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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機械手臂與工具機整合實作培訓班 

近年全球製造業發展趨勢走向少量多樣，產業應改變只銷售單機的低利潤，從單機走向單元、系
統、到整線整廠服務。強化自主能力及跨域整合服務，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工具機目前都以單機銷售
為主，無法創造附加價值，透過加入系統整合，從單機轉為系統，甚至到整線、整廠服務，提高附加
價值。但產業缺乏這方面的系統人力。 

本課程規劃工業用機械手臂實作課程、結合機械手臂離線編程軟體、機器視覺系統整合及工具機
自動化整合。透過模擬軟體及實體設備實作，期待透過課程學習，培育出優秀符合工具機製造業-自
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工具機業者進行產線單機自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
人與系統整合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開課日期：2022年 08/17(三)、08/18(四)、08/19(五) 上午 09:30~下午 16:30，共計 18小時 
◼ 開課地點：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2號 (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洛克威爾會議室) 
◼ 課程表： 

日 期 科 目 時 間 課 程 大 綱  

08/17 
(三) 

產業發展現況
及趨勢 09:30~12:30 

1. 製造自動化導論與系統 
2. 鴻海富士康 168自動化 
3. 六軸垂直關節機械手臂 
4. 機器人基本功能 
5. 機器人座標系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丁純乾 先生 

工研院機器人
iR-X6離線系

統操作 

12:30~13:30 午餐 & 休息 

13:30~16:30 

1. 人機介面 
2. 程式功能 
3. 連線功能 
4. 程式選寫與演練 

日 期 科 目 時 間 課 程 大 綱  

08/18 
(四) 

機器視覺系統 
09:30~12:30 

1. 機器視覺的組成與應用 
2. 各種相機與光源比較 
3. 選擇相機的重要參數 
4. 機器視覺技術與硬體選用 
5. 視定位與檢測技術 
COGNEX視覺實機操作 
1. 人機介面  2.程式功能  3.連線功能 
4.  程式選寫與演練  5.COGNEX AI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丁純乾 先生 12:30~13:30 午餐 & 休息 

威創機器人與
COGNEX實機操

作 13:30~16:30 

1. 視覺多點校正 
2. 座標四點教點與座標轉換 
3. Pattern match與原點設定 
4. 程式選寫與演練 
5. COGNEX Ethernet TCP/IP連線 
6. COGNEX Ethernet IP連線 

日 期 科 目 時 間 課 程 大 綱  

08/19 
(五) 

工具機自動化
整合應用模擬  

09:30~12:30 

1. Visual Components4.0簡介 
2. 人機介面、3D Model建立/匯入 
3. 手臂週邊夾爪及設備製作 
4. CNC車、銑床自動化上下料 工業技術研究院 

丁純乾 先生 12:30~13:30 午餐 & 休息 

13:30~16:30 
5. PLC程式撰寫與 I/O配線 
6. AGV路徑規劃 
7. 案例分享及實作  

◼ 培訓對象： 
1. 具備機械、工具機等產業背景，欲了解機械手臂與工具機整合之在職人士。 
2. 對本課程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 

◼ 招生人數：25名 
◼ 開班人數：10名 



◼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 
2. 將報名表傳真至(04)2358-1566或 E-mail: eunice@tairoa.org.tw 
3. 詳情請電洽(04)2358-1866*51 鄭小姐。 

◼ 收費標準： 
工業局補助 50%；學員自付 7,200 元/人（含午餐及其他雜費；含稅）。 

    ★智動協會（TAIROA）個人會員享有 95折優惠—6,840元/人。 
    ★智動協會（TAIROA）團體會員享有 9折優惠—6,480元/人。 

--------------------------- 3人團報更優惠 --------------------------- 
    ★會員團報價格(3人含以上)享有 85折優惠—6,120元/人。 
    ★非會員團報價格(3人含以上)享有 9折優惠—6,480元/人。 

※身心障礙(需出具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原住民(需出具原住民族身分法所定原住民身分
證明)、低收入戶(需出具低收入戶證明)及經濟部核定之「中堅企業」員工(需出具在職證明)，
或上課地點於南部地區者(南部地區包含: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及澎湖
縣)享有工業局補助 65%，學員自付 5,040 元/人。 

※本課程經工業局補助，學員皆需依規定填寫學員基本資料並簽名，方可適用工業局補助，若
未符合規定者，則需支付原價費用。 

◼ 繳費方式： 
列印線上報名附件中的繳費三聯單 PDF，於繳費截止日前，擇一下列方式完成繳費： 
1. 超商/郵局代收繳費(手續費 15元) 
2. ATM轉帳繳費(手續費依各銀行規定費率收取) 

繳費證明單請於開課前 E-mail:eunice@tairoa.org.tw或於上課當日攜帶備查。 
◼ 退費標準 

1. 已完成報名與繳費之學員，課程主辦單位將於開課前以 email或傳真方式寄發上課通知。若
已完成繳費之學員欲取消報名，請於開課日 3天前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承辦人員，將退還
80%課程費用；一旦開課，將不退費。 

◼ 注意事項 
1. 本課程預計招收 25人次，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 10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額將全

數退還。 
2. 執行單位將於開課前三天通知開課與否。 
3. 執行單位不負擔課程以外學員延伸之其他費用。(如:住宿、交通費等） 
4. 出席率達 80%，並通過課程測驗者，結訓後將頒發培訓證書。 
5. 執行單位保有更改及取消課程內容、上課地點與上課時間之權利。 
6. 因應性別主流化國際趨勢，打造友善職場之發展，優先保留女性參訓名額。 
7. 結訓學員應配合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8. 不應侵害他人營業秘密及智慧財產權，遠端線上直播課程全程嚴禁錄影及錄音，違者一律法

辦絕不寬貸。 
9. 請尊重講師之智慧財產權，請勿複製或轉載或公開播放。另外，每一帳號只限一人上課。 

#防疫作戰~~全面啟動💪💪 
1.上課教室出入口皆提供酒精消毒，廁所皆備有洗手乳。 
2.訓練教室於課前及課後進行全面消毒。 
3.開課前請配合填寫健康管理問卷，當天課程請配戴口罩及消毒，提醒學員若有國外旅遊史，應依
照入境時接收之通知，執行 14天健康管理，若有症狀者直接聯繫 1922防疫專線。請務必自備口罩
以保護自我與他人健康。防疫人人有責!! 

 

【工業用機械手臂與工具機整合實作培訓班】課程報名 *號為必填欄位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生日*  

行動電話  E-mail*  

英文羅馬拼音*  

市話電話*  

地    址*  

公司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素食* □是    □否 開立發票* □個人發票(二聯式)     □公司發票(三聯式) 

特殊身分* □無    □個人會員    □團體會員    □中堅企業    □三人(含)以上團報 

備註       

本課程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承辦，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執行。 

mailto:eunice@tairo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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