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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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器人領域發展維持領先地位為荷蘭帶來的

許多優勢，除了帶動經濟發展外，更重要的是透過

新世代機器人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氣候變遷、高

齡化社會、全球人口成長及糧食短缺等，都可以透

過機器人來因應。

RoboValley整合了原本散落於不同學術機構的

各類型機器人研究，除了建構了順暢的技術取得渠

道，也串聯了機器人領域的關鍵參與者，加速了機

器人產業的發展。

產業育成也是RoboValley的重要工作，除了協助

公司及新創企業找到最適合的專家外，RoboValley也

整合投資者成立投資基金，彌補了企業發展的資金

缺口，並協助各種創新機器人技術的取得。

最後，RoboValley 協助公司及研究人員增加

曝 光 機 會 並 提 升 市 場 能 見 度 。 以 溝 通 為 核 心 ，

RoboValley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於透過對產業及參與

3.Robobusiness Europe: 為美國EH Media 集團旗下公司之一，集團成立於1990年，以消費性電子雜誌起家，長期投入

機器人產業發展，項目包括”機器人趨勢 (Robotics Trend)” 、”機器人商業評論 (Robotics Business Review)”

及舉辦RoboBusiness 博覽會，2013年首次舉辦歐洲機器人博覽會，看上了荷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2017年首度移師至

荷蘭舉辦國際機器人週活動。 

4.TUS Expo – 無人系統博覽會 (The Unmanned Systems Expo, TUS Expo) 為獨特的商業平台，致力於串聯歐洲與全球

無人機系統的完整供應鏈供應鏈、消費者及終端使用者，並且提供無人機系統產業國際合作及協作的機會。

者動態的掌握，促成實質的產業合作。值得一題

的是，RoboValley 的環境具備濃厚的開放式創新氛

圍，企業對於時常可在走廊上遇見其他機器人公司

的員工並進行討論，共同激發出創新及合作契機的

文化感到滿意。

國際合作及外部擴散為RoboValley的重要工作，

因此RoboValley與Robobusiness Europe3及TUS Expo4

於今年(2017) 4月19~21日間舉辦荷蘭國際機器人

週系列活動。活動場域橫跨台夫特(Delft)、鹿特丹

(Rotterdam)及海牙(The Hague)等地，除了論壇及商展

外，也舉辦一系列的現場實驗室參訪，包括台夫特

科技大學、RoboValley、法肯堡(Valkenburg)無人機

場，及多間位於鹿特丹及海牙都市區實驗室的現場

展示。

聯絡方式

如想要對荷蘭的機器人產業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歡迎聯絡

Mr. Erik Anspach, RoboValley, 
welcome@robovalley.com 

楊智凱，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hollandinnovation@ntio.org.tw

居家服務機器人”Robbie”

荷蘭Lacquey公司所研發的機器人抓爪，專門運用於農業及糧食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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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2016年的經濟成長表現不俗，優於普遍的市場預期。

中國大陸在該年的內需相關項目，包括政府消費支出、民間消費、

固定投資等的表現，都顯著的比外需的出口表現更佳。中國大陸因

應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問題，提出所謂「供給側改革」，包括去產

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等幾個面向。在調結構的政

策大原則下，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已然成為定局。

受到2016年受穩增長政策累積效應、房地產市場續升溫、大宗商

品價格走高等影響，中國大陸經濟持穩增長，表現好於市場預期。

雖然中國大陸經濟近期已出現回穩趨勢，但因市場不確定性增加，

國際主要預測機構與經濟學家都預測，2017年大陸GDP增速將較去年

下降，約達6.5%，除經濟將進一步放緩，通貨膨脹壓力也將逐漸顯

現。

內需的表現特別是民間消費的部份是觀察重點，而人民幣的持

續貶值，也將支持一定的出口動能。雖然需求推升力道陸續減緩，

但油價回溫的成本拉抬效果也將使得中國大陸物價維持在一定的水

準。

根據大陸商務部在2017年2月16日公告的資料，大陸1月對外非金

融類直接投資金額約77.3億美元，年減35.7%，月減4.6%。這是過去1

年來，中國大陸對外投資首次負成長。

兩岸經貿觀察

圖片來源:貿協官網 

資料參考來源：海基會兩岸經貿網、陸委會、網路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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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商務部發言人孫繼文表示，1月對外投資主要流向製造業以及資

訊傳輸、軟體和資訊科技服務業，年增率分別為79.4%和33.1%；此外，

流向房地產業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部分，分別年減84.3%和93.3%。此

外，大陸央行隔日也公布1月份外匯占款餘額為人民幣21兆7,337億元，較

2016年12月減少2,088億元人民幣，雖然為連續第15個月下降，但受到人

民幣貶值壓力緩解的影響，其降幅已是近5個月來新低，顯示大陸資本外

流壓力正在減輕。

儘管2017年初大陸持續開放個人購匯額度，但外匯占款降幅卻較2016

年12月收窄3成，這顯示市場對人民幣貶值預期已出現分化，隨著人民

幣兌美元走勢繼續呈雙向波動趨勢，未來外匯占款降幅或將繼續收窄。

而從數字觀察，2017年1月外匯占款降幅，是自2016年9月以來的5個月新

低，回顧其減少金額分別是9月3,374億元；10月2,678億元；11月3,826億

元，以及12月3,178億元。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高長教授指出，受到國內外經濟形勢變

化的影響，現階段大陸經營環境已今非昔比。國際金融動盪導致景氣低

迷，使得大陸長期建立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加上英國脫歐、

川普接任美國總統等因素，更增添國際財金局勢的不確定性。從國內形

勢來看，中共「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新政府，先後

推出「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十三五規畫」等重大施政，

經濟形勢進入「新常態」，面臨轉型升級關卡，經濟成長持續下滑。

另外就陸委會公布的資訊，因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2016年兩岸貿

易金額較2015年略減0.7%，受中國投資成本增加影響，臺灣對中國大陸

投資金額減少1成多，中國大陸對臺投資金額增加1.5%。

人員往來方面，去年大陸來臺約347.3萬人次，較2015年同期減少

16.2%；反之臺灣2016年上半年赴大陸旅遊人數超過279萬人次，較2015年

同期增加5.8%。

貿易方面，2016年兩岸貿易總額為1,179億美元，臺灣對中國出口739

億美元，成長0.6%；進口440億美元，減少2.8%。

投資部分，則2015年核准台商赴中投資約323件，投資金額為96.7億

圖片來源；今日新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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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較2015年減少11.8%。去年核准中資來臺投資158件，投資金額共

約2億4763萬美元，較2015年增加1.5%。

受到兩岸關係緊縮影響，民間經貿交流也受到衝擊，以貿協所主辦

的台灣名品展，過去8年創造新台幣5,000億元商機，由貿協率領廠商每

年赴大陸舉辦6到8場，但今年只剩2場，西進明顯受挫。

根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名品展」在馬政府時期，平均每年舉辦6

至8場，最高峰時曾有一年舉辦9場的紀錄；不過，隨著兩岸關係急凍，

貿協今年雖規劃有南京、廣州兩場活動，但目前大陸地方政府迄今仍未

回覆。 對此甫接任貿協董事長的黃志芳也表示，貿協為非官方單位，期

待中國大陸能同意他親自率團赴陸拓銷，促進兩岸經貿交流，但若陸方

「不把門打開（無釋出善意）」，貿協也只能被迫將心思及資源分配到

其他國家市場，應不是雙方所樂見的。 

黃志芳同時表示，貿協了解並重視中國大陸市場的拓銷重要性，也

澄清新南向政策並非是在對抗中國大陸，只是東協市場近年來的成長力

道是全球有目共睹，因此並非只有臺灣在布局，如日本和中國大陸廠商

也都在積極搶進，台灣沒理由缺席這波趨勢。 

2017年大陸全國人大與政協「兩會」，3月3日才在北京揭幕，這場

會議也是觀測當前兩岸關係冷熱的重要指標。透過此會議相關表述看

來，大陸對臺經濟信號的強度明顯趨弱，今年兩岸經貿發展態勢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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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甚至可能會受兩岸政治因素所左右，建議各界對此應有所關注與警

覺。特別是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進行政協工作報告時，其對臺灣部分

並未提到「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媒體報導這表示大陸對臺經貿已非政

協工作的重點項目。此外俞正聲報告中有提到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加強與台灣基層與青年交往交流、深化政協

委員與台灣民意代表機制化交流等，皆充滿了濃厚政治味。

在全國人大會議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除和俞正聲口徑一致地宣示維護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外，另強調要堅定

不移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與過去兩會報告提的兩岸一家親、共享

發展機遇、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等概念則是完全相悖，同樣值得注意。

經濟方面，李克強以「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簡單一

句來概括，並未指出具體涉及的經貿交流合作事項，更加顯示大陸對臺

經貿的淡薄態度。

2017年國際及兩岸情勢將面臨更多挑戰，未來「川習會」和中共19

大都會影響美中台三邊關係。根據兩會剛公布的大陸經濟增長率6.5％

目標，較去年目標調降，這也顯示今年大陸內需市場成長力道應較小，

廠商間的競爭亦將更激烈，廠商需盡量配合大環境調整自身經營陣容及

早準備。對此態勢，協會也會站在協助產業拓展的位置上堅守岡位，盡

力維護兩岸間既有的經貿交流合作關係，協助廠商布局兩岸經貿發展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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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型機械手臂應用對於零組件的要求越來越

高。我們發現能夠符合高度作動並達到運行長壽命

的動態電線電纜需求不斷增加。在選擇這類應用的

電纜線時，有幾項重點是您要特別注意的。

一條電線要能承受重覆性的扭轉運動，電線需

要有特別的設計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電線的導

體、隔離網的結構和絕緣體的材質必須能補償電線

在運行中所產生的彎曲和負載。為了要達到這個目

的，採用"軟性"的結構元件:人造纖維、PTFE元件或

是填充元件，這樣的組合和設計能吸收因扭轉所產

生的力量。當訊號傳輸為首要條件時，採用特殊的

工程隔離系統來確保電纜線在運行壽命期間能有高

度的表現。

相較於傳統編織而成的銅隔離網，採用抗扭

轉、鍍錫銅製的隔離網更適合機械手臂應用。動態

運動所產生的扭轉力透過隔離網、內護套和絕緣體

中間的滑動和緩衝設計都被大量的吸收。設計採高

抗扭力的編織方式、不含鹵素和阻燃的PUR或混合

TPE內護套能確保內護套在使用初期的表現同時保護

電纜線元件來自可能的損害。

 有別於傳統的電纜線，耐彎曲機器手臂專用

耐扭轉電纜線

圖二:機器人手臂電纜在多軸拖鏈的應用。

電纜能承受多種機械應力，例如彎折力、扭轉力、

離心力或以上的綜合等等。然而，即使將電線的設

計和使用中的表現納入參考數據，要預先定義這類

的電線能達到何種程度的表現是幾乎不可能的，因

此，若電纜供應商能夠提供相關測試數據，將大幅

提升電纜的可靠性。如德商易格斯設定了一套扭轉

力測試標準，根據此標準在易格斯內部實驗室進行

測試，結果顯示其機械手臂專用電纜在正負270度的

運動下，運行超過三百萬次循環仍有正常的表現。

選擇機器人手臂專用電纜線時並不像一般電線

般的簡單，因此留意電纜線內部的結構設計並且與

提供電線測試數據的專業電纜線製造商才是關鍵。

圖一:相較於傳統編織而成的銅隔離網，某些專為機器人手臂應用而設計的電纜採用抗扭轉、鍍錫銅的隔離網。

Don Nester
igus 易格斯美國耐彎曲電纜產品經理

機器人手臂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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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人口高齡化比例日益升高，影響所及

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政府政策、或醫療保健議題

等，更為醫療器材產業帶來巨大的挑戰與需求。醫

療器材與國民健康息息相關，是協助人類疾病預

防、診斷、減緩與治療的民生必需品，產品種類多

樣、技術高與深、應用範圍廣泛。目前全球醫療器

材產業，主要是由美國、歐洲及日本所主導，其產

業發展優勢與利基，乃因其醫療相關審核法規齊

備，各項基礎醫學扎根發展已久，再加上資金充沛

與積極併購，形成許多跨國的醫藥及醫療器材大型

公司，也因此擁有豐富的產品線及行銷通路。 

目前醫療器材市場主要為已開發國家或是醫學

診斷中心，在歐美先進國家的市場漸趨飽和狀況，

而新興國家因投入醫療器材改革，整體市場需求湧

現成長。放眼亞洲，各國政府在考量品質、成本與

服務便利性等條件下，積極尋找下一階段醫療器材

--醫療機器人逐步商品化--

產業最佳發展政策與推動方案，可預見未來亞洲各

醫療機構在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或合作的機會將會激

增，有鑑於此，台灣廠商因應此需求變化，建議可

從高性價比產品著手，將是掌握醫材市場商機的關

鍵。 (資料來源：Markets and Markets)

台灣政府近年來為了加速國內醫材產業轉型與

升級，已透過各種輔導與推動計畫，鼓勵廠商朝向

高階影像、體外診斷、呼吸照護與微創手術等高階

醫材與醫療機器人發展，並積極協助廠商擬訂行銷

佈局策略來擴大產業影響力，進而帶動台灣醫材產

業轉型與技術升級，並在全球醫材市場展現更大的

發展利基與商機。

目前，國際及國內醫療體制紛紛進行改革精

進，加上高齡化社會及慢性病患增加等因素，驅動

居家醫療、預防醫學及疾病治療等策略的改變，同

醫療器材市場新趨勢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圖/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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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內許多醫院皆已浮現人手不足的問題，也希望

導入智慧醫療或機器人來解決所面臨的窘境，舉例

如微創手術加入機器人來輔助手術進行，藉此降低

人力需求、減少醫療支出、減輕患者負擔。目前手

術輔助機器人於歐美地區及亞洲區的日本韓國已有

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在台灣手術輔助機械人系統則

尚在起步階段，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上銀科技所開發

的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系統。

上銀科技與秀傳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 (AITS/

IRCAD Taiwan) 於2014年簽訂合作，由雙方共同進

行『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手術訓練課程與推廣研

發，AITS/IRCAD Taiwan是秀傳醫療體系與法國微創

手術中心合作設立，是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遠

距微創手術中心，每年平均培訓上千名醫學相關學

生與老師，並與國際級的醫療單位接軌。該項合作

備忘錄展現技術研發與臨床實驗緊密連結的良好範

例，結合上銀科技智慧機器人的設計、研發與製造

能力，搭配秀傳精湛的微創手術能力與經驗，終於

成功研發出第1款由國人自行開發的「微創手術輔

助型機器人」。醫師於微創手術過程中運用該型機

器人，可免去手術過程中扶持內視鏡所需的助理人

力，醫師可透過腳踏板控制，輕鬆的移動手術輔助

機器手臂，自行操控手術輔助機器人，獲取自己想

要的手術視野，除能夠節省人力，更可提升手術的

精準度，增加微創手術的安全性。

智動協會(TAIROA)於2014年起接受上銀科技委

託辦理「醫療機器人產業推廣及人才培訓」，規劃

多場醫師交流會、專業人才培訓課程，醫療輔助系

統及醫療機器人應用研討會，蒐集專家對於機器人

輔助系統看法，同時藉由展示活動推廣醫療機器人

之產品應用。

2016/5/30 上銀科技與秀傳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簽署『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手術訓練課程與推

廣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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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8微創手術輔助型機器人產品說明會大合照

2017年2月18日於台中林酒店辦理「上銀微創

手術輔助型機器人產品說明會」，邀約有進行微創

手術之各大醫院之肝膽腸胃外科、泌尿外科、婦

科、胸腔外科為主之外科醫師與實習生、手術專責

護理師參與，並於會中藉由產品操作體驗與醫師及

護理師進行意見交流，蒐集醫師及護理師對於產品

使用上的建議與功能延伸性的想法，進而發掘更多

元性的產品或配件。這是一件相當有意義的做法，

也是智動協會(TAIROA)落實醫療機器人產業化的積

極作為之一，更期待透過活動辦理，累積智動協會

(TAIROA)在醫療領域的能量，在未來可以協助更多

廠商投入醫療機器人產品的開發與市場開拓。

2014年我國醫療器材產業營業額為新台幣864億

元，相較於2013年的814億元，約成長6%，上市櫃

公司中，更有80%都已在海外佈局經營，這些廠商

考量其生產成本或行銷佈局，而前往海外設立生產

據點或行銷據點，生產據點多以中國大陸、泰國、

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為主，行銷據點則遍布歐美地

區；中小型公司在海外布局的方式，則多以成立辦

事處或委託代理商的方式營運，而智動協會在國內

外皆與機器人產業相關公協會密切往來，也主辦或

合作多個展會，建議廠商可透過智動協會這個平台

來進行串連與推廣，相信透過協會的鏈結將有助於

廠商在市場的開拓或產品的研發，期待藉此為台灣

醫療機器人產品推向國際市場並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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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醫院一般外科劉毓寅醫師說明實際運用的比較

產品操作簡介

中山附設醫院彭正明主任對於這項Made in Taiwan微創

手術輔助型機器人的未來發展抱持高度期望

上銀研發單位協同各科別醫師說明產品在不同領域的開

發與操作經驗

與會醫師進行產品操作體驗

本次活動於台中林酒店舉辦，受到各醫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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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技術快速發展，各產業均朝向智慧化

的管理營運，已是許多業別都必需面對的議題。而

在農業方面，經常因為無法適切導入合適技術而使

得農業生產無法達到有效地管理與營運發展，是故

在創新加速的時代中，常是處於相對較為停滯的產

業；本會自加速投入智慧化設備技術的觀點切入，

藉由技術發展的應用，來提升產業之品質和生產

力，促進農業發展朝向智慧自動化創新，以突破產

業發展上的困境。

　　在傳統農業中，需投入大量勞力才能獲取

相關農業資訊，然而藉由遠端感測、地理資訊系

統、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分析等智農科

技，能有效管理農業資材與人力投入，並確保安

全、健康、優質農作物生產。臺灣的發展優勢在於

擁有物聯網的關鍵技術，包括：高精度感測器、即

時無線傳輸、衛星通信等，並具備成熟的資通訊產

業發展與設備及IC晶片等相關產業鏈。

軟硬體智慧自動化整合技術-展望農業4.0發展 攜手邁向新農業時代

臺灣農業發展困境

在農產生產總指數方面，如圖2所示，若把民國

100年當作基準年，可以發現從民國93年開始農產總

值呈現下降趨勢，顯示農業生產力正逐漸衰退，因

此提升農業生產力是重要的議題。

圖1  軟硬體智慧化流程（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中區產業服務處

處長 邱宏昇 

組長 王孝裕 

分析師 邱鳳逸

以資通訊結合智慧機械，共創農業自動化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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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從農業就業人口討論，從圖3可知，農

業就業人口也從92年的69.6萬人降到104年的55.6萬人

左右。再加上，臺灣農村青年人力外移，人口快速

老化，未來這些勞動人口逐漸退休，將會大大打擊

臺灣農糧供給。

臺灣的耕地相較於歐洲、美洲與中國來說，狹

小且農地形狀不規則，整體地形較為崎嶇，不利於

大型農業機具的使用。同時，臺灣位於熱帶與副熱

帶接界的季風區，寒害、病蟲害、焚風、颱風等

等，這些劇烈的天氣變化，常常導致農民防範不及

而造成農產嚴重損失，進而產生農產品的價格波

圖2  農產生產總指數（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圖3　農業就業人口（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

因此，面對這些問題，農業智慧化設備的投

入，不只能夠協助農民從事生產工作，還能提供農

民更充分的資訊和更充裕的時間防範天災，且也對

於改善農民生活和穩定農產物價有更直接的幫助，

有鑑於此，農業自動化的技術投入日益重要。

農業智慧化之應用技術

所謂「農業 4.0」，是以現有的科技優勢，打造

臺灣成為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的關鍵地位。藉自動

化、電子化、資訊科技基礎，進一步融合智慧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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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農業物聯網主要運用方向（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Intelligent Robot)、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網實整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CPS)、與巨量

資料(Big Data)等技術，引領我國農業邁向智慧自動

化生產之轉型，以深耕臺灣農業為本，進而帶動國

際市場的競爭優勢。

而農業科技中，主要是以生技、精緻及精準的

農產業為三大經營的領域，以帶動農業從量變到質

變，並更進一步發展高價值的農業加工，使農業不

單單只是在地消費，也能擴張整體產業鏈，成為具

競爭力的輸出產業。而其中智慧化所應用之技術項

如：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巨量資料(Big Data)、自動化裝置(Robot)、

網實整合系統、物聯網等。目前主要運用方向有三

種，第一項為農業標準化生產監測，透過即時收集

農業生產過程中關鍵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含

量、土壤溫度、土壤含水量等數據訊息，以掌握農

業生產所需的各種依據，即時做出因應對策；第二

項為動物產銷履歷應用，透過農業物聯網技術，可

以從動物的養殖生產到產出消費的過程中，任一個

環節能有效結合，並能對動物疫情和食品安全做準

確的掌控；最後一項則為水文監測，農業使用物聯

網技術，可以讓水質監控有統一的數據化 (串列數據

的採集、傳輸及平台發佈)，並使周邊的岸邊污染監

控、地面線上檢測、衛星遙感和人工測量結合為一

體，可成為實驗生態觀測與成災原因的良好研究工

具。

農業智慧化願景

政府以「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方案」為基

礎，整合了商業自動化、農業科技化發展進程，提

出了「生產力4.0發展方案」(2015)。而農業智慧自動

化的導入所要解決的農業問題分為三個面向：

（一）人力勞動方面：

協助解決農村勞動力不足之問題，以農業知識

共享化、農事勞動機械化、管理操作代理化為目

標，藉由機械升級智慧化、多元耕作，導入智能省

工機具，提升目前手動小型機具的監測與判斷能

力，並能與農民共同執行施作，減少人力執行重複

性動作，增加生產效率、農產品質一致和減少職業

災害的發生。

（二）環境資源方面：

臺灣農地先天地形的限制，狹小且形狀不規

則，整體地形崎嶇，不利大型農業機具的使用，且

臺灣位處副熱帶與熱帶季風氣候區的交界，氣候多

變，生產決策常常無法即時因應氣候與水資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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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出適當之調整。再加上，病蟲害威脅，造成

生產效率低，產品品質參差不齊。導入農業智慧化

並以環境監測即時化、資源分配適性化、科技應用

環境化為目標，結合GIS的耕地與資源管理，以集

團為助力栽培，發展農企業模式，兼顧小農作業智

慧化，引入農業自動化監控設備，協助農民監測天

氣、土壤、濕度及病蟲害等訊息，使其可即時反

應，減少農業損失，並可提升農產整體品質，以因

應國外大型農商的競爭。

（三）產業永續方面：

由於無法即時串接前後端供給與需求資訊，造

成供需不對等，價格亦受市場供需波動影響。在農

產品從產地送到消費者的過程中，往往需面臨損傷

風險，受損害之農產品無法銷售。再者，消費者無

法得知農產品背後的生產資訊，與生產者之間缺乏

足夠的信任，造成食安疑慮的問題。藉此以生產資

訊透明化、作物管理制度化、物流配送效率化為目

標，保持農產品新鮮度、防止汙染，及減少農產品

損害；並發展全方位農產品消費指南雲，提供即時

更新的農產品質、狀況資訊，供消費者查詢，也讓

生產者能接收市場回饋資訊，修正和改良生產方

式。

實地質性訪談分析

配合農產業應朝向高附加價值目標而發展的方

向，本研究希望深入了解特定的農業活動是否可藉

由自動化和智慧化的技術，而增加產品的生產效

率；也因此選定農產業中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茶葉

巿場來進行研究。

本次參訪南投杉林溪的高山茶園，茶場專家提

供許多專業的一手受訪資訊，以及多元的次級資

料，以利本研究進行綜合整理。

圖5 導入農業4.0前後比較（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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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受訪專家為茶業研究專業人員和從事茶

葉栽種超過20年以上的業者，其訪談內容及因應對

策整理如下列(茶葉之需求缺口如圖8)：

知識來源與科技接受度：

1.農夫(採茶工人/茶農年齡偏高)對科技沒有概念

甚少，其栽植憑靠經驗法則，知識來源幾乎源自農

藥行，存在著知識缺口。

茶園監控方式為人工操作：

1.每天紀錄溫濕度。

(1)氣象局有設監測站(溪頭附近)可查詢，每天

需手動查詢資料。

(2)人工帶儀器測量(每月一次，萌芽期量測溫差

比) 。

2.每天人工紀錄日照時間。

3.土壤肥料也為茶葉品質關鍵所在(如快下雨

時，就會多鋪氮肥)，目前尚未有概括監測的自動化

監控方式知道土壤肥沃度是否達水準。

圖6、7 南投杉林溪高山茶園之實地場域（資料來源：本文拍攝）

茶園的噴藥及採收(以4分地、1人力為基準)：

1.噴藥：一天可噴完(茶蟲種類繁複，過程中目

前多以人力方式清除，蟲害攻擊常連帶導致茶葉品

質低落)。

1.採收：一天可採完(過程中有採茶工老化勞力

不足、工人罷工、職業傷害等問題)。

導入智慧自動化發展農業4.0：

1.適用場域/地形：可為地形崎嶇偏遠，無足夠

電力支應感測裝備的茶園建置。

2.確認可協助之處：除草、噴藥、搬運、巡

檢、環境監控。

(1) 噴農藥：可以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圖8 臺灣茶葉生產需求情境圖（資料來源：本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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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UAV)取代，以節省人工噴灑的時間與成

本。

(2)搬運及除雜草：以自動導航運輸車(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協助茶葉採收過程的人工作

業，且無論是台地/平坡或梯田/斜坡等地形除草，只

要改變機器人的設計，皆可適用。

(3)巡檢：避免機器人、農具被偷(可用雷射光/發

聲響來嚇阻鳥類)。

(4)環境監控：如場域回報及蟲害防治。

3.價值發展：

(1)提高產量：通過數據分析與機器人協同施作

(UAV與AGV)，來優化茶業活動中的決策，是物聯

網與農業結合的一個黃金點。

(2)害蟲防治：如實時監控茶園害蟲的密度，若

超出某個設定值，就會自動釋放與害蟲種類匹配的

信息素(費洛蒙)，以達到殺蟲效果，甚至有取代殺蟲

劑的潛力。

(3)節約能源：降低茶業生產成本，尤其是節

約灌溉用水方面。藉由歷史數據分析與實時檢測數

據的結合，可以提供一個更加準確的模型和優化方

案。

(4)持續價值：如何提供除了產品之外，更加

深度、有價值、可持續的服務。隨著全球人口的增

多， 農業必須變得更加節能和高效。

整體發展利基

為了解決現今農業的問題，必須要積極投入科

技研發能量與農業結合，並且因應農業的特性設計

適合的配套措施，就能夠提升農民經營意願與青年

的務農人口回流，也會增加創投投入的機會。藉由

科技整合產業鏈資源與技術，作為農業進步的動

力。需求帶動成長，不只企業受益，在地居民也會

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人才得以受到重用與發

揮，讓臺灣人口均衡發展，而不傾重於大都會區。

臺灣藉著良好的ICT基礎，使得現今的IoT技術

在臺深根穩固，相較於國外，我們有更完整的IoT

產業鏈(如圖9)，以此再結合本會(資策會)的研發專

長，做資料處理，建立雲端系統，將感測器資料傳

到雲端分析，發展智慧自動化用於農業，進行準確

的農耕作業。

 農業4.0講求的是效率、效能與安全時代，藉由

軟硬體智慧自動化的技術，串接互聯網與大數據的

應用，建構整體產業鏈的數位服務體系。臺灣本身

擁有相當規模的農業能力，但就必須有足夠的勞動

力補足缺口；而資訊智慧化就是目前可以將人力智

能運用的第一步，應用前瞻工程技術以提升務農能

力，邁向高效率高效能的新農業時代。

連絡資訊【邱鳳逸分析師】sophiaciou@iii.org.tw

圖9 機器人快速平台之產業鏈（資料來源：本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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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最新景氣動向報告顯示

(104年10月製造業景氣概況)，台灣製造業近來略顯

疲軟，已連續7個月呈現衰退藍燈，不僅生產成本上

升、更面臨出口衰退等困境。面對全球消費市場變

化，以及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遷的影響，台灣製造業

轉型需求刻不容緩。

在快速變動的消費市場下，工業價值鏈已被重

新定義，包括製造者的生產力、對市場反應的速

度、品質等都是關鍵。未來面對客戶不同的需求，

製造業者必須透過產品與整個價值鏈的自動與數位

化，建置虛實整合系統，結合網路功能的數位邏輯

控制與實際硬體加工設備將更緊密的整合。工廠在

生產各別產品上亦比過往更高彈性化，且追求更高

的生產效率，才能於產業中脫穎而出，保持競爭

力。而製造業是否能成功轉型，追本溯源還是要回

以彈性混線金屬加工4.0實現智慧機械新價值

歸到上游的設備製造業，是否能夠追趕上國際智慧

自動化技術發展潮流，提供更好的智慧加值服務予

製造業者，共同達成轉型升級目標。

我國機械設備產業主力產品以工具機為主，也

是國內持續推動發展重點產業之一。根據2014中小

企業白皮書針對國內各級企業所做之「製造業未來

希望產品銷售時能加強提供之項目」調查結果，可

以看出對客戶提供產品的技術顧問服務以及依客戶

需求提供系統整合或是一條龍式服務，已是各業者

最迫切加強的項目。面對日韓等國產業競爭日益激

烈情況下，國內設備業者無不積極思考如何強化與

下游製造業的連結，進一步發展具有差異化、高價

值之產品與服務，以多元化滿足製造需求，共創國

家利益。

精機中心 玖和精密工業 協鴻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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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PMC)接受玖和精密

工業及協鴻工業之聯合委託設計一彈性混線自動化

金屬加工生產線。本生產線主要針對玖和精密工業

於金屬模具製造面臨的人力瓶頸所設計，並結合協

鴻工業製造之電腦數控加工機(CNC)共同打造一條高

彈性混線生產之自動化產線。

過去金屬模具業者可以靠精微化的加工技藝，

來爭取訂單。但是在加工設備及製程技術精進之

外，如何面對少量多樣的市場需求，產能、速度是

未來制勝關鍵，因此玖和精密工業希望除了協鴻工

業成熟加工設備之外，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能更

進一步提供智慧化、系統化解決方案，協助克服金

屬模具彈性製造上的難題。而玖和精密工業欲導入

智慧自動化動機與有可能面臨之問題歸類如下：

1.金屬模具加工現階段主要依靠人工作業，包

括製圖、出圖轉加工程式等機台操作。加工時上下

料及機台刀庫備刀更換等皆須人工操作，成本效率

皆有待改進。

2.市面上已有工具機自動上下料解決方案，但

若單純導入自動化流程，在少量多樣產品特性下，

頻繁換線將使自動化生產稼動率大打折扣，需有更

智慧化的製程指派機能，以達混線生產目標，提升

產值與生產效率。

3.金屬模具製造業是典型少量多樣化生產模

式，一般工具機刀庫存量皆無法滿足所有模具生產

所需的刀具數量，面對產線上不同產品，需要更有

效之刀庫管理機制，方能配合混線生產需求。

4.在一人多機之生產情境中，除機台資訊監

視、NC程式上下載、警報訊息等遠端聯網監控功能

外，如何在設備失效前即進行預警維護，是系統能

否順暢運作之關鍵課題。

為此，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協助玖和精密工

業建立一高彈性混線金屬加工生產線並導入跨平台

聯網、巨量資料、混線生產製造等技術提升彈性智

慧化生產能量。且搭配製造業者進行應用設計。創

造更高效率、客製化及整線設備整合，建立符合客

戶實際技術應用需求的加值服務。同時透過本輔導

案提升國內製造業者生產力效益，強化國內整體產

業競爭力。

圖1 製造業未來希望產品銷售時能加強提供之項目   資料來源：2014中小企業白皮書



62 63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Industry Trend
產業脈動

 

 

 

 圖2 彈性自動化產線導入前後差異

圖3 彈性混線生產加工產線配置示意圖

 此次混線金屬加工生產線主要設計目標為高彈

性混線金屬模具加工產線，如下圖3所示為現廠產線

配置示意圖，由一機一人生產模式升級為少人多機

混線自動化生產模式。從製圖工程師繪製模具設計

圖完成後自動生成加工程序及刀具使用資訊，再藉

由精密研究發展中心設計之派工系統做任務分配管

理。透過即時工單由現場人員備料及備刀，再透過

派工系統分配給機械手臂。機械手搭配走行軸增強

可活動範圍，透過機械手之高靈活性分派加工任務

所需使用的材料及刀具給各加工機台，最後透過派

工系統上傳加工程序至指定加工機台實施加工製程

及品檢任務，實現高彈性化生產線的架構。

該高彈性化生產線的設計更可減少傳統機台操

作員及CAD轉CAM工程師的負擔，進而提升整體生

產效能。本線建置項目主要以中控電腦為主要控制

核心，直接與間接之遠端控制項目有:搭配走行軸之

六軸機器人模組、工具機群及自動化供料等硬體。

而該生產線建置的技術包含跨平台聯網技術、巨量

資料庫、技術與混線生產等，同時藉由系統數值化

分析已取得的系統健康狀況與手臂關鍵零組件壽命

預測，以下將針對各項技術內容說明。

一、平台機聯網 (SKYMARS)：

平台機聯網技術 (SKYMARS) 針對跨平台之間

資訊聯網建置，聯網設備包含智慧機器人、工具

機、備料供料系統，針對本彈性生產線系統架構圖

如下圖4所示，各單機設備均建置基礎系統聯網功

能，設備間可以即時做資訊傳遞。該聯網技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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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所開發的跨平台之連線軟

體SKYMARS為基礎，將機械手臂及工具機等控制器

得以分享資訊，進而發展出跨廠區及跨平台加工設

備聯網平台，將加工設備透過網路由中控系統集中

管理，讓所有設備的工作資訊透明分享化如多機連

線、稼動監測等…。因而有利於多台工具機彼此協

同作業。

除此之外，生產線上所有加工設備之工作資訊

及加工程序可被資訊化上傳與下載，彈性生產的可

能性將變得更加容易被實現，如此一來便能夠同時

達到彈性製造及減少人為操作錯誤的狀況。藉由該

跨平台系統的加值服務亦可提升加工精度與品質、

縮減製造時間、降低生產成本等等需求。

SKYMARS在工具機聯網通信技術部分主要是針

對各控制器廠商提供對控制器操控的函式庫，於遠

端的PC上開發可應用在機台的操作便利性或功能上

作附加價值提升的軟體。利用該函式庫發亦可展出

多樣的技術服務，如遠端監視相關CNC資訊、提供

NC上、下載、警報簡訊通知及稼動率資訊等，其稼

動率資訊管理架構如下圖5所示。

SKYMARS跨平台整合系統在機械手臂部分，可

分為資料(data)及內部細部參數的分享。其資料及參

數皆由透過中控電腦利用乙太網搭配平台已建立之

函式功能來存取及覆寫。資料的部分:透過資料的修

改可改變機械手及中控電腦的溝通參數，進而改變

手臂執行之任務細節及中控電腦的邏輯判斷。

內部細部參數的分享的部分則由伺服迴路系統

之各種參數資訊自動回傳到伺服驅動器，中控電腦

再利用乙太網搭讀取細部參數。透過該平台提取機

器人各軸電流與轉速等資訊回饋，並且將其資訊彙

整成有用且可分析之數據圖形，再由上位電腦進行

機械手單元健康預診等處理。下圖6左為SKYMARS

跨整合平台機台資訊擷取之實際畫面，透過平台可

即時擷取機台狀態等基本資訊做監控，以網路方式

修改及讀取參數，圖6右為CNC加工程序管理，透過

該平台功能提供之API功能即可應用於上位派工系統

中進行邏輯判斷。

圖4 跨平台聯網系統架構
圖5 稼動率資訊管理架構

圖6 SKYMARS跨平台整合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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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健康狀態預診分析

下圖7為本次高彈性混線金屬加工生產線上位系

統之資訊介面，透過SKYMARS API提供之功能顯示

於上位派工系統中，藉由多組即時系統狀態做邏輯

判斷及程序命令下達。

二、巨量資料庫分析:

彈性製造生產線透過SKYMARS跨平台聯網技術

取得各設備端重要資訊如: 加工設備(CNC機台)的負

載電流、負載百分比、馬達溫度等多項重要資料特

徵。機台關鍵零組件失常的狀況下，特定效能參數

具可觀察性，系統進而提出預診預警；如軸承損耗

因而轉動不順暢、阻力漸漸提升。相關馬達會需要

利用更大之動力或功率來推動，負載電流與負載百

分比的增加以及伺服馬達的溫度也會跟著漸升。透

過參數的反饋搭配演算法分析進行機台健康狀態預

診計算出參考指數及對應指標等加值服務如下圖8所

示

SKYMARS跨平台聯網技術於機械手健康狀態的

預診亦有重大參考價值。機器人其關鍵零組件包含

馬達與減速機等，其中減速機又是關鍵耗材之一，

當機器人減速機損壞時，將影響機器人性能，甚至

減速機嚴重損壞後亦造成系統停擺無法正常運行，

將嚴重影響生產產能，透過SKYMARS在機器人控制

器內部提取各軸轉速與電流等資訊封包，作為機器

人減速機壽命預診之依據，讓使用端可以預先進行

耗材備料等防範工作，如下圖9所示為機器人減速機

壽命預測架構圖。

搭配SKYMARS提供之跨平台即時監控功能，搭

配巨量資料分析。即可做即時性狀態檢測以及長期

性系統健康趨勢觀察等功能。如下圖10為本彈性生

產線功能，SKYMARS軟體針對控制器回饋之參數資

訊做關鍵零組件健康預診。針對回饋之重點參數作

分析，針對機台耗材零組件做預防性參考指標。

下圖11左為針對工具機系統所製作之暖機程

序，透過該程序執行後擷取重要參數做紀錄分析，

每次執行暖機程序後即將該次診斷資訊紀錄成圖表

如下圖右，根據長期性觀察圖表即可診斷各關鍵零

組件之健康狀態等實質上之系統輔助。

圖7 派工系統SKYMARS實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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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機器人健康狀態預測

圖10 SKYMARS機器人健康狀態預診功能

三、混線生產管理:

混線生產管理系統主要針對少量多樣化生產需

求所設計，配合工單可運用於大量生產時使用，亦

可多工單小批量產線投入製造之任務管理系統。由

於模具業生產模式並非同批大量製造，每張工單視

圖11 SKYMARS暖機程序系統健康觀察功能

圖12 彈性混線生產管理架構

實際狀況皆有微調的改進設計的需求。下圖12為目

前高彈性混線生產管理之架構，圖中有上下兩灰色

塊分別代表階段性自動化功能模組。

上方灰色塊為廠商開發之CAD自動轉CAM軟體

模組功能，自動產出目標工件加工程序後，搭配加

工程序版次管理再丟給下方灰色自動派工系統模組

做自動化系統控制。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所製作

之上位派工系統透過混線生產管理分配不同版次之

加工程序給各目標工作機做任務分配，搭配快速托

盤模組，結合工具機量測功能進行高彈性生產及驗

收。下圖13為用於本次高彈性混線生產系統之人機

派工介面。及下圖14用於派工系統工單管理之資料

庫介面，將搭配自動CAD/CAM與版次管理做介面顯

示與自動化系統使用。

透過本次高彈性混線生產管理之設計改革傳統

生產模式，由單人操作少量工具機的生產模式升級

成單人管理工具機群的多樣混線生產能力。其中依

料件及備刀管理作兩點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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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彈性混線生產HMI

圖14 加工程序資料庫管理

1.料件管理:

金屬料件待加工品透過人工鎖固於治具模組，

搭配快速治具功能讓手臂快速且精準固定於加工機

工作平台上。治具模組具備有識別特徵供上位系統

辨識模組，上位系統將根據現場人員設定治具模組

所搭載的金屬胚料作任務分配。上位系統分配任務

後待加工品置入閒置工具機內加工時，利用快速治

具作初步平台定位，加工程序啟動後將搭配量測功

能作初步尺寸大小檢測以防人為疏失，之後搭配作

座標系補償作加工機系統內部軟體補正。加工完成

後系統將啟動品檢功能，於指定特徵點作檢查及記

錄。加工完成後再由上位系統呼叫機械手臂前往卸

料至輸送帶供料系統如下圖15所示。

 下圖16為料件管理現廠系統實際使用照片與說

明，下左圖為搭配快速治具之模組化平台藉由手臂

實現無人化搬運，下右圖為搬運模組搬運之現場截

圖。

2.刀具管理:

針對少量多混線生產需求，刀具及刀庫管理是

需要被考量的，一般工具機的刀庫存量無法滿足所

有模具生產所需的刀具數量需求。若要滿足混線生

產需求，在生產不同批量產品時需要有智能化的管

理系統，一併將工具機刀庫所有刀具進行確認及更

換。本生產線的刀倉管理系統設計特點為: 

a.統一管理刀具與備刀工作，工作人員再依據工

單資訊進行預先備刀任務。

b.備刀部分使用特製刀具托盤模組，每個刀具

托盤亦具識別功能，以供人員作系統設定。

c.設定完成後搭配系統任務分配刀具將與配對之

待加工件一併送入閒置之工具機。

 

 

 

 
圖15 料件管理系統圖



66 67

 

   

 

   

圖16 系統實際應用圖

d.藉由機械手臂進行刀具自動化上下刀庫之工

作，且於加工程序開始前執行刀具檢測及刀長補正

等任務。

e.加工過程中異常時將統一由手臂單元全盤撤下

並予以紀錄。

上圖17 為現場刀具管理之應用，藉由刀倉管理

系統自動化上刀至工具機群 如下圖左，加工程序開

始前進行刀長量測補正刀長等軟體補償資訊。刀長

量測認證不合格即全盤卸載如下圖右。

結論:

透過上述三點技術含量應用(平台聯網技術、巨

量資料庫、技術與混線生產)為本次精密機械研究發

展中心為高彈性生產線設計的主軸元素，綜合各技

術創造彈性製造系統差異化優勢，以物聯網的架構

進行任務分配整合建構彈性生產管理系統。亦藉由

工具機導入智慧機械工作群的概念擴散至更多製造

業廠商，進而使製造業者提高生產力優勢穩固競爭

力基礎，具體實現智慧機械新價值。

圖17 刀具管理應用圖

聯絡資訊

精機中心 機器人智動化發展處 

機器人控制部 陳哲堅 經理

Mail : e9811@mail.pmc.org.tw
Tel : 04-23595968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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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以其鮮豔色澤，甜美風味和豐富營養而深

受大眾喜愛，所以被譽為果中之王。唐朝詩人杜牧

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膾炙人

口詩句廣為流傳，使荔枝家喻戶曉。此話說明荔枝

果實品質劣變得迅速，以及採收後保鮮的困難與重

要性。荔枝果實採收後果皮容易快速褐化，導致果

實失去商品價值，一直是採收後處理的重要問題，

也是荔枝產業發展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台中荔枝加值保鮮關鍵技術與國際認證簽約

儀式，於2017年1月11日假上銀科技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由上銀科技 卓永財董事長、中興大學 薛富盛校

長、台中市太平區農會 余文欽總幹事進行簽署，並

邀請台中市政府 林佳龍市長、台中市政府農業局 王

俊雄局長、台中市政府經發局 呂曜志局長擔任見證

嘉賓。

(左起) 王俊雄局長、林慧玲教授、薛富盛校長、卓永財董事長、余文欽總幹事、林佳龍市長、呂曜志局長

上銀簽署大台中荔枝加值保鮮關鍵技術

與國際認證

色迎春、      態誘人荔 枝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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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表示，因當兵時在竹子

坑與車籠埔，假日常和同袍到頭汴坑郊遊，那裏遍

布荔枝農園，印象深刻。鑒於日本五星級飯店自助

餐廳所供應之台灣冷凍荔枝，受限於保存技術導致

果皮呈黑褐色且果肉有脫水的現象，不但賣相不

佳，口感差，失去了荔枝應有的美味。幾年前卓董

事長擔任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審議委員，訪視中興

大學，該校以農業領域著名，建議若能利用其擁有

的農業科技協助台中農業發展，當更能發揮大學的

價值，可惜，頂大計畫已近結束，這個建議也沒有

人去關心。因此，思考由上銀出面推動，結合中興

大學、臺中市政府及太平農會，並情商台灣區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阮昌茂資深副祕書長，負

責此項專案的推動執行，今天終於正式邁開成功的

第一步。

荔枝採收後，果皮的迅速褐變是造成儲藏與櫥

架壽命短的主要原因，荔枝儲運保鮮過程中，有三

個關鍵問題；(一)防止果皮褐變、(二)控制果實腐

敗、(三)維持果實風味。造成果皮迅速褐變的原因，

包括失水、酶促褐變、花青素降解、乙烯、病原菌

感染、寒害、老化和機械性傷害等。中興大學園藝

系教授林慧玲表示，以日本來說，日本要求荔枝需

先在46.5度C環境下蒸過20分鐘，確保沒病蟲害才可

進口。為提升其品質，因而產生引進加值保鮮關鍵

技術之構想；經中興大學以保鮮關鍵技術技轉後，

荔枝可在蒸過後還維持水分並保持顏色，目前已有

具體成效，不但果皮呈鮮紅色，且果肉厚實鮮甜多

汁，相信「有朝一日在日本吃早餐時，餐桌上有台

灣鮮紅荔枝。」的夢想很快就能實現。

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出資310萬元，以實際行動

實現企業社會責任與社區關懷，不但關心工廠所在

地大台中地區的發展也支持農民技術升級，也請中

興大學由黃振文副校長、農資學院陳樹群院長、園

藝系主任林慧玲教授、謝慶昌教授等團隊所開發出

來之保色防失水技術移轉給太平區農會，同時資助

太平區農會進行國際認證及優良農業規範(GLOBAL 

GAP) 驗證並辦理荔枝貨櫃啟運典禮宣傳活動。

目前全臺荔枝年產約93,000噸，臺中市荔枝種植

面積1,910公頃，年產量約16,700公噸，佔比18%，主

要產地集中太平、霧峰、大里、神岡、北屯、沙鹿

等地，目前石岡區農會扮演貿易商的角色。光太平

區、霧峰區就佔有1,200公頃。

然荔枝由屏東往北採收，採收期輪至台中時正

值盛產期，穀賤傷農，消費市場售價約5斤100元或7

斤100元，荔農的收入有限；技轉成功後預計可以提

高售價每公斤3-5元。過去臺中荔枝產量是全台外銷

量的10倍多，臺中市長林佳龍表示，若外銷打開，

臺中的量不但可足夠供應，也有利於其他臺中頂尖

農產品經台中空海雙港外銷，就算僅有荔枝外銷，

也勢必可提升過去1200噸的出口量。不但可提升農

民所得，也可達到紓減盛產期銷售的壓力。目前，

石岡區農會扮演貿易商之角色，而太平區農會扮演

集貨供應商之角色。

在臺中市林佳龍市長領導下，積極推動台中市

合併後的發展，此為產、官、學聚合努力推動精緻

農業之具體例證，對提升荔農收益，深信會有很大

之成功契機。今舉辦簽約儀式，是企業投入社會的

典範，也期藉此機會有拋磚引玉之連鎖效應，讓更

多之工業界經營者主動協助農業轉型升級，民胞物

與，共興共榮，造福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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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年新春過後，海基會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就是台商春節聯

誼活動，本會應海基會邀請，由健椿工業葉董事長、陳文貞秘書長代表，於

2017年2月5日出席在台北萬豪酒店舉辦之「2017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本

次活動由海基會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與中華

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聯合主辦，主題訂為「創新轉型 開創新局 互利合作 兩岸繁

榮」，過去受邀單位多為大陸各地台商協會現任、卸任會長及主要幹部、台

商財經法律顧問、政府相關部會首長、國內工商團體(包括駐大陸辦事處首席

代表)及民間團體等。本次則有蔡英文總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小

月、經濟部長李世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田弘茂、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鎰及眾多台商代表

近523人出席。

海基會田弘茂董事長致詞表示，新政府上台以來，推動許多新政策時面

臨多項挑戰，需要傾聽民意，也要與外界多加溝通，期能有效地解決問

題。過去這一年，國際情勢產生重大變化，全球經濟成長則有復甦

的跡象，臺灣經濟也穩健地復甦，期待出口隨國際景氣好轉而回

升，加上政府正積極加速推動結構轉型，以及全面擴大基礎建

設投資，皆有助於創造新的經濟成長動能。田董事長同時也

提到，蔡總統在2016年年終記者會表示，新政府執政的節奏

很清楚，正在為台灣未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其提

出，2016年的工作是打樁，2017年，就是積極建設。新政府

的施政，首要工作就是「全力提振台灣的經濟」，這是2017年

海基會「2017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
資料彙整：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圖片來源：總統府官網

智動協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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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海基會

最重要的任務。

新政府的三大目標「創新、就業及分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創新」。把

創新做好，才能帶來優質的就業機會，也才能進而改善分配。一方面「加速推動

結構轉型」，驅動台灣下一世代產業成長動能，促進台灣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

面「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結合民間力量，全力投資台灣，聚焦於優化投資

環境、激發民間投資意願、加強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投資、強化數位創新等四面

向，期能發揮短期提振景氣，中長期打造下一世代產業，厚植整體成長潛能的效

益。

這些政策可以協助台商在台投資發展，作為立足亞洲、跨足國際的力基，近

年台商投資需求逐漸從過去的土地問題、勞力問題，轉變為投資機會、轉型升

級、租稅、融資等問題，故配合政府推動創新產業，更有助於整合產業資源，並

加大力度開創國際市場。

今年初海基會針對全球反避稅、大陸關聯企業移轉訂價查核、清查非居民金

融帳戶等議題，已編印一本實用的手冊「兩岸稅制變革趨勢—台商對反避稅制度

的認識與因應」，將可提供給有需求的台商參考，同時並陸續舉辦講座，提供台

商投資觀念，確保台商投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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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張小月主任委員表示，從新政府上任以來，兩岸關係面

對許多挑戰。面對中國大陸，政府會努力維持兩岸既有機制運作，尤其是針對

緊急事項都即時與對岸保持聯繫，管控及降低可能風險。此外，陸委員會也會

持續向中國大陸表達善意，包括：基於人道與人權考量，政府推動健保法修正

案，讓在臺灣讀書的大陸學生能比照外籍生及僑生納入健保體系，也加強關懷

中國大陸配偶在臺灣生活方面的需求，放寬陸配在臺灣工作方面的限制，保障

他們的權益。對於兩岸已簽署生效的協議，將持續檢視協議執行情形，努力維

持協議能正常聯繫互動。此外，陸委會也將積極配合立法院推動「兩岸協議監

督條例」早日完成立法，待監督條例立法完成後，依相關規定來推動兩岸已簽

署協議的生效，以及後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協商。 

繼2016年的端午、中秋節之後，蔡總統也出席本次的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

動，連續三度與台商博感情。蔡總統在致詞時提到，政府在經濟面「5+2」產

業創新計畫已經陸續開始啟動，同時完成電業法的修法，為綠能產業發展建構

了健全的市場環境。

為支持產業創新，政府將持續檢討改進法規的不足之處，其中科技基本法

等法律的修正案，在國會已經進入審議的階段。同時，在法規和國際接軌之

後，也將能夠吸引更多新的投資、新的人才，為台灣產業的轉型升級，注入新

的活水。

在各項改革的工作裡，包括提升外籍移工的勞動權益，提高基本工資，落

實勞工週休二日，同時，也積極地推動年金制度的改革，希望在近期，能將相

關法案送交國會審議。蔡總統也特別強調，推動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經濟

的永續發展，奠定良好的環境，也是打造國家長期競爭力的必要手段。

臺灣總體經濟雖然逐漸回溫，但力道仍有一些不足，因此，2017年政府已

把提振臺灣經濟列為最重要的任務。未來，也將全面地提昇執行力，加速推動

經濟結構轉型。同時，政府也會採取積極性財政政策，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

資，包括地方建設，以及下一個世代所需要的基礎建設。

今年3月，行政院將提出涵蓋綠能建設、水環境建設、數位建設和軌道建

設等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希望能夠從短期措施和中長期結構性改革，多管齊

下，將台灣經濟帶上穩健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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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經濟形勢部分，面對各種不確定因素，臺灣更需要強化應變

能力，拓展多元的對外經貿關係。亞洲各國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未

來二十年，亞洲也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市場，因此臺灣在亞洲必須扮演

建設性角色，對此政府會積極地推動新南向政策，強化與東協、南亞和

紐澳等國家的合作，展現更靈活、多元的對外貿易政策，持續跟主要貿

易國家和區域，包括美國、日本和歐盟加強雙邊對話跟協商，深化互利

共贏的經濟合作關係，促進台灣經濟及產業連結全球市場，確保總體的

利益。

大陸台商是臺灣經濟實力向大陸延伸、開枝散葉的先鋒將領，協助

台商在大陸的經營發展，與台灣經濟發展係互利互惠，也一直是協會服

務產業的基礎項目，特別是協會近年致力推動兩岸共通標準，辦理兩岸

相關座談會，適時提供產業會員給予協助，未來協會也將持續配合政府

政策，更積極參與兩岸事務並提供智動化領域台商最大支持。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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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策略

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均積極尋求產業升級轉型以因應產業環境的變化。除最受矚

目的德國工業4.0相關產業政策推動，尚包含美國的「推動先進製造合作夥伴(AMP)計

畫」，韓國「製造業創新3.0策略」及中國大陸「中國製造2025」規劃等，均積極強

化其機械產業之基礎，進而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2016年蔡總統亦提出以五大產業創

新研發為核心的產業政策，其中即包含了智慧機械產業。主要目的是將臺灣從精密機

械升級為智慧機械，以創造就業並擴大整廠整線輸出，且帶動中臺灣成為智慧機械之

都。因此，經濟部規劃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並於行政院105年7月21日召開

之第3507次院會獲得通過。本方案將整合我國豐沛的新創能量，建立符合市場需求之

技術應用與服務能量，以創造我國機械產業下一波成長新動能。

面對德、日等技術領先者與中國大陸、韓國等技術追隨者的競合態勢，我國機械

產業應朝向高效率、高精度、高客製化、智慧化及整廠整線應用邁進，擺脫過去以泛

用型單機為主力產品，及因未能即時掌握終端使用者需求而使產品容易流於價格競爭

之情況。所以，「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除了發展關鍵技術與產品外，亦將以物聯

網、智慧型機器人、大數據分析等智慧技術，同時強化國產控制器應用，且結合航

太、半導體、機械設備、金屬運具、電子資訊、能源、3C、食品及紡織等產業應用需

產業推動與願景
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林嵩荃、蔡筠琪智

慧
機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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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推動智慧機械、智慧製造系統、整廠整線應用及智慧工廠等智慧機械設備與

智慧製造應用解決方案，建立符合終端產業需求的技術應用服務能量，進而使我

國機械產業能以少量多樣、彈性製造、大量客製化生產搶占市場，強化產業競爭

力。

所謂智慧機械，就是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使其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

償、自動參數設定與自動排程等智慧化功能，其範疇包含設備整機、零組件、機

器人、物聯網、大數據、CPS、感測器等產業。而「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之

內涵，在於建構智慧機械產業新生態體系，使我國成為全球智慧機械研發製造基

地，及終端應用領域整體解決方案之提供者。所謂智慧機械產業之生態體系（如

圖1所示）就是以精密機械產業為基礎，結合資通訊技術及智慧技術等，使精密機

械提升成為智慧機械，並建置Domain Know-How應用，以提供Total Solution並建立

我國產業競爭優勢。同時，以航太及半導體產業為優先練兵場域，建置整廠整線

輸出國外之研發能量，並將消費者需求與應用產業快速連結，提供創新、品牌、

客製化、智慧化之產品或服務。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包含智慧機械產業化及產業智慧機械化，在智慧

機械產業化部分，將深化智慧機械自主技術的中長期布局與產品創新，並發展以

圖1、建構智慧機械產業生態體系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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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為基礎之智機產品，以建立我國智慧機械產業生態體系為目標。在產業智慧機

械化部分，則以推動產業導入智慧機械為目標，善用我國電資與通訊產業優勢，加速產

業供應鏈智能化與合理化，以減緩勞動人口結構變動壓力，加速人力資本累積，同時創

新產業生產流程以大幅提高生產力。經濟部將以過去精密機械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

技能量為基礎，導入相關智慧技術，並以「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

3大推動策略（如圖2所示），建構臺灣智慧機械產業新生態體系。

二、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成立

因此經濟部與臺中市政府攜手於106年2月7日舉辦「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啟動儀

式」，蔡總統、經濟部部長李世光、政務次長沈榮津與臺中市長林佳龍皆親自參加儀式

開幕致詞。總統致詞時期許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完成三大任務，首先就現有產學合作之

基礎，建構更全面之機械人才養成學習網絡。除使學生及早熟悉數位化和智慧化的產

業技術和市場趨勢外，另也可協助企業建立在地人才庫，並讓資深員工有回校充電之機

會。第二，透過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整合政府、研究機構和法人資源，加速台灣機械

產業研發創新，並於高階零組件及整機市場，逐漸實現進口替代之目標。最後是希望透

過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協助業者擴充展示及銷售管道。中部地

區為我國重要之精密機械產業聚落，不論是智慧機械、工具機、航太及機械零組件等產

業均具備雄厚之發展基礎與潛力，相信以中臺灣為核心，透過產、官、學、研各界資源

圖2、智慧機械產業推動作法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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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啟動儀式

整合，將使中部地區成為我國推動智慧機械產業發展的典範城市。

藉由本次「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啟動儀式」開啟總統所提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之智慧機械產業發展，未來將整合我國豐沛的新創能量，建立符合市場需求之技術

應用與服務能量，以創造我國機械產業下一波成長新動能。同時藉由中部地區的智

慧機械相關產業聚落，串聯臺中、彰化、雲林、嘉義等地區，透過整合中央與地方

資源，建構智慧機械產業平台，打造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三、結語

智慧機械產業是臺灣邁向智慧製造的根本，亦是未來實現智慧製造的重要支

柱，配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資源的整合、研發法人的投入，均可作為國內精密機械產

業的堅強後盾。

展望今後，臺灣的升級轉型與經濟動能，必須藉由智慧製造、物聯網、大數據

等跨領域的系統整合，輔以中央、地方、公協會、產、學、研的投入與連結，共組

精銳團隊，方能將智慧機械推向全球化，如同蔡總統所說的「堆柴理論」：把柴火

堆好，火一點，就是一把熊熊烈火。讓我國從現有堅實的精密機械基礎出發，全力

邁向智慧機械之路，攜手打造全球智慧機械之都，創造臺灣新的競爭優勢與經濟新

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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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協會加入新北智慧城市產業聯盟 

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新商機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本會自創建以來即以推動跨域交流、跨資源整

合為目標，積極推動各產業交流與合作。2月20日

受合作夥伴新北市電腦公會邀請，由陳文貞秘書長

代表協會出席「新北市智慧城市產業聯盟」成立活

動，新北市朱立倫市長也親臨現場主持。

「新北市智慧城市產業聯盟」共有13國外賓及

17個公協會與會，透過聯盟成立，將連結市境內相

關產業(如交通、醫療等)及製造實力，完善智慧城

市產業鏈外，更可打破以往廠商單打獨鬥的方式，

與國際進行媒合對接，展現市府發展智慧城市的決

心。

資料參考：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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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智慧城市產業聯

盟」的成立，除了能有效串聯境內智慧產業及工業

資源、激發產業間相互交流共同研發的商業模式

外，亦能創造讓企業發揮的實驗場域，藉以鼓勵產

業轉型；未來新北市將可透過智慧科技帶給市民更

便利的生活，解決城市難題 (如老齡照護、監視系統

等)，同時更能有效開發國際市場。

大會現場展出新北智慧產業階段性的成果，例

如與衛生局合作推出的健康照護機，能檢測心跳、

血壓血糖等功能，並能將相關數據傳送至雲端儲存

與延伸分析與應用，有效結合新北市動健康的政

策，讓長輩不需舟車勞頓也能讓遠方的醫療人員做

出精準的治療。同時還有結合第三方支付與雲端平

台的功能的物聯販售機，民眾不必攜帶現金、也不

需辛苦蒐集紅利點數，只要利用手機進行認證，就

能立即支付並累積虛擬點數與優惠券，為商品行銷

推廣連結智慧化的應用。

新北市經發局表示，「新北市智慧城市產業聯

盟」目前已吸引60家廠商加入，未來將朝第三方法

人化的組織發展，引入產業豐沛的力量以永續經

營。為拓展國際商機，本次大會也邀請來自全球10

個國家、30位國際買主前來新北，與60家產業聯盟

廠商成員一對一洽談媒合，預計將辦理150場以上的

商洽會。另外，也特別安排14個局處與聯盟成員對

談，透過產官雙方交流來共同研究、解決城市所面

臨的各項公共議題，亦能為企業帶來潛在商機，爭

取產品曝光度。

新北市多次獲得全球智慧城市ICF競賽Top 7的

榮耀，在智慧城市發展上擁有豐富經驗，挾境內25

萬家企業及2萬餘家的工廠，各級產業完備的優勢，

使新北市成為智慧城市產業鏈最重要的發展場域。

「新北智慧城市產業聯盟」的成立只是一個開端，

未來歡迎更多想要發展智慧城市的產業及廠商加入

共同發展，市府也將提供更多的輔導資源，如透過

地方型SBIR計畫4,000萬元的補助計畫將智慧城市相

關的創新與技術升級列入優先補助對象，一起為打

造新北智慧城市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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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快速模具技術 突破與應用成果

前言

快速模具技術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因為快速模具(Rapid Tooling, RT)

技術具備時效性與製作成本兩項魅力。快速模具技術可以區分為直接造模法與間接

造模法，快速模具技術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應用價值。於快速模具技術中，金屬

樹脂(Aluminum-filled epoxy resins)模具(mold or die)、矽膠(silicone rubber 

)模具已經廣泛的被應用於新產品之研發，主要的原因為金屬樹脂具備優良機械性

質、微米等級尺寸精度以及奈米等級表面粗糙度，因此可以勝任低壓射蠟成型、塑

膠射出成型以及熱壓印成型，並進行小批量試產，矽膠具備良好的柔性與彈性，因

此可以勝任微奈米結構、結構複雜、花紋精細、無拔模斜度、具有倒拔模斜度以及

具有深凹槽類零件小批量試產。因此，本文針對最新快速模具技術突破與應用成

果，進行深入潛出介紹。

1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2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士班研究生

郭啟全1、陳威樺2、徐瑋聰2、

陳炳誠2、王盈傑2、莊伯超2、

吳敏詳2、呂欣芸2



80 81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7/03月號

Technology Research&Insight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圖1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異形冷卻水路之汽車模型外殼

金屬樹脂模具實體圖

圖2汽車模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剖面圖(a)公模仁與(b)母

模仁

最新快速模具技術突破與應用成果

■具有幾何形狀複雜異形冷卻水路快速模

具技術開發

分秒必爭的時代，提升產能效率已經成為業界

最重視的目標之一，於塑膠射出成型實務上，成型

週期以冷卻階段所花費的時間最冗長，此一現象在

較大的塑膠射出成型件更加顯著，因此於講求高產

能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更需要有別於傳統塑膠射

出成型模具之直進直出冷卻水路。為了提高生產效

率，塑膠射出成型之冷卻時間必須減少，傳統水路

減少塑膠射出成型之冷卻時間有限，因此，發展出

順形冷卻水路(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1]，此種水

路係以貼近產品之輪廓來配置，可以均勻且有效率

的將模具熱量帶走，以提高塑膠射出成型件之生產

效率。圖1為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異形冷卻水路之

汽車模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實體圖。圖2為汽車模

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公母模仁剖面圖。結果明顯說

明，金屬樹脂模具內部之冷卻水路可以精確製作。

冷卻系統不僅單純帶走塑件的熱量，更重要的

是能提供一個穩定的製程環境，讓塑件在成型過

程中達到穩定與迅速的目的。於目前工業界，均

使用直進直出之冷卻水路，但是此種冷卻水路之

冷卻效率並非最佳。研發單位使用結合雷射燒結

方式(sintering) [2,3]與高速銑床加工兩種製造之混合

式金屬3D列印技術以及擴散焊接(diffusion bonding 

technology) [4]等技術，來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

模具，上述方法缺點涵蓋：僅能製作具有2.5維順

形冷卻水路之模具、雷射機台或擴散爐售價非常昂

貴、模具尺寸受到工作平台尺寸限制、模具製作速

度很慢以及模具製作成本昂貴。本研究所研製具有

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造成本明顯低於

運用選擇性雷射熔融、選擇性雷射燒結或擴散銲接

技術等方法。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

用價值，因為運用本研究所研製具有冷卻水路之低

壓射蠟快速模具，可以快速進行蠟型(wax pattern)製

作，並運用於客制化金屬零件之生產[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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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

研製與應用

圖3為無冷卻水路、傳統冷卻水路以及具順型冷

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與斷面圖。為了降

低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之製作成本，本研究使用雙種

材料來製作低壓射蠟快速模具，模具表面係使用全

新金屬樹脂來製作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來製作，模具

之背襯材料係使用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混

合物來製作，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重量混

合比例為2:1，本研究所研製之具順行冷卻水路之低

壓射蠟快速模具，上模具與下模具之長、寬、高設

計尺寸分別為13 mm、13 mm以及4 mm，整副模具實

體體積為1352 cm3，由於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內部冷

卻水路體積41.02 cm3為中空，因此製作低壓射蠟快

速模具所需模具材料之體積為1310 cm3，全新金屬

樹脂價格為3元/cm3，假若整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以

全新金屬樹脂來製作，製作成本為3930元。為了節

省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之製作成本，本研究運用再生

金屬樹脂粉末與環氧樹脂，以2：1重量比來調配製

作綠色低壓射蠟快速模具所需的材料，環氧樹脂價

格為0.75元/g，製作整副綠色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使用

了873克環氧樹脂花以及437克再生金屬樹脂粉末，

再生金屬樹脂粉末加工費用800元，整副綠色低壓射

蠟快速模具製作成本僅需1455元，如與傳統方法比

較，節省快速模具製作成本可達63%。此結果明顯

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綠色快速模具製造技術具備經

濟效益，當低壓射蠟快速模具的體積越大，越彰顯

其經濟效益。圖4為低壓射蠟快速模具所製作之成品

實體圖。由於蠟型之冷卻時間與蠟型之成型週期息

息相關，因此蠟型之冷卻時間越少越好，三副低壓

射蠟模具之蠟型冷卻時間分別為30.5分鐘、8.5分鐘

與4分鐘。此結果表示，當低壓射蠟模具具有傳統冷

卻水路，蠟型冷卻時間可以縮短約72%，當低壓射

蠟模具具有順形冷卻水路，蠟型之冷卻時間可以縮

短約87%。結果明顯說明，當低壓射蠟模具具有順

形冷卻水路比低壓射蠟模具具有傳統冷卻水路，蠟

型之冷卻時間更可以提升15%。

圖3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與斷面圖(c)無冷卻水

路，(b)傳統冷卻水路與(c)具順型冷卻水路

圖4低壓射蠟快速模具所製作之成品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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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未去除內部異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圖

■可以製作不同截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

研製與應用

傳統模具的冷卻系統使用之冷卻水路管徑為6-14 

mm，異形冷卻水路管徑為4-12 mm，因此，本研究

設計公模仁異形冷卻之管徑為10 mm，母模仁異形

冷卻之長度8 mm與寬度 6mm。圖5為未去除內部異

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圖。常見冷卻水路之截

面為圓形斷面，主要的原因為傳統冷卻水路是以鑚

孔方式來加工[7]，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技術、選擇

性雷射熔融技術以及擴散焊接技術，所製作冷卻水

路之截面大部分也均為圓形斷面，圖6為去除內部異

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圖，結果明顯說明運用

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可以於快速模具內部製作斷

面為半圓形與長方形之異形冷卻水路。此外，異形

冷卻水路之壁厚為1 mm，去除異形冷卻水路之時間

約為30 分鐘，因此異形冷卻水路之移除率約為0.03 

mm/min。

運用此技術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如果與選擇性

雷射燒結、選擇性雷射熔化以及擴散焊接技術比

較，在模具尺寸、冷卻水路管璧品質、製作成本與

後處理作業具備優勢。本研究所提出技術特色涵

蓋：(a)模具尺寸：可以製作模具的尺寸，比選擇性

雷射燒結技術與選擇性雷射熔化技術較大；(b)冷

卻水路管璧品質：可以製作比擴散焊接技術、選擇

性雷射燒結技術或選擇性雷射熔化技術，冷卻水路

管壁較光滑之模具；(c)製作成本：內部具有異形冷

卻水路之模具製作成本，比擴散焊接技術、選擇性

雷射燒結技術或選擇性雷射熔化技術便宜以及(d)

後處理作業：模具製作完成後之後處理作業，比擴

散焊接技術、選擇性雷射燒結技術或選擇性雷射熔

化技術簡單。綜觀上述說明，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

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因為運用本研究所研製具

有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可以快速進行蠟

型(wax pattern)製作，並運用於客制化金屬零件之生

產。

圖6 去除內部異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圖

■高冷卻效率之熱壓印快速模具研製與應

用

於熱壓印過製中，熱壓印模具之冷卻時間占了

成型週期相當大之比例，為了縮短產品之成型週

期，於模具中增加冷卻水路[8]，搭配冷卻水循環

系統，利用冷卻水在高溫模具內部流動產生之熱對

流，將模具熱量帶走，達到縮短產品之成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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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為具順形冷卻水路、傳統冷卻水

路與無冷卻水路之熱壓印快速模具之

寫真圖、剖視圖以及微結構特寫圖。

為了使曲面熱壓快速模具製程符合綠

色製造技術，本研究結合雙種材料方

式來製作熱壓印快速模具，模面係使

用全新金屬樹脂來製作，背襯材料係

使用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來

製作，減少全新金屬樹脂的使用量，

圖8為具經濟效益之菲涅爾曲面透鏡

熱壓印快速模具實體圖與斷面圖，上

模與下模之模面厚度為0.3 cm，長度

與寬度為7.7 cm，製作模面所需全新

金屬樹脂體積為35.57 cm3，全新金屬

樹脂價格為5.85元/cm3，上模與下模

之背襯厚度均為2.1 cm，長度與寬度

為7.7 cm，製作背襯材料所需金屬樹

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體積為249.02 

cm3，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

體積價格為1.07元/cm3，因此運用綠

色製造技術，製作整副熱壓印快速模

具價格為475元，假若整副熱壓印快

速模具體積284.59 cm3均以全新金屬

樹脂來製作價格為1665元，節省快速

模具製作費用約為71%，此結果明顯

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綠色快速模具製造

技術具備經濟效益，當曲面熱壓印快

速模具之尺寸越大，越彰顯其經濟效

益。

圖7熱壓印快速模具(a)無冷卻水路，(b)具傳統冷卻水路與(c)具順形冷卻水

路之寫真圖、剖視圖以及微結構特寫圖

圖8 具經濟效益之菲涅爾曲面透鏡熱壓印快速模具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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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為運用曲面熱壓印成型與塑膠射出成型所製

作菲涅爾曲面透鏡之殘留應力分佈情形，條紋密度

越高的地方，即代表成品殘留應力較高之區域。本

研究所研製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曲面熱壓印快速模

具於熱壓印成型之冷卻過程中，菲涅爾曲面透鏡之

冷卻均勻，因此可以降低菲涅爾曲面透鏡之變形、

收縮以及翹曲。一般而言，殘留應力通常於塑膠成

型之固化過程中產生[9]，由於殘留應力會造成光學

特性改變，影響光學元件之折射性質[10]、尺寸精

度[11]、光學特性[12]與產品壽命[12]，因此本研究

運用應力偏光儀來觀察曲面熱壓印成型品之殘留應

力。結果明顯說明，運用曲面熱壓印成型所製作菲

涅爾透鏡之殘留應力，明顯少於運用塑膠射出成型

所製作菲涅爾曲面透鏡，主要的原因為熱壓印材料

於熱壓印過程中之流動距離比塑膠射出成型之流動

距離短[12]，而塑膠射出成型之光學元件具有高殘留

應力，主要的原因涵蓋射出成型壓力太高[15]或射出

速度太高[16,17]，因此可以藉由調整射出壓力與射

出速度來降低塑膠射出成型之殘留應力。此外，也

可以運用射出壓縮成型(injection-compression molding) 

[18]來改善光學元件之殘留應力。

■高深寬比微結構元件之精密金屬樹脂模

具研製與應用

圖10為深寬比約20之金屬樹脂模具。深寬比約

20之微結構寬度與深度設計尺寸分別為150 µm與3000 

µm，深寬比約20原型件之微結構寬度與深度尺寸分

別為155 µm與2964 µm，第一次橡膠模具之微結構寬

度與深度尺寸分別為153 µm與2960 µm，第二次橡膠

模具之微結構寬度與深度尺寸分別為152 µm與2945 

µm，金屬樹脂模具之微結構寬度與深度尺寸分別為

150 µm與2924 µm。因此，高深寬比金屬樹脂模具微

結構寬度與深度之翻製率分別為97%與98%。製作

深寬比約20之金屬樹脂模具時間約為三天，整體時

間包含前置作業時間、實際製作時間以及快速模具

固化時間，其中實際製作時間，例如：砂輪切割時

間、製作第一次橡膠模具時間、第一次橡膠模具表

面改質時間、製作第二次橡膠模具時間與製金屬樹

脂模具時間分別為30 分鐘、180 分鐘、8 分鐘、180 

分鐘與360 分鐘。為了評估深寬比約20之金屬樹脂

模具效益，本研究提出一個製作高深寬比SU-8元件

成本來進行比較。本研究結合精密砂輪切割技術與

快速模具技術，以具經濟效益方式製作高深寬比金

屬樹脂模具，總製作成本約為609元，其中壓克力材

料費、砂輪切割費用、模框材料費、橡膠材料費、

表面改質費用與金屬樹脂材料費以及SU-8光阻費用

分別為52元、300元、61元、14 元、100元、32元與

50元。如運用半導體製程製作高深寬比金屬樹脂模

具，總製作成本約為2,125元，其中光罩製作費、Cr

圖9運用(a)射出成型或熱壓印快速模具(b)無冷卻水路，

(c)傳統冷卻水路與(d)具順形冷卻水路所製作菲涅爾

曲面透鏡之殘留應力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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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鍍費、AZ光阻費用、AZ顯影液費用、蝕刻液費

用、SU-8光阻費用與SU-8顯影液費用分別為525元、

150元、100元、100元、250元、400元與600元。以上

結果表示，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製作一個高

深寬比SU-8元件，節省總製作約為1,516元，節省總

製作成本約為71 %。此外，本研究所研製之高深寬

比金屬樹脂模具屬於硬模，可以進行批量試產，因

此本研究所提出製作高深寬比元件方法更具備工業

實用價值。批量生產深寬比約20之SU-8元件，如圖

11所示。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價值，因為高深

寬快速模具製作成本與高深寬比元件批量生產成本

具備經濟效益。此技術未來將能帶動國內精微高深

寬模具產業的發展，可滿足國內模具業對精微製造

技術升級與諮詢之需求，並提昇國內高深寬比金屬

樹脂模具自製率。

■兼具優良機械性質與低成本之快速模具

研製與應用

研究發現，使用174 AB型號環氧樹脂、再生金

屬樹脂粉末粒徑0.02 mm、再生金屬樹脂粉末與環氧

樹脂以1:0.5重量混合比例以及硬化條件為45 ℃，所

製作之金屬樹脂模具具有優良機械性質。為了評估

其優點在工程應用之效益，本研究製作2副熱壓印快

速模具，一副金屬樹脂模具係運用全新金屬樹脂來

製作，另一副金屬樹脂模具係運用本研究之成果來

製作，圖12為運用再生金屬樹脂與全新金屬樹脂製

作之熱壓印快速模具。兩副模具之外型尺寸一樣，

長、寬、高分別為70 mm、70 mm及15 mm。本研究

使用背襯模板之鋁塊1公斤售價為140元、矽膠1公斤

售價為735元、製作模框之壓克力板1公斤售價為225

元、金屬樹脂1公斤售價為3150元、環氧樹脂1公斤

售價為750元。兩副快速模具均使用317克之鋁塊來

製作背襯模板，60克之矽膠來製作中介模具，以及

使用475克之壓克力板來製作模框。傳統方法使用75

克之金屬樹脂，總製作成本約為447元，本研究使用

50克之環氧樹脂以及25克之再生金屬樹脂粉末，總

製作成本約為328元，節省熱壓印快速模具總製作成

本約為26.6%。其中，運用傳統方法製作熱壓印快速

模具，最後一道熱壓印模具表面製作成本為236 元，

而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最後一道熱壓印模具

圖11 批量生產深寬比約20之SU-8元件

圖10 深寬比約20之金屬樹脂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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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製作成本僅為117 元，節省最後一道製作成本約

為50.4%。以上結果明顯說明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

具備經濟效益，當熱壓印快速模具的外型尺寸越

大，越彰顯其經濟效益。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

價值，因為本研究成果可應用於新產品研發所需之

快速模具製程上，符合『綠色模具』製造方法。

■兼具低成本、長壽命與環保之精微熱壓

印快速模具研製與應用

圖13為複合材料快速模具實體圖。為了評估複

合材料快速模具之使用壽命，本研究以熱壓印溫度

170 ℃、熱壓印壓力1500 N以及熱壓印時間五分鐘，

進行熱壓印。圖14(a)為無倒圓角之複合材料快速模

具，熱壓印1次後快速模具斷裂結果，此結果表示，

複合材料快速模具之斷裂位置與運用ANSYS軟體分

析最大應力之位置一致，均發生於位置0處。圖14(b)

為倒圓角1 mm之複合材料快速模具，熱壓印1次後快

速模具斷裂結果，此結果表示，複合材料快速模具

之斷裂位置與運用ANSYS軟體分析最大應力之位置

一致，均發生於位置0處，即斷裂位置為倒圓角之最

頂端。圖15為熱壓印成品圖，結果明顯說明，微特

徵結構均可以很完整的轉寫出。本研究回收金屬樹

脂並製作粉末，以此粉末混合全新環氧樹脂，降低

快速模具之製作成本，並於背襯板凹槽與澆道交接

圖12運用(a)再生金屬樹脂與(b)全新金屬樹脂製作

之熱壓印快速模具

處進行倒圓角與倒斜角以提升熱壓印快速模具使用

壽命，因此本研究所研製之精密熱壓印模具兼具低

成本、長壽命與環保[19]。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

價值，因為，此精密熱壓印快速模具可運用於研發

中之光學元件進行試產與評估，如評估許可，即可

運用這一些技術資料，立即開發大量生產所需之精

密光學模具。

圖13 複合材料快速模具實體圖

圖14複合材料快速模具熱壓印1次後模具斷裂之結

果(a)R=0 mm與(b) R=1 mm

圖15 熱壓印成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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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快速模具研製與應用

圖16為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製程結果。單元模

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分別為850 µm與101 µm；單

元矽膠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分別為849 µm與100 

µm；大面積矽膠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分別為849 

µm與100 µm；大面積反型矽膠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

深度分別為853 µm與102 µm；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

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分別為851 µm與100 µm；大面

積金屬樹脂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翻製率均約為

99.9 %。此外，大面積矽膠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

度、大面積反型矽膠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以及

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均大於單

元模具之微特徵寬度與深度主要的原因為離型劑厚

度。

本研究模框使用之壓克力材料一公斤售價為225

元，矽膠一公斤售價為735元，金屬樹脂一公斤售價

為3,150元，環氧樹脂一公斤售價為750元，鋁塊材一

公斤售價為140元。製作模框1使用882克鋁塊材與41

克壓克力材料，製作矽膠模具1使用500克矽膠，製

作模框2使用2053 克壓克力材料，製作矽膠模具2使

用600克矽膠。運用傳統方法製作大面積金屬樹脂模

具，總製作成本需要12,099元，然而運用本研究所

提出之方法，總模具製作成本僅需要4,686元，節省

模具總製作經費為7,413元，節省模具總製作成本約

為61.3%。當大面積反型矽膠模具製作完成後，即可

運用大面積反型矽膠模具來翻製大面積金屬樹脂模

具，為了比較運用傳統方法與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

在製作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成本之差異性，運用傳

統方法製作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最後一道次之製

作成本需要10,695元，然而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

法，模具製作成本僅需要3,282元，節省模具製作經

費為7,413元，可以節省最後一道模具製作成本約為

69.3%。因為傳統方法使用3,395克新的金屬樹脂來製

作快速模具，然而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僅需

使用850克新的金屬樹脂、805克環氧樹脂以及廢棄

金屬樹脂粉末，圖17為運用綠色製造技術所製作之

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以上結果明顯說明本研究所

提出之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製程，具備經濟效益，

當金屬樹脂模具的外型尺寸越大，運用本研究所提

出之製程，越彰顯其經濟效益。

本研究所提出之製作大面積微特徵結構金屬樹

脂模具方法具經濟效益，而且當金屬樹脂模具的尺

寸越大，節省模具製作成本將更加顯著，因為傳統

方法係全部以金屬樹脂來製作大面積微特徵結構金

屬樹脂模具。此外，本研究所提出之製作大面積微

圖16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製程結果，(a)單元模具，(b)單

元矽膠模具，(c)大面積矽膠模具，(d)大面積反型矽

膠模具，(e)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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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結構金屬樹脂模具製程簡便，不需使用昂貴設

備，例如雷射[20]、五軸CNC工具機、微影[21]與電

鑄[22]技術，即可製作大面積微特徵結構金屬樹脂模

具。因此，本研究成果具備工業實用價值，因為此

技術易達到快速試產與降低快速模具製作成本之要

求。此技術非常適合應用於精密機械或光電產業所

需新型精密機械或光學元件之研發製程上，因為將

設計出的元件資料，藉由超精密加工製作原型件，

再結合本製程，即可於短時間內開發出一套精密大

面積金屬樹脂模具，並應用於微射出成型或微熱壓

印進行試產與評估，如評估許可，即可運用這一些

技術資料，立即開發大量生產所需之金屬模具。

圖17運用綠色製造技術所製作之大面積金屬樹脂模具

■運用快速模具技術進行微奈米結構製作

   Liu與Li兩人[23]運用快速模具技術進行微奈

米結構(micro/nano-structure)製作，圖18 運用鯊魚皮

(shark skin)為原型件製作微奈米結構之流程示意圖，

進行微複製(microreplication)所使用之快速模具材料

為聚二甲基矽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主

要的原因為聚二甲基矽氧烷之微奈米結構之複製率

非常優良，此種材料通常被稱為有機矽，聚二甲基

矽氧烷經常被運用於、隱形眼鏡、潤滑劑、填縫劑

以及生物微機電中的微流道系統(micro channels)。圖

19為真正鯊魚皮表面、聚二甲基矽氧烷翻製件與鯊

魚皮翻製件之電子顯微鏡照片，結果明顯說明，鯊

魚皮表面之微奈米結構可以完整被複製出，此結果

表示運用快速模具技術可以製作具有蓮花效應(lotus 

effect)之元件。圖20為聚二甲基矽氧烷產生交聯反應

機制(crosslinking mechanism)。

圖19電子顯微鏡照片(a)真正鯊魚皮表面，(b)聚二甲基矽

氧烷翻製件與(c)鯊魚皮翻製件[23]

圖18運用鯊魚皮為原型件製作微奈米結構之流程示意圖[23]

圖20 聚二甲基矽氧烷產生交聯反應機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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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為經過火焰處理(flame-treated)後之鯊魚皮

翻製件之電子顯微鏡照片以及水滴於火焰處理後鯊

魚皮翻製件表面結果，結果明顯說明，經過火焰

處理後之鯊魚皮翻製件表面具有超超疏水性(super 

hydrophobicity)。圖22為運用火焰處理0秒、10秒、

20秒以及30秒之鯊魚皮翻製件表面結果之電子顯微

鏡照片，結果明顯說明，火焰處理時間(duration of 

flame treatment time)為影響鯊魚皮翻製件表面結果之

重要因子(important factor)。圖23為水滴與平滑表面聚

二甲基矽氧烷、鯊魚皮翻製件表面、平滑表面聚二

甲基矽氧烷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以及鯊魚皮翻製件

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之接觸角示意圖，接觸角分別

為103°、120°、153°以及160°，結果明顯說明，鯊魚皮

翻製件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具有最大之接觸角。圖

24為水滴在不同衝擊速度(impact velocity)下與平滑表

面聚二甲基矽氧烷、鯊魚皮翻製件表面、平滑表面

聚二甲基矽氧烷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以及鯊魚皮翻

製件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之結果，結果明顯說明，

即使水滴在衝擊速度1.5 m/s與鯊魚皮翻製件經過火

圖21電子顯微鏡照片(a)經過火焰處理後之鯊魚皮翻製件

與(b)水滴於火焰處理後之鯊魚皮翻製件表面結果[23]

焰處理後表面產生反應，鯊魚皮翻製件經過火焰處

理後表面仍具有超疏水性。

結論

根據台灣模具公會資料，台灣模具業產值多

年來一直徘徊在台幣 550 億上下，年成長率大約

圖22電子顯微鏡照片，運用火焰處理不同時間(a)與(b)0

秒、(c)與(d)10秒、(e)與(f)20秒以及(g)與(h)30秒

之鯊魚皮翻製件表面結果[23]

圖23水滴與(a)平滑表面聚二甲基矽氧烷，(b) 鯊魚皮翻

製件表面，(c)平滑表面聚二甲基矽氧烷經過火焰處

理後表面，(d)鯊魚皮翻製件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之

接觸角示意圖。接觸角分別為103°、120°、153°以及

1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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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水滴在不同衝擊速度下與平滑表面聚二甲基矽氧烷、鯊魚皮翻製件表面、平滑表面聚二甲

基矽氧烷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以及鯊魚皮翻製件經過火焰處理後表面之結果[23]

4-5%，台灣模具產業除了面對先進國家如日、德等

及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等之競爭

外，更承受義大利或韓國等實力相當國家之推擠，

因此台灣在模具產業上應該更積極投入。工業先進

大國德國非常重視快速模具，主要的原因為德國人

不會隨便開發量產型模具，務實的德國人於新產品

研發階段大多採取試作工法，因此次世代快速模具

技術是台灣模具業未來發展趨勢之ㄧ，唯有提升自

主研發能力，才能提昇台灣與世界先進國家在模具

技術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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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動力運作連動

摘要

本研究以無動力運作連動機械反作用力，操作，包括發生動力部分和作工部

分，兩者共同存在。因此，在操作過程中，必然有『動與力』之施授現象。

本個案研究乃運用反作用力，完全不需運用電力及電能設備,即能作工運輸,

產生輸送之效果。因無動力裝置,即可執行機械正常作業時產生之作工,並由

實證的過程,可提供自動化科技創新之依據故具有節能省時之效果。

之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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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手作業 自動 步行

11

取 C GUN 2

SPOT 作業(22 點) 66

取 X GUN 2

SPOT 作業(18 點) 51

按 P.B 第三動 UN CLAMP 2

取 X GUN SPOT 作業(2 點) 8
2

12

S/A 放置台車 6

按開關台車自動搬送 0
2

小計 137 4
合計 141

 

階段 傳統理論 修正理論 新進理論 

學派 傳承管理 
行為學派 
科學管理 

系統學派 
權變學派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十八 ~十九 世紀初工業革命,造就機器生產的模

式，隨著器械的使用，生產線方得以形成,更加擴充

生產力，並以更快速、更精確的方式,製造生產。至

20世紀初，此種生產方式來滿足市場大量的需求，

以美國為主的工業國家逐漸形成「大量生產」系

統。 

環視世界工業的生產方式發展歷程，可分為

『傳統理論時期』之手工生產、『修正理論』之少

種大量生產與『新進理論』之多種少量生產等三個

階段如表1所示。

表 1 生產方式發展歷程. 

 手工作業、老師傅時代，因個人手藝不同所造

就品質不均及不穩定，但可立即取貨及交期迅速。

產業革命後，依據泰勒發明的科學管理法則，

為了改變工人工作效率，泰勒仔細研究工人的每一

個動作，並設計最佳工作，使工作效率達到最大效

益。

亨利福特在 1913 年開始使用運輸帶 ( Line ) 生

產線、大量生產 T 型車，改變了汽車工業生產的模

式，促成了大量生產方式的思維，深植在世界上所

有的企業經營哲學。

其後，通用的史隆更將福特的單種大量生產，

發揚成為單種類的大量生產模式，更造就美國成為

全世界的最大汽車市場，成就了通用與福特兩家汽

車公司，使美國於1960年即成為世界汽車的王國。

二、文獻探討

(1) 台灣沒有任何原油礦產資源，完全由各種

行業的製造為國家主要經濟命脈，可以說臺灣大中

小企業締造出臺灣奇蹟，奠定亞洲四小龍之列，近

年來大量產業外移，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的工

廠.加上勞工意識高漲，環保嚴格要求，全球性劇烈

競爭，各種重大變遷因素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挑戰，

唯有推動上下游供應鏈垂直整合、改善不良製程、

積極要求品質控管以提升品質，來追求較高的利潤

以及成本的控制，迎面各種變化挑戰，不斷精進，

使企業更具有競爭優勢。本文以使用物流模擬軟

體flexsim來模擬研究解答在自動化的製造工廠因建

廠或擴建工程中如:1:使用單向或者雙向的輸送帶設

備來搬運.2:封閉路線的軌道車需要多少搬運車輛達

到最大的搬運量.3:自動倉儲系統中使用雙支起重機

(dual crane)搬運量比單支起重機(single crane)搬運量好

多少，藉以尋求較佳的解決方案。使用模擬軟體之

優勢在於先不花費昂貴的硬體設備之前，預測成本

最低的解決方案及未來生產作業模式，對企業來說

達到無形的降低成本!

(2) 半導體是台灣兩兆雙星的重要產業之一，

隨著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已進入12吋晶圓世代和

奈米技術，資本支出動輒數十億美元，機台投資

日益昂貴，生產力提昇愈趨重要。進入12吋晶圓廠

世代，工廠自動化程度已進入到無人化境界，機

台操作由人工改成全自動化，晶圓搬運也因為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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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良率(Yield rate)提昇及勞工職業傷害的考慮由人工搬運進步到由自動搬

運系統(AMHS)取代，自動搬運系統傳送效率會直接影響機台產出，本篇論

文藉由機台傳送模式(Pattern)及搬運量計算找出AMHS傳送瓶頸在晶圓倉儲

(Stocker)，運用軌道緩衝區(OHB,over-head buffer)設計，改變機台傳送模式，

減少晶圓倉儲負荷，並使用等候理論(Queuing theory)分析改善成果，進而達

到提高機台生產力之目的。

(3) 多樣少量的生產型態乃是傳統式工廠於１９８０年代所面臨的最大

衝擊之一，而彈性製造系統則是傳統式工廠舒解其困境並獲致競爭優勢之最

佳武器，一般而言，彈性製造系統包括綜合加工中心、物料搬運系統及電腦

控制三大子系統，而根據統計顯示工件實際在機器上加工作業之時間僅佔其

在系統中總時間之３５％左右，其耗費在等待、搬運及儲存之時間卻高達６

５％，故物料搬運系統影響系統作業績效之巨，由此可見一斑，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即針對以無人搬運車構成彈性製造系統之自動搬運系統時，探討搬運

系統之設計與控制原則，藉此使廠商能有較進一步的認識，並可作為日後規

劃與設計之依據。許多文獻報告都採用等候理論、數學規劃等技術來進行這

方面之研究，雖然其優點在於簡單、迅速可求得最佳研究，但卻無法反應系

統的真車狀況，故本研究方法仍使用非連續－事件（Discrete-Event）模擬技

術模擬自動搬運系統，來評估系統各種設計與控制方案之作業績效，以推導

出一般之原則，雖然模擬較為複雜及耗時，不過其較能符合實際之要求。本

研究首先依據已知之機器佈置、機器數目、工件的加工條件與加工時間以及

工件之到達率等條件，找出無人搬運車之最適搬運路徑（Routes），然後決

定搬運車應有之數目與速度，以及無人搬運車所配備充電電池之最低容量

（Capacity）需求，最後並透過模據評估無人搬運車各項派車方式對系統績

效之影響。本研究發現第一、無人搬運車之路徑選擇影響系統之作業績效甚

巨，而其路徑之決定原則不只在使搬運車承載工件之搬運總長度最小，尚要

考慮搬運車空車行走之總長度，第二、搬運車之數目與速度對系統之產出有

顯著之影響，第三、無人搬運車之最低電池容量可由模擬中搬運車每次生，

產週期之平均利用率推算出，如此可避免電池容量超出所需之成本增加，同

時也能防止搬運車於生產過程中耗盡電池，而需更換電池或充電之時間浪

費，第四、搬運車之派工方式對系統績效有顯著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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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自動化物流管理系統上，雖然系統可根據預設的參數設定來規劃

出一條預定傳送路徑，但廠內在有多筆傳送命令的情況下、加上廠內設備機

台的不定時當機，會造成系統上在傳送分配上會有集中於某些特定傳送設備

的情形，而產生物流傳送上的塞車現象，導致製程機台等待時間拉長、降低

工廠的產能。本論文研究在於自動化物流傳送預警系統的建立，利用資料庫

記錄廠內傳送命令的狀態，再建構出一套即時的廠內傳送模型圖，此系統可

監控目前廠內所有傳送設備的預約命令數，透過長時間紀錄預約命令數與物

流傳送時間的相對關係，可設置一傳送命令預約數量的警戒值，在系統監控

到廠內設備傳送命令預約達警戒值時，系統便會發出警戒，通知系統管理員

對廠內傳送命令做預先的處置，以達傳送預警的功能。

(5) 經濟部工業局統計智慧自動化整體產值於2014年突破1兆元。智慧

自動化技術將被廣泛的應用於製造或生活之中。德國在2011年制定的《工

業4.0》計畫，又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利用各種感測器與控制系統，使得

製造的方式將更為靈活彈性。應用雲端運算、資通訊科技、巨量資料與分

析系統來達到迅速調整與擬定策略目標。本研究應用流程分析和統計製程

管制的工具及方法，改善自動化物料搬運系統（Automated Material Handling 

System）中，瓶頸設備面板包裝機搬運指令延遲的問題。首先蒐集物料控制

系統中自動倉儲系統(Stocker)與各設備間的搬運指令紀錄，研究目標以縮短

搬運指令總搬運時間(Lead Time)為核心，經由分析結果得到搬運指令延遲真

因為自動倉儲棚滿率大於80%、自動倉儲內空載具不足等問題所導致。實施

跨部門的系統建置與驗證改善棚滿率低於80%以內與達成縮短20%總搬運時

間，提升自動化物料搬運系統效能。

三、精典大量生產策略模式

大量生產之主要原理與思維是利用機器來取代人工生產，使生產成本得

以大輻降低。亨利‧福特所創的福特汽車公司，体現了精典的大量生產系

統。

大量生產可適用於各種規模大小不同的企業內，而成為生產策略中的典

範，至今有許多製造業與服務業仍以大量生產方式為主要的生產模式。大量

生產的要件為藉組裝線 ( Line ) 的設置，將工件快速移動到作業人員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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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及同質性的生產輸送帶方式(  Line  )生產。

降低成本與低價產品，使一般大眾有能力負擔及購買該產品。

以更龐大組織及大生產的方式，達成降低成本的『經濟規模』效益。 

以大量生產為目標的生產模式，迫使產品開發、銷售、配送、及服務的成

本得以降低，生產產品的時間縮短，售價降低，使得大多數消費者有能力購

買，規模經濟及市場得以擴大，進而創造及強化製造商與顧客間的產品認知

感。 

由於現今經濟和社會的變遷，以及消費者對產品及服務要求的遽升，大量

生產的方式逐漸式微。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生產的基本條件，環境不復存在，

這包括人工、成本均無法持續下降，以及消費者需求的高變異性，造成同質性

的市場遽變為異質。 

市場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需求的穩定性逐漸消失。消費者

不再只是從企業提供的少許選擇性商品中選購，他們甚至要求商品必須客製

化，以符合個人功能性需求的規格。個別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因而變為不穩

定，「單一而大量」的產品需求，漸漸轉變成「多種而少量」的產品需求。 

這些需求現象在許多產業及市場都已出現。在汽車業，是多種外型及功能

配件的選擇，其中以 Yaris 富多樣與客製化外殼最為年輕人喜愛。再ICT通訊

產業，i Phone 4s i Phone 5 與I pad等之圖形化、快速瀏覽與觸控式面板等提供多

樣式服務。

在物料業，口味變化多樣化，例如 : 低糖、低脂、無咖啡因等，與健康、

有機相關的差異化商品。

在金融保險業，則針對不同特性客戶群設計及提供多類之金融性商品。 

更多元化的消費方式，迫使一致化的商品觀念發生改變，產品生命周期更

加縮短，原同質化產品變成異質化、市場產品更豐富多元化，新興的創新模

式、客製化、多樣化、逐漸取代大量製造、標準規格化的產品。 

四、工業革命釀成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

工業發展成機械化大量製造，雖滿足社會大眾，使產品得以降低成本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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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物空手歩
行

中物雙
手

低價格，使大眾都有能力負擔及購買該產品。產生了以龐大組織及大量生產

的方式，來滿足市場需求量，符合成本效益之『規模經濟』。惟進入二十一

世紀以後，全球皆陷入環境惡化與不景氣的困境當中，隨著地球氣候變遷的

改變，全球暖化導致冰原冰川逐漸溶化消失，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北半球

覆雪與冰層減少；北極圈溫升嚴重，為全球平均的2倍，氣候變遷導致兩極化

的氣候型態，水災與旱災狀況惡化、颱風颶風強度增加、海水酸化等。

五、研究目的

觀上述之工業發展背景，本研究無電力輸送運搬系統之科技創新。此研

究可為企業經營降低運作成本，可協助科技產品生產之節能減碳的效果。

本研究目的有三:

1.工業生產製造之設備如何減少使用電力？

2.搬送重物及大物運搬輸送方式，如何減少使用電力？

3.設計能獨立做工的總合性無動力機械連動之科技創新。

六、研究方法

在國內有關簡易自動化及無動力設備相關研究及論文、本研究以國瑞汽

車個案研，建構無動力設備實際運用於生產中之實證經驗。

六、結果與討論:

CAMRY ROCKER如圖1所示S/A搬送工程作業流程如下:

圖1.S/A搬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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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A 

 

UFB 

投入側 取出側 

 

AGV 台車自動走動線 

CAMRY ROCKER S/A完成後，運用無人運搬車Auto Guide Vehicle 簡稱 ( 

AGV )所示 供給至次一工程如上圖2所示 而表2係標準作業工程所須花費秒

數統計表

圖2.AGV自動運搬車

表2.標準作業工程所須花費秒數統計表

註:Toyota Motor Corporationru簡稱(TMC) Auto Guide Vehicle 簡稱 ( AGV )

第7項部品取出，中物雙手作業AGV運搬部品每台花費9秒，且需使用

無人運搬車AGV造成設備投資高、設備故障率高與AGV台車對撞部品損壞

等現象。

改善想法設計如下:

圖3.無電力自動運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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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道次 作業內容
時間

手作業 自動 步行

11

取 C GUN 2

SPOT 作業(22 點) 66

取 X GUN 2

SPOT 作業(18 點) 51

按 P.B 第三動 UN CLAMP 2

取 X GUN SPOT 作業(2 點) 8
2

12

S/A 放置台車 6

按開關台車自動搬送 0
2

小計 137 4
合計 141

 

階段 傳統理論 修正理論 新進理論 

學派 傳承管理 
行為學派 
科學管理 

系統學派 
權變學派 

  

如圖3所示，製作滑動架:活動機構使其能來回運

作；運用法碼配重機構，往輕之方向，運用滑輪機

構，可將部品掛上，達成無動力裝置，且完全不需

電力及動力裝置如表3所示，達成節能減碳之降低成

本目地。 

七、結論

本論文以國瑞汽車為個案分析，抽取無動力設

備實際花費秒數資料，得到節電省時之效。據此建

議如下:

1.企業為加強本身的競爭力，不能只限於改善原

有的作業程序方法，必須以更快速度開發新產品與

採取新的經營模式。

2.主動研提設計改善方策，以提昇整體的運搬作

表3.經改善後無動力裝置作業所需時間列表

業品質。

3.仔細觀察，核對作業，找出可修

正改善之設計。

4.距離長之輸送,可採多點吊掛,或採

雙滑輪機構，作業持續順暢節電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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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與會貴賓報到

14:00-14:10 引言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文貞秘書長

14:10-15:00

 3 月 28 日(二) 機器人智機化發展與應用

-Yaskawa 先進技術分享(台中)(額滿)
Yaskawa機器人技術部 中原義光副理(口譯:黃
啟昌協理)

 4 月 19 日(三) 機器人智機化發展與應用

-ABB 先進技術分享(高雄)
ABB 工業機器人部 羅萬丞 業務經理

 5 月 10 日(三) 機器人智機化發展與應用

-Epson 先進技術分享(台北)
Epson 產業自動化行銷技術組 陳建仲 行銷技

術副理

 6 月 07 日(三) 智慧機器人標準、檢測技術

概況與發展(台中)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機械安全部 李益昇經

理

 6月21日(三) 智慧感測與辨識技術發展及

應用(高雄)
邀請中

 7月26日(三)機器人加人工智慧 開創產業

新利基(台中)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吳毅成教授

 9 月 8 日(五 上午)人工智慧應用於產業的

趨勢與發展 (台北)
邀請中

 9月8日(五 下午) 智慧感測與辨識技術發

展及應用 (台北)
邀請中

 10 月 18 日(三) 規劃中 (台北) 邀請中

15:00-15:20 茶點聯誼

15:20-16:20 交流與討論

共同主持人：

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蕭仁忠 處長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陳文貞 秘書長        
16:20-16:30 總結

為協助提升我國機器人和智慧自動化產業服務能量，本會將於北中南分區舉辦9場系列產業交流活

動，期與機器人、機械設備與系統整合業者針對機器人智機化技術、市場、標準驗證等議題進行交流與

討論，以深入瞭解產業在智慧機械現況、缺口或需求，並協助產業即時掌握機器人智機化最新發展趨

勢，進而帶動研發與全球同步，歡迎產業界代表踴躍報名參加。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執行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活動報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朱小姐 04-2358-1866#17，sandy@tairoa.org.tw

【活動議程】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活動時間、地點或議程之權利

活動詳情請參閱：www.tairoa.org.tw/活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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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台灣機器人與
智慧自動化展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9/6  ~9/9三 六

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 1F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n Chao International Co., Ltd.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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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擁有龐大消費市場，因而吸引來自全球各地許多

IT供應商紛紛設立營運總部、產銷中心等相關據點，而歐

盟更是針對新創技術，每年皆提供相當大的支持。特別是

自2013年德國提出工業4.0的口號後，其對於從傳統工廠轉

型慧智能工廠的相關技術與應用就更被為關注。

為能協助產業拓展國際市場與提升研發創新技術，台

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特別與德國漢諾威工業展及

荷蘭辦事處的創新科技處合作將於2017年4月19(三)至28日

(五)共10天8夜舉辦荷蘭國際機器人週與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歐洲國際機器人週
&德國工業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盛大招募中!!
行程時間：2017年4月19日(三) 至4月28日(五)，共10天，8夜。

行經城市：包含荷蘭海牙、阿姆斯特丹、德國漢諾威、法蘭克福等。

團    費：

人數達16人：本會會員NT$130,000;非會員NT$135,000。(二人一室報價，刷卡無手續費)

人數達25人：本會會員NT$112,000;非會員NT$117,000。(二人一室報價，刷卡無手續費)

學習創新、突破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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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交流參訪團，行程內容並針對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協作機器人(Cobot)、人工智慧(AI)、智慧物

流與智慧農業等技術與應用層面，讓團員更快掌握

虛實整合的技術與商機。

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

會，展出內容包含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

術到協作型機器人，產品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

對端資料連結的所有解決方案到人工智慧發展平

台，是製造業未來趨勢以及產業整合最完整的展示

地點。

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是跟著產品概念一同設

定，作為產品創建階段時期，生產、成長、發展的

虛擬樣板，並且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與實際產

品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在工業上，數位分身的

潛在利潤是非常巨大的。開發人員可透過數位分身

功能快速套用各種情境和探索以及執行改進後的方

案，如此可避免實體原型以及無止盡的重複測試開

銷。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預測(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到了2019年，全世界將有大約

140萬台新世代工業機器人在工廠服務，而漢諾威工

業展恰巧也是知名的手臂製造商發表與示範人機協

作產品的一個場域。

作為世界領先的工業技術商展，以「整合產

業，創造價值」為主題，除整合數位生產(工業4.0)

各項技術與場品外，更有能源系統(整合能源)的展

示，相信能給予有意願投入智動化領域的企業帶來

良好的經驗。

行程的另一重點，我們鎖定和歐洲國際機器人

週，整場活動整合了RoboBusiness Europe, TUS Expo 

及 ROS industrial summit的資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

人活動之一。RoboBusiness Europe 2017 是持續辦理

第五屆的歐洲機器人會議，有鑑於荷蘭高度創新的

機器技術，本屆首次移師至荷蘭海牙舉辦，以推動

機器人及物聯網產業發展為核心，整合產業領導廠

商、創新創業、研究機構及使用者，提供跨領域的

最新知識分享，建立分享創意、發明及科技突破的

場域。

2017年荷蘭與台灣在科技研發合作的重點項目

也是以機器人為主軸，因此在本次的參訪主題中，

我們特別智能移動、智慧檢測(含無人機開發應用)、

智慧維護、智慧醫療等主題，預計拜訪相關智動

化、機器人設備製造商與應用公司、研究單位，包

含TESLA工廠、Maasvlakte Oil Terminal(世界最大的

石油碼頭之一)、Falcker(無人機開發與應用)、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手術機器人應用)等，，來協助業者

掌握荷蘭對於高端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研究及應用

經驗。

荷蘭擁有全歐極佳的運籌物流位置，智慧物流

發展成熟，運籌物流績效指標高居全球前幾大，像

是亞馬遜為了提高倉儲管理效率，舉辦第二屆機器

人貨品分揀競賽，也是由荷蘭團隊獲勝；此外在花

卉、農產上，對於採用數位化、虛擬化、網路化，

以智慧溫室搭配物聯網技術，透過裝置光照、溫

度、濕度、壓力感測與視訊監控等技術更是為學習

指標。此外，其智慧醫療照護、無人車等也多次在

國際間成為話題，特別是本次荷蘭創新網絡的台灣

代表也將於活動現場提供支援，相信都能帶給團員

最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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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本行程部分還在安排中，為行程豐富與流暢，本會將保留更新與變動行程之權利，並隨時公告異動〪 
日期 時間 停留點 

4/19(三) 
Day 1 

上午 
桃園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 
敬請於 4/18(二)21:50 抵達機場華航團體櫃檯前集合 
中華航空 航班 CI073    00:05 / 07:40+1 直飛(飛行時間 13:35) 

下午 

參訪 Europoort 
Europoort 是荷蘭鹿特丹港一個毗鄰工業區的區域，位於萊茵河和默茲河口邊的南邊，由荷蘭、德國、
比利時和部分法國組成的腹地。Europoort 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繁忙與進入歐洲的主要入口，在此地
將以維護與檢查主題進行以下企業參訪。 
 Maasvlakte Oil Terminal 

Maasvlakte Oil Terminal 簡稱 MOT，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碼頭之一，在原油的儲存與轉運上有著
完備的倉儲設施和廣泛的地下管線，我們將透過專人帶領了解該企業的智慧化管理。 

 Falcker 
Falcker BV 是一家工業檢驗和諮詢公司，配合主題我們也將前往該公司總部進行拜訪，了解該公司
開發使用無人機檢查的可能性。 

 A.Hak Industrial Services (確認中) 
該公司為世界各地的石油、天然氣和石油化工行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確保客戶最大限度的工廠完
整性和持續運營，在這邊我們要去參觀該公司的坦克機器人(tank robot)，看他們是如何利用機器
人來為客戶提供服務。 

 VERTIDRIVE BV(確認中) 
該公司創立於 2008 年，是一家專門研發創新、安全設計、友善環境且具有競爭價格的機器人解決
方案公司，客戶來自各產業，其專長經驗在於有清潔與剝離功能的機器人開發。 

晚上 

晚宴(Networking Party)  
 **入場開放僅限於歐洲國際機器人週的與會代表。  
派對將在市中心代爾夫特，一個具有歷史背景獨特建築的普林森霍夫博物館內舉行。在派對開始前，
可參觀該博物館，透過博物館參觀了解代爾夫特藝術家和科學家如何用新的見解與創造力來改變荷蘭
和世界。 

4/20(四) 
Day 2 全日 

參訪恩荷芬(Eindhoven, the Brainport Region)的智能物聯移動與智動化車輛 
恩荷芬是荷蘭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歐洲領先的科技中心之一，地處西歐悠久科技中心的戰略位置，在
科技領域排名第一。大多數荷蘭汽車業，如世界領先企業的 DAF 卡車、VDL Groep、TomTom、艾
恩德霍芬大學和特斯拉的營業地點都集中在 Brainport 這裡，我們將至以下地方的參訪，來更了解荷
蘭智能運輸的先進科技。 
 TESLA 裝配廠 (Tilburg) 
這一座最新科技廠房佔地 18,900 平方公尺，具有充分的空間可容納自美國送達的全新 S 系列車
輛，因此，當新車渡海抵達歐洲之後，會先在這裡進行最終組裝，再後送至歐洲各地交車。 

 Automotive Campus in Helmond  (確認中，備用方案為訪問 Delft TU 的自主駕駛實驗室) 
Automotive Campus 是荷蘭汽車（技術）和智能移動領域的必訪地點。在這裡的多數企業都是有
潛力的的新創或中小企業，這裡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學習和工作環境，有最先進的技術（測試）
設施和靈活的住宿概念，提供工程師、供應商、科學家、測試人員和裝配工人，共同創造或作為創
新和產品開發的基地 

4/21(五) 
Day 3 

上午 

參訪 RoboBusiness 展覽或自動化農業與園藝解決方案 
 RoboBusiness 展覽約有 140 多家的企業、學術研究機構都在此展出最新的機器人研發產品與技
術，包含工業用與服務型等各式創新產品。  

 韋斯特蘭(Westland)在海牙、鹿特丹和荷蘭之間的地區，以其溫室園藝而聞名，因此被稱為霍爾
蒂谷和玻璃城。 它是世界上溫室園藝最大的連續區域，在農業、園藝機器有許多應用。 

下午 

參訪荷蘭醫療創新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與醫療機器人密切合作。醫療用機器人增加了外科醫生的精度和重
複性的穩定度。，也幫助醫院節省成本、減少浪費、改善患者護理，同時提供持續預測及追蹤。 
荷蘭的生命科學及醫療相關的網路成長迅速，無論是在連結產業、機構與政府都走在前端，透過以下
參訪，掌握荷蘭與健康醫療產業的創新突破。 
 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 (Da Vinci 手術機器人應用) 
 代爾夫特科技大學生物力學工程系(TU DelftMIST 微創和介入技術) 

TU Delft 是荷蘭規模最大的傳統研究理工大學，範圍涵蓋了 理工科學的各個領域。165 年來，台
夫特科技大學的科學家和學生 不斷致力於科技領域的最新發展。 

 拜訪代爾夫特科技大學專家(機械工程學院 生物機械工程) Heike Valery&Paul Breedveld(確認中) 
Heike Vallery 教授的研究專業是針對步態障礙患者的雙足運動和機器人輔助。例如，在美國 RERC 
MARS3 中，她和她的團隊正在探索用於平衡輔助的陀螺可穿戴致動概念。獲獎經歷包括 2014 年
euRobotics 技術轉讓獎的一等獎項“THE FLOAT”，2016 年 Vidi 獎學金荷蘭科學研究組織和
Henk-Stassen 最佳年輕研究員 BME 2017 獎。 

4/22(六) 
Day 4 全日 參訪 Demonstration Autonomous Harbor at RDM Campus Rotterdam (確認中) 

4/23(日) 
Day 5 

上午 荷蘭文化體驗 
下午 移動至德國漢諾威 

夜宿 
【夜宿】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Herminenstraße 11, 31675 巴克貝格, 德國 
http://www.ambiente-hotel.de/?lang=en 

4/24(一) 
Day 6 全日 

【展覽參觀/全日】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工業展 
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會，展出包含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術到協作型
機器人，產品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所有解決方案到人工智慧發展平台。想看製造
業未來趨勢以及產業如何彼此整合，漢諾威工業展是您不可錯過的地方， 2017 漢諾威工業展將環繞
「數位分身」、「協作機器人」，以及「人工智慧」三大主題。 

【特別規劃】schunk 專人導覽 
德國雄克 SCHUNK 是一家全球技術性公司，產品自動化機械夾爪、機器人附件、CNC 車床、綜合加
工機銑床全系列零組件是全球知名品牌。 

【特別規劃，價值 250 歐元智動化與機器人主題專門導覽/已爭取本團團員免費】 
本次導覽將安排 6 家指標性參展商，每站停留 15 分鐘，預計全場需要 2 至 2.5 小時。每一參訪點並
會有相關文宣目錄，同時有專人進行說明與針對提問進行回覆。 

夜宿 
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步行 5 分鐘可到達 Bückeburg 宮殿，距離 A2 高速公路有 10 分鐘的車程。酒店提供客房和套房，均
配有衛星電視和迷你吧，並提供一間帶吹風機的私人浴室。客人可以在酒店的桑拿浴室內放鬆。 

4/25(四) 
Day 7 

全日 
【展覽參觀/全日】Hannover Messe漢諾威工業展 
2017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7 大展項包括研發、工業自動化、數位工廠、工業零組件、能源、傳動控
制及空壓技術。 

夜宿 

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酒店還提供山地自行車出租，便於客人遊覽 Weserbergland 山丘的鄉村。從 Hotel Ambiente 酒店
步行前往參觀 Bückeburg 的景點。Bückeburg 的 S - Bahn 車站距離酒店約 15 分鐘步行路程，並提
供直達漢諾威展覽會和主要車站的服務。 該住宿也被評為巴克貝格性價比最高的下榻地!和當地其他
住宿相比，該住宿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和便利。 

4/26(五) 
Day 8 

上午 【展覽參觀/半日】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工業展 
下午 前往法蘭克福 
夜宿 夜宿當地飯店 

4/27(六) 
Day 9 

上午 法蘭克福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航班 CI062    11:20 / 06:10+1 直飛(飛行時間 12:50) 

夜宿 機上 

4/28(日) 
Day 10 上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旅程結束，帶著豐收的心，各自返家。 

日期 時間 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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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本行程部分還在安排中，為行程豐富與流暢，本會將保留更新與變動行程之權利，並隨時公告異動〪 
日期 時間 停留點 

4/19(三) 
Day 1 

上午 
桃園國際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 
敬請於 4/18(二)21:50 抵達機場華航團體櫃檯前集合 
中華航空 航班 CI073    00:05 / 07:40+1 直飛(飛行時間 13:35) 

下午 

參訪 Europoort 
Europoort 是荷蘭鹿特丹港一個毗鄰工業區的區域，位於萊茵河和默茲河口邊的南邊，由荷蘭、德國、
比利時和部分法國組成的腹地。Europoort 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繁忙與進入歐洲的主要入口，在此地
將以維護與檢查主題進行以下企業參訪。 
 Maasvlakte Oil Terminal 

Maasvlakte Oil Terminal 簡稱 MOT，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碼頭之一，在原油的儲存與轉運上有著
完備的倉儲設施和廣泛的地下管線，我們將透過專人帶領了解該企業的智慧化管理。 

 Falcker 
Falcker BV 是一家工業檢驗和諮詢公司，配合主題我們也將前往該公司總部進行拜訪，了解該公司
開發使用無人機檢查的可能性。 

 A.Hak Industrial Services (確認中) 
該公司為世界各地的石油、天然氣和石油化工行業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確保客戶最大限度的工廠完
整性和持續運營，在這邊我們要去參觀該公司的坦克機器人(tank robot)，看他們是如何利用機器
人來為客戶提供服務。 

 VERTIDRIVE BV(確認中) 
該公司創立於 2008 年，是一家專門研發創新、安全設計、友善環境且具有競爭價格的機器人解決
方案公司，客戶來自各產業，其專長經驗在於有清潔與剝離功能的機器人開發。 

晚上 

晚宴(Networking Party)  
 **入場開放僅限於歐洲國際機器人週的與會代表。  
派對將在市中心代爾夫特，一個具有歷史背景獨特建築的普林森霍夫博物館內舉行。在派對開始前，
可參觀該博物館，透過博物館參觀了解代爾夫特藝術家和科學家如何用新的見解與創造力來改變荷蘭
和世界。 

4/20(四) 
Day 2 全日 

參訪恩荷芬(Eindhoven, the Brainport Region)的智能物聯移動與智動化車輛 
恩荷芬是荷蘭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歐洲領先的科技中心之一，地處西歐悠久科技中心的戰略位置，在
科技領域排名第一。大多數荷蘭汽車業，如世界領先企業的 DAF 卡車、VDL Groep、TomTom、艾
恩德霍芬大學和特斯拉的營業地點都集中在 Brainport 這裡，我們將至以下地方的參訪，來更了解荷
蘭智能運輸的先進科技。 
 TESLA 裝配廠 (Tilburg) 
這一座最新科技廠房佔地 18,900 平方公尺，具有充分的空間可容納自美國送達的全新 S 系列車
輛，因此，當新車渡海抵達歐洲之後，會先在這裡進行最終組裝，再後送至歐洲各地交車。 

 Automotive Campus in Helmond  (確認中，備用方案為訪問 Delft TU 的自主駕駛實驗室) 
Automotive Campus 是荷蘭汽車（技術）和智能移動領域的必訪地點。在這裡的多數企業都是有
潛力的的新創或中小企業，這裡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學習和工作環境，有最先進的技術（測試）
設施和靈活的住宿概念，提供工程師、供應商、科學家、測試人員和裝配工人，共同創造或作為創
新和產品開發的基地 

4/21(五) 
Day 3 

上午 

參訪 RoboBusiness 展覽或自動化農業與園藝解決方案 
 RoboBusiness 展覽約有 140 多家的企業、學術研究機構都在此展出最新的機器人研發產品與技
術，包含工業用與服務型等各式創新產品。  

 韋斯特蘭(Westland)在海牙、鹿特丹和荷蘭之間的地區，以其溫室園藝而聞名，因此被稱為霍爾
蒂谷和玻璃城。 它是世界上溫室園藝最大的連續區域，在農業、園藝機器有許多應用。 

下午 

參訪荷蘭醫療創新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與醫療機器人密切合作。醫療用機器人增加了外科醫生的精度和重
複性的穩定度。，也幫助醫院節省成本、減少浪費、改善患者護理，同時提供持續預測及追蹤。 
荷蘭的生命科學及醫療相關的網路成長迅速，無論是在連結產業、機構與政府都走在前端，透過以下
參訪，掌握荷蘭與健康醫療產業的創新突破。 
 Reinier de Graaf Hospital (Da Vinci 手術機器人應用) 
 代爾夫特科技大學生物力學工程系(TU DelftMIST 微創和介入技術) 

TU Delft 是荷蘭規模最大的傳統研究理工大學，範圍涵蓋了 理工科學的各個領域。165 年來，台
夫特科技大學的科學家和學生 不斷致力於科技領域的最新發展。 

 拜訪代爾夫特科技大學專家(機械工程學院 生物機械工程) Heike Valery&Paul Breedveld(確認中) 
Heike Vallery 教授的研究專業是針對步態障礙患者的雙足運動和機器人輔助。例如，在美國 RERC 
MARS3 中，她和她的團隊正在探索用於平衡輔助的陀螺可穿戴致動概念。獲獎經歷包括 2014 年
euRobotics 技術轉讓獎的一等獎項“THE FLOAT”，2016 年 Vidi 獎學金荷蘭科學研究組織和
Henk-Stassen 最佳年輕研究員 BME 2017 獎。 

4/22(六) 
Day 4 全日 參訪 Demonstration Autonomous Harbor at RDM Campus Rotterdam (確認中) 

4/23(日) 
Day 5 

上午 荷蘭文化體驗 
下午 移動至德國漢諾威 

夜宿 
【夜宿】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Herminenstraße 11, 31675 巴克貝格, 德國 
http://www.ambiente-hotel.de/?lang=en 

4/24(一) 
Day 6 全日 

【展覽參觀/全日】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工業展 
漢諾威工業展是世界上整合產業的領導展覽會，展出包含自動化技術所有面向，從感測技術到協作型
機器人，產品製造軟體到工廠控制、端對端資料連結的所有解決方案到人工智慧發展平台。想看製造
業未來趨勢以及產業如何彼此整合，漢諾威工業展是您不可錯過的地方， 2017 漢諾威工業展將環繞
「數位分身」、「協作機器人」，以及「人工智慧」三大主題。 

【特別規劃】schunk 專人導覽 
德國雄克 SCHUNK 是一家全球技術性公司，產品自動化機械夾爪、機器人附件、CNC 車床、綜合加
工機銑床全系列零組件是全球知名品牌。 

【特別規劃，價值 250 歐元智動化與機器人主題專門導覽/已爭取本團團員免費】 
本次導覽將安排 6 家指標性參展商，每站停留 15 分鐘，預計全場需要 2 至 2.5 小時。每一參訪點並
會有相關文宣目錄，同時有專人進行說明與針對提問進行回覆。 

夜宿 
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步行 5 分鐘可到達 Bückeburg 宮殿，距離 A2 高速公路有 10 分鐘的車程。酒店提供客房和套房，均
配有衛星電視和迷你吧，並提供一間帶吹風機的私人浴室。客人可以在酒店的桑拿浴室內放鬆。 

4/25(四) 
Day 7 

全日 
【展覽參觀/全日】Hannover Messe漢諾威工業展 
2017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展 7 大展項包括研發、工業自動化、數位工廠、工業零組件、能源、傳動控
制及空壓技術。 

夜宿 

Hotel Ambiente Bueckeburg(4星) 
酒店還提供山地自行車出租，便於客人遊覽 Weserbergland 山丘的鄉村。從 Hotel Ambiente 酒店
步行前往參觀 Bückeburg 的景點。Bückeburg 的 S - Bahn 車站距離酒店約 15 分鐘步行路程，並提
供直達漢諾威展覽會和主要車站的服務。 該住宿也被評為巴克貝格性價比最高的下榻地!和當地其他
住宿相比，該住宿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務和便利。 

4/26(五) 
Day 8 

上午 【展覽參觀/半日】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工業展 
下午 前往法蘭克福 
夜宿 夜宿當地飯店 

4/27(六) 
Day 9 

上午 法蘭克福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中華航空 航班 CI062    11:20 / 06:10+1 直飛(飛行時間 12:50) 

夜宿 機上 

4/28(日) 
Day 10 上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旅程結束，帶著豐收的心，各自返家。 

日期 時間 停留點 

活動聯絡：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小姐

TEL: (04)23581866 / 0915175581 ; FAX: (04)23581566 ; Email:lilian@tairoa.org.tw 

承辦旅行社聯繫：

汎歐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蔡雪英小姐 

TEL: (02)27752640#165；FAX: (02)2776-9925； Email:opal@airtrade.com.tw

地址：臺北市台北市復興北路92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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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其實是寫給大人看的！

因為故事所告訴我們的警惕與教誨，只有大人有能力真正去實踐。

正面得很勵志、殘酷得很實際。

職場裡的童話法則
35個跨越逆境的邏輯思維

「金斧頭與銀斧頭」

〈知道了之後，才會想得到〉

有一位藝術家，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夢想是知道之後才能擁有。」事實也是如

此，知識正是夢想的根源。缺乏相關知識，就有畫地自限的風險；在自己未知的領域，或許

潛藏著夢想。也許我們在某個時間點，還沒遇到自己的夢想。人們在知道可能得到某件物品

時，自然也會想獲得。

〈有時候不誠實回答，反而可以得到機會〉

現實世界裡，誠實未必會帶來好運和機會。謊言也有存在的必要。

舉例來說，當我們接受上級指示，必須完成一項超越自己能力所及的工作，雖然沒有自

信完成，但仍舊說：「我願意接受這項工作。」就能夠得到機會，或許可以透過這項工作，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這麼做的話，是不是一件不正確的事情呢？

如果誠實回答：「這件工作我做不來。」就失去了一個好機會。就像神明問我們，掉到

河裡是哪一把斧頭時，回答說是金斧頭，至少可以抓住一次機會。

但是，心術不正的謊言，絕對不能說出口。為了逃避責任或是偷懶而說謊，因為我們的

謊言而傷害他人的話，最後一定會被「神明」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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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阪徹

譯者/李建銓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01/24

〈刻意選擇別人不想要的事物〉

有一位外資企業高層人士在三十歲出頭的時候，擔任一家小型日本法人公司的社長。但是，他覺

得一直做相同的工作，自己不會成長，所以在那家公司待了約五年，就想轉換跑道。

當時，他選擇了現在自己擔任社長的公司，剛進來的時候不是管理階層，只是一般員工。其實在

離職的時候，還有其他公司對他的經驗給予高度評價，為他安排了相當高的職位。但是，他卻轉職到

只能當一般員工的公司，而且薪資條件是所有公司裡最低的一家，但他仍舊選擇進入這家公司。

這就像是明知眼前有一把金斧頭，卻仍舊選擇鐵斧頭。

誠實的樵夫最後能夠得到金斧頭，就某種意義來說，是無欲無求帶來的勝利。但是，剛才提到的

企業高層人士的情況並非如此。他知道自己可以得到金斧頭，但仍舊選擇鐵斧頭，如此一來，才能展

現出自己真正的價值。結果正如他所料，後來成為了這家公司的社長，獲得更高的報酬。

表面上看得到的利益，未必是最佳的選擇。反而是其他人不考慮的選項，最後才能帶來最大的利

益。選擇一個嚴苛的環境，才有可能透過磨練使自己成長，最後的結果，和選擇偷懶、輕鬆的生活完

全相反。或許正是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神明」都看在眼裡所致。

理想的商務人士，並不是童話裡那個誠實的人，而是明知可以得到金斧頭，卻仍然選擇鐵斧頭。

這樣的樵夫，最後才能獲得最豐厚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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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分或努力，都不是成就的唯一條件，

持久熱情X堅持毅力是人生成就更重要的致勝關鍵。

恆毅力
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只要你願意，就有機會越來越好

說話的方式是培養希望的一種方法。不過，以身作則可能更重要，我們應該以行動

證明我們真的相信人是有能力學習更好的。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教授珍妮佛．查特曼和合作研究者最近調查財星千大企業員

工的思維角度、動機和幸福感。他們發現，每家公司的內部對思維都有共識。

在固定思維的公司，員工會認同以下敘述：「說到成就，這家公司似乎認為人有一

定的天分，能改變的程度不大。」他們覺得公司只重視少數優秀員工，對其他員工的發

展不太在意。這些受訪者也坦言他們會為了升遷而隱藏祕密、投機取巧、搞小動作。相

反地，在成長思維的文化中，員工表示「同事值得信賴」的比例高了47％，認為「公司

鼓勵創新」的比例高了49％，認同「公司支持冒險」的比例高了65％。

無論多認同成長思維，你在不知不覺中還是會從固定思維出發。在評斷對方能力時

那一瞬間的懷疑，讓我們暫時忘了更重要的任務：想出下次如何做得更好。

現實情況是，多數人的內心除了有成長思維的樂觀，也有固定思維的悲觀。我們很

容易犯下只改變口頭說法，但肢體語言、臉部表情和行為都沒改變的毛病。所以我們該

怎麼做？第一步是注意自己是否言行不一。

培養恆毅力需要認清一點：人有能力變得愈來愈好，漸漸成長。就像我們想要培養

跌倒再爬起來的能力，當我們周遭的人嘗試某件事，結果卻不如人意時，我們也應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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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琪拉‧達克沃斯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6/12/01

信他們，因為永遠還有機會再嘗試一次。

80％的成就靠持續上場

「人生中80％的成功是靠『上場』（showing up）。」-伍迪．艾倫

跑步機其實是很貼切的比喻。根據估計，大約40％購買運動器材的人，使用器材的次數不如原

先預期。每次運動時，鞭策自己的程度當然很重要，但完全放棄運動，才是進步更大的阻礙。任何

教練或運動員都會說，持續的努力才是關鍵。

起跑以後，還沒有跑完就放棄的頻率有多高？現在全美各地的地下室裡，有多少塵封已久的跑

步機、健身腳踏車、舉重器材？多少孩子參與運動還不到一季就不想玩了？多少人設計居家菜園、

自製廚餘堆肥、執行節食計畫等等，也都是如此。多少人一開始興匆匆地投入，但遇到障礙或進入

高原期就完全放棄？

很多人似乎都放棄得太早、太過頻繁。比起一天之內投入多少心力，對恆毅力高的人來說，更

重要的是隔天以及後續的每一天，都準備好站上那個跑步機，繼續跑下去。

威爾．史密斯說：「天分和技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想要出類拔萃、想追求夢想、想要為世界

做出貢獻的人，對這兩者有很大的誤解。天分是與生俱來的，技能只能靠每天每天不斷地磨練。」

技能和成就也不一樣。不努力的話，天分只不過是尚未開發的潛力。經過努力，天分才會轉變

成技能，同時，持續努力也會讓技能創造出成果。







2017國際展覽行事曆
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地點 承辦人/分機

日本智慧工廠展覽Smart Factory Expo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日本機器人展RoboDEX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自動化及裝備展覽會SIAF 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美國自動展AUTOMATE
-美國芝加哥McCormick Place 黃小姐#11

中國電子信息協會-深圳國際機器人與智能系統博覽會CITE-Shenzhen(參展優惠)
International Robot & Intelligent System Expo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第21屆)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廈門工博會/台交會)
-中國廈門-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Hong Kong Electronics Fair(Spring Edition)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黃小姐#11

歐洲機器人商務展.第一屆國際機器人周ROBO Business Europe(籌組參訪團)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ek
-荷蘭海牙World Forum

林小姐#12

德國漢諾威工業展HANNOVER MESSE(籌組參訪團)
-德國漢諾威Hannover Exhibition Grounds 林小姐#12

北京國際工業智能及自動化展覽會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中國北京-北京展覽館 朱小姐#17

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工業機器人展覽會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 Robot Exhibition
-中國上海-上海光大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INNOROBO PARIS(參展優惠)
-法國巴黎Les Docks de Paris 黃小姐#11

泰國國際工業零組件展Subcon Thailand 2017
-泰國曼谷BITEC, Bangkok 林小姐#12

廣州國際智慧物流裝備展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Guangzhou)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琶洲展館

朱小姐#17

釜山國際機械展BUTECH 2017
-韓國釜山BEXCO展覽廳 林小姐#125.24    5.27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網址：www.tairoa.org.tw

1.18    1.20

1.18    1.20

3.1    3.3

4.3    4.6

4.9    4.11

4.12    4.15

4.13    4.16

4.19    4.21

4.24    4.28

5.10    5.12

5.15    5.17

5.16    5.18

5.17    5.20

5.24    5.26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地點 承辦人/分機

英國機器人周UK Robotics Week
-英國倫敦.吉爾福 黃小姐#11

華南工業自動化展INDUSTRIAL AUTOMATION SHENZHEN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朱小姐#17

6.24    6.30

9.13    9.16

6.28    6.30

7.5    7.8

9.6    9.9

9.6    9.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CIROS(參展補助)
-中國上海-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ROA主辦)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臺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

林小姐#12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ARIS)及2017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
-臺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五樓及六樓會議室

黃小姐#11

2018年(以下展會皆為雙年展)

備註：本表為預訂行程，實際執行情況與補助核定(依國貿局核定)請直接洽詢專案承辦人。

黃小姐#11

9.27    9.28 黃小姐#11

10.6    10.7

11.7    11.11

11.16    11.21

11.22    11.25

11.29    12.2 黃小姐#11

6.19    6.22 林小姐#12

9.10    9.15 黃小姐#11

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展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Messe München

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McCormick Place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Robot World(參展優惠)
-韓國首爾Kintex-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美國機器人商務展ROBO Business
-美國加州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第六屆大田研究與開發展6thO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ir
-日本大田Ota City Industrial Plaza 1F 林小姐#12

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中國上海-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朱小姐#17

朱小姐#17深圳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CHINA HI-TECH FAIR
-中國深圳-深圳會展中心

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機械展覽會METALEX
-泰國曼谷BITEC, Bangkok 林小姐#12

11.26    12.2 iREX 2017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黃小姐#11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iREX(參展補助)
-日本東京Tokyo Big Sight, East Hall

2017國際展覽行事曆
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

、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我們同時提供廣告版面給廠商，本期刊將透過電

子書、紙本印刷與協會公開性活動(媒合會、展覽等)傳遞到各領域對智動化與機器人有興趣的企業手上

，2016年10月底前訂購還享8折優惠，智動產業期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提醒：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付款方式：

1.支票訂購

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

2.匯款

  付款資訊請參考左方說明。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廣告稿提交日期

2016年12月 2016/10/30前

2017年3 月 2017/ 1/30前

2017年6 月 2017/ 4/15前

2017年9 月 2017/ 7/15前

2017年12月 2017/10/15前

備註：廣告供稿日期或因為搭配公開發送之

活動會有所調整，將另行事先通知。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住址：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7路17號3樓(環保中心後方第2棟)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電話：+886-4-2358-1866   傳真：+886-4-2358-1566   
會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3樓
聯絡人：林怡伶       
E-mail：lilian@tairoa.org.tw     網址：www.tairoa.org.tw

廣告諮詢聯繫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專輯價目表 
 

項目 期數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50,000 NT$55,000 
□二期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210x280(出血 216x286) 

□一期 NT$30,000 NT$35,000 
□二期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0x280(出血 426x286) 

□一期 NT$45,000 NT$50,000 
□二期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備註1：上述表格之刊登時程選擇，將按訂購表收件日後期數推算。 備註2：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廣告預定基本資料表(支票、電匯訂購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廣告訂購方案                             

項目 廣告期限 會員價 非會員價 

□期刊封底內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50,000 NT$5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90,000 NT$99,000 
□全年度(四期) NT$170,000 NT$198,000 
□一年半(六期) NT$249,000 NT$273,900 
□兩年(八期) NT$320,000 NT$352,000 

□期刊內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30,000 NT$35,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54,000 NT$63,000 

□全年度(四期) NT$102,000 NT$119,000 

□一年半(六期) NT$149,400 NT$174,300 

□兩年(八期) NT$192,000 NT$224,000 

□期刊內跨頁廣告 

□單期(□3 月□6月□9月□12 月) NT$45,000 NT$50,000 
□半年(二期) (□3 月□6月□9月□12月) NT$81,000 NT$90,000 
□全年度(四期) NT$144,000 NT$160,000 
□一年半(六期) NT$224,100 NT$249,000 
□兩年(八期) NT$288,000 NT$320,000 

追加優惠方案：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您希望廣告傳遞的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 慶祝期刊改版發行，凡於2016年12月31日前訂購廣告者，將可享7折優惠。

(2) 凡已訂購TAIROA官網廣告版位者，購買期刊廣告，可再享95折優惠。

(3) 本期刊將於協會官網，以電子書形式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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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全新改版囉! 

訂閱戶基本資料表(支票、電閱訂閱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 1566 或 email 至 lilian@tairoa.org.tw  

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電子期刊                            □一年價格新台幣 500 元 
收件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小姐 
收書信箱(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連絡電話(日) ： 
手機： 
傳真： 
您服務產業別是： 

□01.半導體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4.模具類 □05.工具機類 □06.自行車 
□07.食品加工 □08.五金 □09.電子產業 
□10.手工具 □11.機械加工 □12.醫療產業 
□13.運輸物流 □14.學校 □15.公協會 
□16.研發單位 □1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智慧自動化產

業期刊自105年3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發行，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

域的出版品，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

展覽推廣、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

廣…等內容。

刊    期：全年4期

發行時段：3、6、9、12月

發行區域：臺灣、大陸

印刷量：1,000-3,000(視活動與展會量而有所調整)

發行對象：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各產業機械加工

與製造業等跨產業之經營者、高階主

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報導內容：包含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訊息與技

術發展、產學合作、市場策略與應用、

焦點展會觀察與最新相關統計資料等。

訂閱聯繫：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林怡伶小姐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lilian@tairoa.org.tw

付款資訊

銀行：玉山銀行 大墩分行

帳號：0288 940 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廣告訂購提醒：期刊發行單位保有廣告刊登日期協

調與是否受理刊登購買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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