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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用機器人

2013年，投入工業用機器人產業相關廠商(含零

件、系統整合)約有百家，產值達到新台幣約526

億元，投入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相關廠商(含零組件)

約有30家，產值達到新台幣約60~70億元。隨著全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的現況分析與發展動向

黃仲宏 / 工研院IEK 研究員

球金融海嘯逐漸平息，亞洲新興國家經濟明顯加

溫，2012年是整體產值顯著成長的1年，整體產

值從2005年的200億元逐年增加，近5年除2008及

2009年受金融海嘯影響而呈現衰退外，其餘逐年

增長，平均年複合成長率達到約5% 。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的產業現況

圖一、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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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產值的比例分

配上，工業機器人本體約佔78億元新台幣，系統

整合服務佔140億元新台幣，零組件佔246億元。

綜整產業的發展，可歸納幾個現況：１、台灣工業

機器人之關鍵零組件(例如減速機性能)與日本比較

起來仍有一段差距，形成當前仰賴進口的比例偏

高，也間接導致目前國產工業機器人，尤其在低荷

重型式的機器人必須承擔一定的成本。2、愈來愈

多的台廠投入有市場需求且開發技術較六軸機械

手臂簡單的SCARA( 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機器人。3、工具機廠更致力於設備的

自動化。4、SI(System Integration，系統整合)廠的

角色愈來愈全方位。5、隨著本土企業、研究單位

在機器人技術上的能量積累，未來自主開發、零組

件替代進口的現象將會成為台灣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趨勢。

根據工研院IEK及國外知名調查研究機構的研究

統計，工業機器人的需求將由2011年的86.9億美

元成長到2016年的116.5億美元，服務型機器人的

需求將由2011年的36億美元成長到2016年的85.6

億美元；機器人系統將在2016年達到314億美元。 

另外IFR(國際機器人聯盟)的預估顯示，台灣四

軸以上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從2011年的3688

台，2012年的3368台，2013年的4000台，到2014

年的4500台，2015年的4000台，2016年的4500

台，未來2年的年均量為4000台，這與亞洲國家的

前三名，日本、中國大陸、南韓，每年平均二萬台

至三萬台的裝置有一定的差距；但如果設廠在國外

的台廠回流台灣生產製造，以及投入工業機器人製

造的台廠掌握零組件自製等等議題發酵後，IFR的

數字應該是有被低估的可能。IFR預估2015年後，

中國大陸每年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將會超越日本，

成為亞洲國家裝置量的第一，值得注意的是，它

的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的裝置量呈現倍數成長，據已有的統計數

字，從2007年的227台，到2012年的2545台，6年

之間成長了11倍。

再看全球各個地區的需求，未來將以亞洲地區

為最大，尤其是中國大陸；另2021年全球服務型

機器人的需求值將高於工業機器人。全球機器人市

場將會呈現高度穩定的成長，且市場的繁榮景象絕

對和以前出現的波峰和波谷式之起浮型市場不同。

圖二、全球智慧型機器人的需求(依類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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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產品開發，發展輕量化、平價的割草機器

人產品，目標搶攻歐美等海外市場；娛樂休閒方

面，祥儀、仁寶、利基、智高等業者都有機器人

產品開發推出，祥儀在2014年3月進行機器人夢工

廠的開幕儀式，打造全台灣首例的機器人觀光工

廠，提升人們對機器人互動體驗的實際經驗。家

用照護或支援輔助機器人於國內產業仍在發展階

段，仁寶、台大、交大、工研院等產學研單位皆

有投入開發，但多數為原型機，尚無成熟、量產

化的產品問世，產品穩定性、價格、安全性等，

都是待克服的問題，加上實際應用案例少，如何

建立消費者的信心和接受度，以及產品配套的安

全標準和營運模式等，皆是當務之急的課題。

台灣的鴻海公司聯手美國Google合作開發機器

人技術的新聞，讓智慧自動化的議題在2014年一

開年就持續延燒；為了搶進機器人市場，Google公

司在2013年底併購了8家新創公司，這個新事業部

門的重點目標鎖定在製造業用機器人，技術發展

的重點在於強化機器人的「手眼力」，以便將來

工廠生產線上的自動化能更擬人。鴻海公司的百

萬機器人大軍除了工廠自動化，半數將應用在賣

場、自動倉儲、醫療系統、運輸業和服務業、家

庭應用等領域。

日系巨擘安川電機公司規劃其機器人未來發展

方向時，考量到了人口減少、老齡化和勞動力缺

乏等因素，在堅持其工業機器人為核心本業的同

時，亦將服務型機器人的業務列為未來重要的發

展方向。2020年日本服務型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將

超過工業機器人，達到100億美元左右；到2035

年甚至將達到500億美元。面對此一全球性產業，

及商機龐大的市場，台灣已有多家不同產業領域

（機械產業、電子產業）的廠商積極投入，未來

隨著技術(人工智能、電子、資訊、材料)的不斷

精進，機器人已從過去只能做簡單或重複性高的工

作，轉變成高精密且具備智慧化系統的設備。加上

價格逐漸地普及，使得它的應用範圍變得愈來愈廣

泛，更多的製造業導入工業機器人輔助生產，更多

的服務型機器人涉入你我的生活中，整個世界未來

勢必邁向更高度的智慧自動化。

二、服務型機器人

國內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現況，在家用

清潔方面已有松騰、微星、凌海等業者投入，其

中松騰在國內外的銷售量為國產業者群中的第一

名，全球家用清潔機器人占有率已是前三大，松

騰以有別於全球龍頭業者iRobot高價位產品市場

定位，鎖定中低價位產品市場開發，達到市場差

異化的目標，但受到韓國LG、三星推出相似價

位，並結合智慧管理、遠距監控等功能的產品競

爭下，市場競爭走向白熱化，如何結合其他智慧

功能或發展新一代清潔機器人產品，是國內業者

要挑戰的課題；國內在清潔掃除方面另有投入割

草機器人開發的業者，2012年皇田工業看準國外

割草機市場需求將穩定成長，積極投入國產割草

圖三、全球智慧型機器人的需求(依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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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景可期，而其發展的動向也很值得探討。

根據全球知名的調查研究機構Freedonia預估，

未來全世界機器人的需求將會出現高速成長。

2011 年到2016 年的年平均成長率為10.5%。到了

2021 年，全球市場需求將達到334 億美元；其中

工業機器人156 億美元，服務機器人178 億美元。

百億美元的商機，引來全球知名的資訊電子、電

腦、電機、自動化等相關公司搶食這塊大餅；

目前台灣的服務型機器人主要商品化產品是個

人/家用型的清潔機器人。清潔機器人自2005年起

每年皆有水準以上的成長，甚至在2009年金融風

暴中仍維持著超過10%的成長。

2010年起微星、凌海及昆盈、東元與和碩聯合

等廠商均陸續推出清潔機器人，台灣吸塵器機器

人系列產品在2012年的產值居全世界第二，2013

年產量為全世界第一，預估2015全球佔有率達

50%以上。目前國內主要業者有松騰實業、昆盈、

凌海科技、東元、微星、和碩聯合等；這些公司

的特點就是都在資通訊領域已有一定的基礎，再

應用ICT技術加值產品來競逐商機。松騰實業公司

藉由資通訊技術智慧化原本的吸塵器產品，由傳

統家電跨入智慧機器人領域，逐漸由代工轉型品

表一、2011-2021全球機器人市場需求趨勢比較

(單位：百萬美元)

2006 2011 2016 2021 11/16 16/21

Industrial robot 6640 8690 11650 15600 5.5％ 6.0％

Service robot 1540 3560 8550 17800 18.2％ 19.2％

Google已經分別收購了包括日本、美國在內8家

機器人技術公司進行智慧機器人（工業、服務）

開發計劃、物流大廠Amazon倉庫配置機器人、無

人送貨機、歐洲日本的工業機器人大廠－日本安

川、川崎、德國KUKA投身服務型機器人的開發；

早在2007年，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

就直言機器人學將成為繼個人電腦、網際網路之

後的下一個熱門領域。

牌，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供應商(含代工)，僅次

於美國iRobot 公司。

其他像是資訊大廠華碩透過轉投資公司凌海

推出清潔機器人EClean，微星科技推出包含視訊

保全功能清潔機器人，加上日本Hitachi、德國

Karcher、瑞典Electrolux、韓國Hanool、Samsung、

LG、Yujin，美國Neato……，清潔機器人產品在服

務型機器人市場中呈現高度的競爭，競逐的狀況

早已進入戰國時代。下一階段的發展是清潔機器

人將不再只是單純的清潔功能，新的功能將衍生

出全球物聯網以及安控商機，鴻海與Google的合

作未來也勢必搶攻智慧家庭及家庭安全監控的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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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中國，當地便宜的製造成本使得台灣本地的自

動化工業進展減速，間接影響了國產的工業用機

器人品牌誕生；也由於研發進度的中止，多軸工

業機器人的技術中斷十數年。但就在此時，日本

和德國的工業機器人產業正如火如荼的發展，尤

其是日本，從關鍵零組件的開發到六軸正逆向運

動學的相關技術，都有廠商相當的著墨；於是台

灣的相關自動化業者逐漸轉型代理國外機器人產

品並進行整合應用至各需求產業的方式來推行工

業自動化。

直到2009年產業環境發展變化，中國大陸逐

漸地不再是完美的製造天堂，因為人力需求的問

題、人工薪資逐年上漲的問題，使得以代工製造

為主的許多企業重新關注工業用機器人國產化的

問題，而工研院此時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投入

一、發展歷程：

台灣自動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低成本自動

化、生產自動化、以及產業自動化。在低成本自

動化階段（1982年以前），台灣地區已存在整機

廠與零組件廠，也開始涉入工業機器人的應用。

在生產自動化階段（1983~1989年），台灣政府

推動自動化相關政策，陸續有自動化專業廠商成

立，如盟立、均豪、研華等等。

70年代工研院即投入多關節工業用機器人的

開發，所培育出的專業人員投身業界後亦發展出

如盟立自動化、均豪精密工業等有能力協助光電

業、半導體業設備廠設置生產線的業者。80年

代開始，中國大陸幾乎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製造天

堂，便宜的土地、租稅、源源不絕的低薪人力，

讓以工業生產製造與主的台灣製造業，大量的外

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歷程&近年重要事件

圖四、台灣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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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關節機器人相關技術和零組件的開發。

時至今日，結合台灣金屬機械、資訊電子和化

學工業等優勢產業，投入智慧製造領域。發展單

機自動化機器人系統、組裝機器人作業單元、加

工機器人作業單元，將機器人產品及智慧化系統

並重，落實技術深耕，建構製造業服務化能量，

已是值得台灣業者努力的方向。現在的目標是實

現零組件的國產化，以創造國產工業機器人產品

更高的附加價值。

二、近年重要事件：

1、工具機應用加值，朝智動化演進

長年與我國在工具機市場競爭激烈的日韓兩

國，其幣值在2013年均呈現貶值的走勢；台廠業

者的因應之道，消極面是不接殺價過低的單子；

積極面是朝客製化方向發展，減少泛用型機台，

以免販售愈多，所受匯愈大的風險，並且推出搭

配客製化的智動化技術，創造不同層面的競爭優

勢。

東台精機大舉推廣客製化機種，已爭取到不

少中國大陸汽機車零組件產業的高端產品訂單；

國內最大磨床製造廠福裕事業，其所開發的「智

慧高架式機械手自動化鋁輪圈生產設備」，也正

式跨入智慧自動化設備領域，這項新產品可望為

2014年的營運帶來成長動能。

台灣工具機廠商這幾年開始採用Turnkey(統包)的

服務模式，以貼近客戶需求，並做出市場區隔，

也就是充分得到客戶想要的生產加工資訊後，再

來提供Total Solution；雖然加入智動化的客製化機

台對工具機交期、零組件採購壓力較為沉重，但

高附加價值的科技化工具機設備，已成為工具機

發展的新主流，而這也是未來更多台灣工具機廠

會投入的項目，類似像福裕、東台這樣將智動化

的能量建立在自家的工具機產品上的案例，今年

一定會出現在更多的工具機廠商上。

2、電子產品製造大廠致力於生產線的自

動化

2013年廣達股東會年報上，董事長林百里將

2013年定義為「自動化元年」，在中國大陸人工

薪資逐年高漲的情況上，生產線上單純、重複動

作的工序都將會被自動化設備取代，廣達公司把

部分組裝、測試工作改由機器取代，目標是要在

一年內省下15%的人力，並且在周邊條件逐漸成熟

的情形下，繼續朝自動化的目標邁進。 除了廣達

外，仁寶電腦公司已投入百台的無人搬運車於生

產線上，和碩聯合除了服務型機器人外，未來很

有可能也會跨足工業用機器人的研製。

今後可看到愈來愈多的電子產品製造大廠，投

入更大的力度，花費更多的精神，將部份生產流

程改變成自動化，預計目標是導入自動化後，能

將目前的人力減少三成。台灣的電子廠商非常需

要整線自動化的規劃＆生產線的示範案例，可供

觀摩參考，在產品少樣多量的今日，要建置一條

可長可久且高效率的示範生產線，實屬不易；未

來電子廠累積了一定的能量和經驗後，自身開發

出相對應的自動化設備(產線)來銷售，例如大立

光、新普等原本業務和自動化無相關的公司，並

非不可能，也值得持續觀察。

3、研華併購寶元數控佈局智能產業

　　工業電腦大廠研華在8月底宣布併購寶成

工業旗下的工業控制器子公司寶元數控，合併後

將以研華寶元數控（Advantech-LNC）做為品牌名

稱。另研華額外支付寶成工業2000萬元後續營運

支援與設施服務回饋金，合計總交易金額為總額

7.3億元。這是寶成工業繼出讓上市PCB廠精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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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給華新集團之後，另一處分其對電子業轉投資

的的重大決策。

寶元數控2013年營收規模約4.5億元台幣，雖

然寶元數控為台灣控制器第一品牌，但是全球市

佔率僅約2%，仍遠低於日本Fanuc及德國Siemens

兩大廠合計的70%。因此，研華這次分階段以7.3

億元100%併購寶元數控，不僅著眼於既有的工廠

自動化及工業機器人市場，也將進一步拓展智能

應用領域。寶元數控公司具有研製工具機內嵌式

機械手臂控制器的能量，寶元數控原本在此的能

量，將是研華集團進入智慧控制與機器人市場的

重要資源。

4、上銀公司機器人產品版圖日趨完整

上銀科技公司在2013年推出包括六軸機器人、

晶圓機器人，以及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下肢肌

力訓練機等醫療機器人。

工業機器人無論是銷入台灣市場或是中國大

陸，未來都必須面臨現在既有歐日機器人的強力

競爭，上銀有與秀傳醫院合作開發的微創手術機

器人、中國醫藥大學合作研發的腳部復健機器

人、慈濟醫院合作開發的洗澡機器人、成大合作

開發的手部復健機器人，若在2014年通過醫療認

證後，預估此塊業務的營收甚至會高於工業機器

人。

另外上銀投資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

期標竿產業用地2.2公頃土地，將投資73億元建

廠，主要進行滾珠螺桿與線性滑軌的高階加工，

以及機器人前製程、汽車伺服煞車系統等生產。

上銀旗下大銀微系統在旁邊另有2,800坪土地，預

計投資6億元規劃前製程加工廠，兩案合計投資金

額近80億元。 

5、鴻海赴美國投資機器人技術

鴻海公司2013年11月宣布，響應美國總統歐巴

馬「美國精密製造」政策，將從美國賓州卡內基

美隆大學出發，擴展高階精密製造版圖。借重卡

內基美隆大學執全球機器人學(robotics)牛耳的優

勢，預計在2年內投入1000萬美元，專注研發合作

機器人自動化科技，並以此技術克服美國高人工

成本，擴大美國高階製造業工作機會，未來更將

投資工具機自動化生產設備，總金額上看3000萬

美元。董事長郭台銘曾在2011年公開表示，富士

康集團要在2014年裝配100萬台機器人，在5到10

年內完成首批自動化的工廠。而實際上，富士康

的機器人計畫進展並不如想像中順利。但2015年

後，富士康公司絕對具有工業機器人品牌商品及

提供3C產品自動化生產線建置的服務能力。

6、台達電工業機器人產品2014年問市

台達電2013年營收1,750億元，預估其2014年營

收可望達到1,950億元，台達電的IA(工業自動化)

部門，目前涵蓋伺服馬達在內的自有品牌已佔台

達電營收15％。台達電子的四軸SCARA(3Kg)機器

人，零組件國產化比例也已達90%以上，預計每台

會以低於30萬元台幣的價格於2014年第二季出現

在市場上。

根據IFR的統計，中國大陸SCARA機器人的裝

置數量，從2009年的159台，2010年的1184台，

2011年的1708台，到2012年的2545台，幾乎呈現

翻倍的成長，而台灣近年對於SCARA機器人的需

求量平均一年則達到約500台，所以從大中華市場

來看，這個類型的機器人有一定的需求，也因此

在目前已有EPSON、IAI、DENSO…等日本廠的市

佔之下，包括台達電、東佑達在內的台廠也前仆

後繼地要進入這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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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大陸仍是台灣工業機器人第一大

出口國

從2003年起，中國大陸已連續十年佔據台灣工

業機器人出口第一大國，這與中國大陸是台灣製

造業的主要基地有直接的關係。台灣2012年全年

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金額為28,738,119美元，佔全部

出口比38.264%，經有統計的數量為3478台，平均

單價為8,262.829美元。而2013年1月至12月，工

業機器人(貨品號列847950)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金額

為36,323,258美元，經有統計的數量為3,929台，

平均單價為9,244.912美元。2013年主要出口國

家：中國大陸、香港、以色列、韓國、新加坡、

美國、日本、德國、泰國、馬來西亞 ... 。

分析2013年幾個主要進口(+附近)國家可以發

現，日本仍以超過1500台的數量佔據第一，推測

這其中FANUC(發那科)、YASKAWA(安川)、愛普

生(EPSON)、電綜(DENSO)、OTC DAIHEN，應該是

主要的銷售者；而從瑞典進口則推測主要是ABB，

法國進口的主要為STAUBLI，德國進口的主要為

KUKA，這些品牌的機器人應該佔據台灣七成的市

場。另外上述歐日廠商愈來愈多在中國大陸有主

要據點，甚至亞洲總部，因此推估亦有為數不少

的數量從中國進口。

8、自動化設備商表現突出

陽程公司為PCB、FPD、CCL自動化設備供應

商，自2012年第4季起業績出現強勁轉機，2013年

表現更進一步，前三季的每股稅後純益（EPS）分

別有2.05元、1.98元及2.15元，累計2013年前三季

獲利4.18億元，大幅優於去年同期虧損1.31億元，

究其原因，(1)、陽程2013年協助新普5條產線的自

動化，5條產線的營收約5億元台幣，新普2014年

若將產線全部自動化(預估產線約有25條)，明年陽

程於此的營收約20億台幣。(2)、鴻海2014年組裝

iPad廠區的自動化，包括成都與鄭州；成都的iPad

組裝廠，一層有500台CNC，陽程主要負責CNC機

台站間的自動化，透過機器人+車+輸送帶，取代

人服務CNC 機台，陽程機器人向外採購，氣動元

件向亞德、SMC購買，控制器(PLC-base)自己開發

(向三菱購買、向研華購買部分軟體)，其報價方式

為一條生產線工人數*兩年薪資報價；成都廠有26

層，2013年做1～10層樓，其餘2014年做。如此

大量的自動化工程，除鴻海內部自動化部門鴻超

準外，目前僅陽程取得。

未來如果Google、台達電等大廠的機器人製造經

驗被EMS廠認同，甚至仁寶、廣達、和碩聯合、中

國的華為、聯想等大廠開始大舉支出自動化資本

後，亞德，盟立，均豪、和椿這些自動化設備商

的黃金時期才將要正式展開。

9、日圓貶值效應讓台廠深感壓力

前幾年日圓升值對日本主要出口商形成一大壓

力，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1大地震和之後

的歐債危機，都讓日本企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以來積極採取打擊通

貨緊縮行動，日本央行也配合大規模寬鬆貨幣。

2012年底開始日圓大幅貶值，日本大企業海外收

益換算成日圓後，數字大躍升，日圓貶值使得出

口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台灣工業機器人廠商雖

與日系主要機器人大廠無法於目前呈現對等的競

爭關係；但是零組件供應商，例如滾珠螺桿、線

性滑軌，則在2013年深感日圓貶值所帶來的競爭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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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關鍵零組件趕上國際水準指日可待

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在關鍵零組件與日本比

較起來，仍有一段差距，形成當前仰賴進口的比

例偏高，也間接導致國產工業機器人必須擔負一

定的成本。不過，隨著本土企業、法人在技術上

的逐步積累，以本土零組件替代進口產品會成為

2014年台灣機器人產業的重點。

工業機器人核心零部件包括了機器人本體、減

速機、伺服系統和控制系統四個部分，估計分別

占生產成本的22%、24%、36%和12%左右。

六軸多關節機器人因必須應用到HD減速機，

與六軸正逆向運動學相關技術，才可以使六軸機

械手臂具臂基本操控能力，且六軸機械手臂的操

控，需要大量的軟體面人才，故投入六軸機械手

臂研發仍以大型企業較具備發展潛力。

Harmonic型式的減速機在台灣仍未百分百具備量

產能力，但在2014年非常有可能實現。由於多關

節機器人的結構是串接式的，因此端點位置公差

會累積，因此減速機的背隙會嚴重影響產業用機

械手臂的控制精度，國際間多使用HD減速機(50kg

以下負荷之機械手臂)與RV減速機(100kg以上之

機械手臂)。但是台灣在這兩類型的減速機部份仍

未有業者可以實現量產(主要原因是高端金屬材料

來源受限，加工設備缺少供應者)，上銀科技已投

入HD減速機的研發，利茗、工研院機械所亦投入

RV減速機之研發工作；而像東培在機械設備軸承

方面已具有能量的公司亦具有相當的利基投入HD

減速機的研發。其它類型的減速機方面，台灣精

銳的行星式減速機產品具有國際水準，台達電子

與上銀科技均已使用該公司的行星式減速機進行

SCARA機器人與平行結構機器人的生產。

伺服馬達部分，台達電102年推出20bits解析

度絕對式編碼器搭配100W~1500W的伺服馬達產

品，上銀科技也推出了150W~750W的伺服馬達產

品搭配17bits的編碼器，今年應該會有更高階的

產品問世。其他伺服馬達國產業者有已有盟立、

東元精機、台達電、士林電機、合豐自動化等品

牌產品，輸出功率以1.5KW以下為主。此外，日

本Nikon公司的編碼器，目前在台灣業界仍有一

定的使用量與好評，這也是國產零組件要追求的

目標，厚實基本功才是邁向高階產品的第一步。

工研院機械所、台達電子與上銀科技已推出控制

器、伺服馬達的解決方案，同時亦完成開發高速

通訊模組，使控制器與伺服馬達在多軸同步運動

的整合性提高，現在四軸以上的機械手臂開發難

度降低，國內業者已可實現SCARA機器人與平行

結構機器人產品的整合開發，如前所述今年會有

愈多的國產SCARA和平行結構機器人產品。

從經濟部的官方資料來看，2013年台灣工業機

器人的產值約為526億元新台幣，其中工業機器人

約78億元、工業用的零組件約246億元，可以看

出零組件佔有相當的產值比例，視覺感測器的立

紳、凌華、廣華、泰洛、久德、台達電，力覺感

測器的飛斯妥、亞帝、宣光、展典..等等，這些投

入的廠商並非將產品全然投入予機器人用，且其

中不乏有廠商是以經營代理國外的品牌為主，以

機械手臂夾爪來說，SMC、SCHUNK、SOMMER、

ATI等公司幾乎佔據了市場，國內廠商不一定要去

硬碰硬的開發出類似的產品與其一較高下，也許

換個思考角度，從手眼力技術去精進，這部份工

研院應該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提昇台灣機器人手

(夾爪)、眼(視覺)、力(力覺)關鍵技術來支撐國產

零組件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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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前述分析，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的現況可歸納如表二，

以工業機器人的市場來說，中國大陸和印度在

未來幾年將有相當的需求，如前文所述，多家中

文調研機構均認為中國會是未來工業機器人需求

最大的國家；中國大陸製造業目前有4,500萬個工

人，估計單純、重覆的工序約占一成，所以機器

人有龐大的替代空間。中國大陸6大工業（汽車、

電子電氣、食品飲料、化工、塑料橡膠、金屬製

品等）製造業未來幾年尚需108-240萬台工業機器

人，占工業機器人總需求量的約70%。目前全球

機器人密度的均值為51，中國大陸僅為15，巨大

的差距意味著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最近幾年，

大陸工業機器人市場表現強勁，市場容量不斷擴

大。全球工業機器人四大巨頭，瑞典ABB、德國

KUKA、日本Yaskawa、和日本FANUC紛紛搶灘中

國大陸，設立分公司及合資公司。這四大企業在

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市場占比高達55%，且仍在不

斷強化版面優勢。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的發展趨勢

未來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尤其在進攻

中國大陸市場方面，台灣機器人相關企業未來在

量產技術和降低成本方面將會具有一定的能力，

吾人認為台商應持續利用客製化的能力與優勢，

或者當國際領導廠商的合作夥伴，輔以契合大

陸的自動化發展目標，如十二五規畫所提出的目

標，以進攻這個市場的商機。

兩岸間同文同種的優勢，再加上台商企業在

中國大陸佈局已久，經營已相當在地化，於銷售

管道或是原料採購等方面也具有成本上的優勢。

從3C產品和工具機的發展可以看出，台商擅長

於推出適合當地需求的產品，客製化的能力實屬

一流，台灣目前如何從德、日的機器人技術、通

路、行銷…等，來改良而擴大市場佔有率?發展的

重點應在於如何有效的串聯國際領導廠商，甚至

是串聯大陸領導廠商的技術與產品，進行彼此的

企業合作，發揮相互間的優勢，擴大對中國大陸

表二、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現況歸納

整機產品 零組件產品

工業用機器人

1、直角座標機器人具有全球競爭

力。

2、具備平行結構、SCARA、多關

軸機器人的製造能力，但除了

平行結構之外，成本偏高，尚

未具國際競爭力。

1、多軸控制器已有主要7家公司

CHMER、DELTA、HURCO、 INTEK、

研華寶元、SISTER、SYNTEC。

2、伺服馬達與編碼器的技術日益精進。

3、Harmonic drive減速機，穩定性尚待驗

證，未具量產能力，交叉滾柱軸承的

加工技術有待克服。

服務型機器人

1、家用服務型機器人占國內業者投入產出的最大宗。

2、照護機器人的需求將逐年提高。

3、台灣學界在機器人& 零組件研究具有相當的基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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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將可創造雙贏的契機，而這時在供應鏈

佔據何種無法讓人忽視的重要位置是當務之急的

課題。

2014年會有多家台廠推出自有品牌的SCARA

機器人，在現有的日系大廠EPSON、DENSO、

TOSHIBA的市佔下，如何突圍是台廠重要的布局，

除了著眼於中國大陸市場外，和日本廠商做出差

異化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例如所販售的機

器人圴附有視覺、甚至力覺的感測器；要擺脫同

質競爭，要有能力進行客製化的系統整合，而這

項能力的高低，也就是獲利高低的關鍵。

此外，一旦歐日工業機器人在台灣落實租用的

手段後，對國內有心於機器人發展的廠商將會是

相當嚴酷的考驗，必須思考因應這一天的到來。

除了租貸之外，未來歐日大廠將工業機器人零組

件拆開單獨販售也是可以預期的，甚至這已經是

進行式，例如安川(Yaskawa)的機器人控制系統可

獨自分開販售，亦即台廠可單獨購買安川的控制

器用在自家的機器人產品上。

台灣機械產業群聚所孕育的零組件模組優勢，

讓以機器人為核心的自動化產業已經有著一定的

技術基礎，但也有著一刀兩刃的效應；就像工具

機產業發展的歷程，台灣的工業機器人零組件發

展在與台灣機器人產業共同成長的同時，是否會

成為日本產品降低成本、中國大陸機器人產品追

趕台灣的幕後功臣？以致到後來又陷入發展困

境？這是在國產減速機、伺服系統和控制系統日

益茁壯下，不得不去顧忌的發展隱憂。

表三為台灣機器人產業，以2013-2015年為一個

階段、2016年-2020年為一個階段來看，其所需面

臨的風險列表。此外還要正視二個問題：1、如何

避免(減輕衝擊)主要競爭國家(例如南韓)加入區域

貿易協定搶奪台灣現有出口市場(I)。２、如何避

免((減輕衝擊)先進國家壟斷關鍵組件，讓台灣無

法開發高階機種(I,II)。

表三、各階段策略與所需面對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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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訊巨擘Google公司從美國、日本收購了

8家機器人相關公司，Google公司在人工智慧和

機器人方面的密集舉動讓人不禁遐想這家公司是

否有主窄世界智動化的野心？且正在打造一個將

顛覆世界的產品？科技巨頭的一舉一動總是格外

引人注目。尤其從併購動態中，不僅可以看到這

些企業對市場的積極布局，更可從中窺視未來發

展的趨勢。可見的是全世界的自動化產業都將會

圍繞著它一舉一動的發展而時時關注。比起德國

KUKA、瑞典ABB、日本FANUC和安川電機這些

在全世界工業機器人處領先地位的公司，美國工

業機器人的市佔仍算小。大舉投入機器人開發的

Google應該不是以工業機器人的品牌為目的，著眼

點應該是在機器人標準的制定，他們認為這是更

為重要的事，就和.com有標準，通訊的傳輸協議有

標準一樣；透過標準的制定，讓Google站在自動化

設備產業的制高點。

　　另外，從Google 收購 Boston Dynamics 公司

來看，他們也想要從機器人的本體結構來形成優

勢。一般說來，人和所抓取的物體比例是 5：1，

也就是50公斤的人可以抓取重10公斤的東西，但

是重量100公斤的工業機器人大概只有10公斤物體

的荷重，所以Google想透過材料的革命來改善荷重

比；這個發展若有成果的話，就會對歐洲、日本

那些已經成熟的工業機器人廠商造成洗牌效應，

對於目前的狀況產生破壞性的創新。能源、智慧

型終端(海量數據)、醫療健康、自動化/機器人、

智慧型交通，這五個產業在未來都可能會有長期

而穩定的成長，對智慧機器人來說，除了人力(成

本、缺工)的需求外，機器人也會滲透到醫療、

交通等等行業，變成自動駕駛機器人、手術機器

人、物流機器人 ……，機器人是未來資料數據化

的最後一哩路。從工業機器人先開始，然後到物

流、再到電子商務，最後是可以陪伴照顧、輔助

行動、教育、家用的機器人。這條智慧化的戰線

已經悄然佈局，可預料的是，誰都不想在這個商

機中缺席。

★機器人產業名詞★

減速機

英 文

日 文

Reducer

減速機（げんそくき）

★機器人產業名詞★

變速機

英 文

日 文

Transmission

トランスミッショ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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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冠同 / 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服務型機器人潛力無窮
台灣廠商積極佈局

表1-1 全球專業服務機器人銷售統計2011~2012

資料來源：IFR World robotics 2013 (2013/09)、PMC整理(2014/03)

專業服務機器人 2011銷售量 2012銷售量
2011產值 
(千元美金)

2012產值 
(千元美金)

區域環境機器人 5,210 5,343 879,284 846,585 

專業清潔 255 326 5,198 6,608 

檢查和維護系統 181 104 11,399 13,176 

建築和拆除 448 472 32,490 33,875 

物流系統 1,235 1,376 166,187 196,091 

醫療機器人 1,089 1,308 1,355,754 1,494,952 

保全/救援機器人 95 78 22,920 24,254 

國防應用 6,570 6,186 747,611 607,524 

水下系統 188 155 214,700 173,200 

外骨骼 N/A N/A N/A N/A

一般用移動平台 396 633 6,591 9,777 

公共關係和旅遊 100 73 15,180 13,184 

其他 9 13 57 1,294 

總計 15,776 16,067 3,457,371 3,420,520 

全球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現況

根據IFR在最新的統計報告資料顯示，2012年全球專業服務型機器人產品銷售量達16,067台，相較於

2011年銷售量15,776台，僅小幅度成長了2%，產值達到34億美金，微幅下滑1%，原因在於專業服務型

機器人在產品功能、應用領域方面，比起工業用機器人差異更大、變化更多，且產品汰換週期不一，如

清潔機器人平均壽命約3~5年以上不等，但水下作業機器人產品壽命則高達10年以上，使市場需求量未

能持續保持在高度成長狀態，且較無創新應用或機型推出，進而影響了專業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的銷售量

成長。

以全球的應用市場來看，國防、區域環境(如：農牧、太空等)、物流和醫療4項應用仍是需求核心，銷

售量超過千台以上，國防、水下作業、檢查維護及保全應用在2012年的市場需求量呈現小幅下滑趨勢，

並以國防應用及畜牧應用佔多數，IFR預測2013~2016年專業服務型機器人市場，將會有94,800台新機銷

售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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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全球個人/家用機器人銷售量統計2011~2012

圖1-1 豆苗自動栽培系統(左) / 綠能生技養殖工廠(右)

資料來源：IFR World robotics 2013 (2013/09)、PMC整理(2014/03)

資料來源：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03)

在個人/家用機器人範疇方面，2012年全球銷售量達300萬台，遠高於專業服務機器人，但因個人/家

用機器人產品價格較貼近一般民眾生活，產值約12億美金，約為專業服務機器人產值的3分之1；個人/

家用機器人可細分為居家和娛樂休閒兩項應用，居家機器人在2012年銷售量達190萬台，其中包括家務

清潔、居家照護、行動支援等機器人產品應用；娛樂機器人則聚焦趣味、教育等產品應用，銷售量約為

1,100千台，IFR預估2013~2016年的個人/家用服務型機器人市場，銷售量將新增22百萬台，並以家務清

潔、趣味及教育應用為主，並預測老人照護及殘障支援的市場需求量，在未來20年內將大幅增加。

台灣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現況

回到國內產業現況，國防及區域環境在國內並無積極發展，且國內應用規模小，較不適合國內發展。

區域環境偏重農牧林礦產業，尤以農牧產業需求較大，如：擠牛奶機器人Lely Astronaut AMS、收割機器

人等，商品化產品為因應大型耕種飼養環境，設備系統規模較大，國內農牧產業規模小且分散，導入機

器人自動化作業較難以顯現其價值，但在溫室栽培方面，若能降低機器人相關零組件之成本，以及長時

間運行之可靠度，有機會導入小型機器人自動化和智慧化監控技術，提高栽種效率，國內知名物流及自

動化業者廣運機械，已在農業/養殖領域導入自動化技術，發展豆苗自動栽培系統及綠能生技養殖工廠，

帶動跨領域的轉變。

個人/家用機器人 2011銷售量 2012銷售量
2011產值 
(千元美金)

2012產值 
(千元美金)

居家機器人 1,706,385 1,961,339 454,249 697,213 

娛樂機器人 840,888 1,083,098 165,619 523,559 

老人與殘障支援 156 159 3,797 3,931 

總計 2,547,429 3,044,596 623,665 1,22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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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應用方面，近年來以外科手術用機器人最為熱門，包括：微創手術、髖關節置換、導管手術等，

其中以達文西(Da Vinci Surgical System)機器人最為出名，目前國內已陸續建置18套達文西機器人系統，

榮總、長庚、奇美等各大醫院皆有引進，雖然達文西手術治療未納入國內健保給付範圍，但是微創手術

對於患者體力及術後復元的幫助，已有實際案例的証明，加上能夠減輕醫師在手術過程的負擔，未來應

用勢必逐漸增加；國內也從一開始的導入應用，逐漸有業者投入相關產品的開發，如上銀科技看到了醫

療市場的未來商機，投入開發下肢復健、肩肘復健及內視鏡扶持機器人，運用機器人自動化來協助單

調、重複的復健過程，減輕復健師的負擔，結合遊戲引導元素，提高復健過程的趣味性，此三項產品已

完成原型機開發，現階段正在臨床實驗測試中；高雄小港醫院有鑒於醫療人力工作壓力大，於2012年和

金屬中心合作，結合工業局智慧自動化計畫，導入檢驗容器整備與輸送自動化系統，減少人員工作負擔

及錯誤率發生，使醫療環境品質更加提升，更能以示範案例帶動相關應用端業者的投入意願。

圖1-2 下肢復健/內視鏡扶持/肩肘復健機器人

圖1-3 檢驗容器整備與輸送自動化系統

資料來源：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03)

資料來源：智慧自動化產業推動辦公室(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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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醫療、農業自動化產品外，家用清潔和娛樂教育機器人是國內在全球市場較知名的產品類型，清潔

方面已有松騰、微星、鴻奇、凌海、嘉儀企業等業者投入，松騰在國內外的銷售量為國產業者群中的第

一名，受到韓國LG、三星推出相似價位，並結合智慧管理、遠距監控等功能的產品競爭下，全球吸塵機

器人占有率目前居於第三名，市場競爭走向白熱化，如何結合其他智慧功能或發展新一代吸塵機器人產

品，是迫切挑戰的課題；國內在清潔掃除方面另有投入割草機器人開發的業者，2012年皇田工業看準國

外割草機市場需求穩定成長，積極投入國產割草機器人產品開發，運用國內機械及零組件製造環境的優

勢，發展輕量化、平價的割草機器人產品，目標搶攻歐美等海外市場；娛樂休閒方面，祥儀、仁寶、利

基、瞻營全、智高等業者都有機器人或零組件產品推出，甚至結合各自專精的技術進行聯盟開發，祥儀

在今年3月進行機器人夢工廠的開幕儀式，打造全臺首例的機器人觀光工廠，提升人們對機器人互動體

驗的實際經驗。

圖1-4 祥儀機器人夢工廠

圖1-5 工研院與TMSUK合作之外骨骼行走支援機器人

資料來源：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03)

資料來源：日刊工業新聞社(2014/03)

家用照護或支援輔助機器人於國內產業仍

在發展階段，仁寶、台大、交大、工研院等

產學研單位皆有投入開發，其中，工研院與

日本TMSUK合作，開發外骨骼行走支援機

器人，市場鎖定脊椎損傷病患復健和步行支

援，於2013年機器人展發表原型機，預期2

年內商品化，是值得關注的焦點產品。至於

其他學研技術產品多為原型機，在走向市場

化方面缺少有力的推動媒介，加上產品穩定

性、價格、安全性等，都是待克服的問題，

且實際應用案例少，難免影響消費者的信心

和接受度，相關的產品安全標準和營運模式

等，皆是要探討及建立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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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服務型機器人產業趨勢

國際ISO組織已發表個人照護型機器人之安全標準ISO-13482，內容參考日本新能源產業技

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委託日本自動車研究所和日本品質保證機構，所建立的生活支援機器

人測試方法、認證標準和實驗環境，並制訂出相關規範內容，以加速生活支援機器人實用化過

程，同時外骨骼機器人HAL已通過測試，成為全球福祉用機器人認證核可之首例。國內標檢局

已開始著手進行此項ISO標準的編譯建立工作，相信近期內就可提供國內產學研單位產品研發

的參考依據，也是居家/個人照護用服務型機器人市場化的開始。

圖1-6 服務型機器人認證核可標籤(左)及驗證實驗室(右)

圖1-7 服務型機器人安全防護區域

資料來源：NEDO(2013/11)、PMC整理(2013/12)

資料來源：節錄自ISO-13482(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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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服務型機器人市場化方面，正藉著Horizon 2020政策進行推動，來加速技術產品從原型到市場

化的發展進程。國內則以研發補助的策略方針，來支援產業技術產品的發展，經濟部技術處與工業局持

續重視在產業研發投資方面的需要，提供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標竿新產品創新研發輔導計畫、

CITD、SBIR等研發補助計畫，其中智慧機器人、智慧自動化仍屬重點輔導項目，鼓勵有意願投入的業

者積極申請，或是異業聯盟合作，且對於有意願參與歐盟研發計畫的業者，也有訂立相關的協助推動辦

法，企待國內業者能和世界接軌，使技術應用擴散和進一步提升；在輔導計畫方面，則有智慧機器人產

業發展計畫、智慧自動化產業推動計畫在進行，機器人計畫鎖定公眾領域/醫療庶務等領域發展，結合產

學研技術資源，提供有需求之業者進行產品開發，並運用示範運行的作法，將成果呈現給不同領域的業

者或民眾參考，激起產業在機器人及自動化的發展意願。

小結

綜觀來看，台灣的服務型機器人產業聚焦於清潔、醫護、照護、教育及娛樂應用領域，清潔、醫護、

教育及娛樂已有業者投入，其中清潔、教育及娛樂已有商品化產品，但因產品多以外銷為主，面對國外

產品的競爭，提高產品的技術，不論是生產技術或產品性能，將會是在全球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重要

關鍵。上銀所投入的復健和微創手術機器人已在臨床實驗階段，離商品化的距離已近，且與國外產品有

差異化，相信能創造不小的市場商機；工研院外骨骼機器人面對國外產品，在體積和輕量化方面仍有提

升空間；照護應用主要以學研單位開發為主，較無商品化產品，成本、安全標準、市場營運端等問題待

克服，藉著國際組織推出ISO-13482服務型機器人標準規範，能使業者技術研發和產品安全標準有所根

據，預期可加速照護、陪伴的機器人產品商品化，並有助於產品銷往全球市場。

★機器人產業名詞★

整流器

英 文

日 文

Rectifier

整流器（せいりゅうき）

★機器人產業名詞★

無人搬運車

英 文

日 文

Automation Guider Vehicle

無人搬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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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灣工業用機器人
進出口產值分析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依據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2013年台灣地區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括之工業機器人

(847950)進出口產值，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統計分析如下：

目前機器人依照用途可分為「工業型」與「服務型」二種。其中，「工業型」機器人就是生產設備自

動化的一環，台灣因有缺工問題，加上中國大陸沿海省分也面臨缺工，對國內機器人產業是非常廣大的

市場。隨著工資不斷成長，機器人的成本卻因生產規模擴大逐漸降低，競爭力變強，最終許多聘不到工

人的產業會選擇以機器人代替人工。(聯合報/林毅璋-20130909)

2013上半年受到美國財政減支、日本寬鬆貨幣政策等外部因素影響，致使上半年出口表現較為疲軟；

透過表一：2012年及2013年台灣出口金額依月份統計數據可發覺，第一季出口金額因上述原因有所衰

退，但從第二季開始出口金額的表現逐漸有好轉之勢，尤其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於下半年度出口金額增

減比相較於2012年有顯著的成長，2013年年底機器人相關產業新聞的發布如Google併購各大機器人廠

拓展機器人應用、鴻海與「安卓之父」Andy Rubin，討論新機器人技術、上銀認為美國推動智慧製造回

流，中國大陸注重環保及工資成本上揚，對智慧自動化需求大增，並對智動化投入相當的研發成本，以

因應未來需求、廣達訂2013年為「自動化元年」，將部分組裝、測試工作改由機器取代、台達電認為，

全球機械手臂市場相當大，機械手臂將會是未來的發展重點，這些皆顯示全球相關企業對於智動產業發

展及技術之增進皆有越來越重視的現象。IFR預估2013年全球在工業機器人的銷售台數達到168,000台，

較2012年的銷售成長大於5%，IFR也指出當機器人具有智慧化將能與更易於與人進行協同合作，其全球

於工業上的機器人上的應用將會有大幅成長，特別是針對工具機使用的終端客戶提供更加友善和更易於

整合的機器人，其未來發展潛力將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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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2年及2013年台灣出口金額依月份統計 (單位：美金)

圖一：2012年與2013年出口金額月分統計趨勢圖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月    份 2012/01-2012/12 2013/01-2013/12 增減比(%)

總    計 75,104,944 88,941,709 18.423

01(2012/2013) 7,440,010 5,551,570 -25.382

02(2012/2013) 4,997,226 3,733,249 -25.294

03(2012/2013) 7,353,860 4,737,763 -35.574

04(2012/2013) 5,375,229 8,324,445 54.867

05(2012/2013) 7,662,131 12,068,832 57.513

06(2012/2013) 6,204,331 7,195,065 15.968

07(2012/2013) 8,036,800 11,440,081 42.346

08(2012/2013) 5,545,823 8,487,288 53.039

09(2012/2013) 5,471,837 5,069,894 -7.346

10(2012/2013) 4,458,365 8,811,233 97.634

11(2012/2013) 5,139,416 7,268,509 41.427

12(2012/2013) 7,419,916 6,253,780 -15.716

專
題
報
導   To

p
 Sto

ry



103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922

由表二：2012年及2013年台灣出口地區別，及表三：2012年及2013年台灣出口國家別出口金額統計

顯示，台灣出口工業機器人的主要地區仍以亞洲為主要市場，2013年亞洲區出口總值達到6千8百萬美金

以上，相較於2012年成長18.423%，佔台灣出口總值約達77.55%；其中中國大陸出口值達3千6百32萬

美元仍為台灣出口之首，其次為香港、以色列及韓國。此外，中東及近東、中美洲等地區，今年有顯著

的成長趨勢，尤其以色列購入台灣工業機器人數量最為顯著，出口金額達6百20萬美元，以色列對於科

技發展上也大量投入資金，由此看來全球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面逐漸有攀升之勢，須持續關注此兩區域

的發展性及工業推動政策，未來發展具有一定的潛力，建議廠商有效掌握中東近東及一些新興國家的發

展狀況及趨勢，將能為今年台灣工業用機器人的出口帶了更多商機。

從表二及表三數據看出台商的全球布局仍以大陸為重點，而中國大陸受到勞工工資影響在智慧自動化

的發展需求日趨增加，許多廠商對於相關設備的投資意願相對提高，加上大陸政府推行十二五計畫，故

在智慧自動化的發展需求持續增加，但2013年許多中國大陸廠商崛起，以及國外著名大廠紛紛進駐中國

大陸市場，未來台灣如何站穩腳步，其策略著實重要。

表二：2012及2013台灣出口地區別出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2/01-
2012/12

2013/01-
2013/12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洲別 Global-Continental 75,104,944 88,941,709 --- 18.423

0 亞洲 ASIA 58,851,562 68,978,566 1 17.208

1 中東及近東 MIDDLE AND NEAR EAST 2,842,404 7,757,268 2 172.912

2 歐洲 EUROPE 6,580,639 6,231,611 3 -5.304

4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4,587,245 4,043,908 4 -11.845

6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1,312,090 1,428,750 5 8.891

3 非洲 AFRICA 49,228 185,763 6 277.352

7 大洋洲 AUSTRALASIA 814,587 169,921 7 -79.14

5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67,189 143,673 8 113.834

8 其他 OTHER --- 2,24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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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2及2013台灣出口國家別出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2/01-
2012/12

2013/01-
2013/12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國別 Global-Country 75,104,944 88,941,709 --- 18.423

CN 中國大陸 CHINA 28,738,119 36,323,258 1 26.394

HK 香港 HONG KONG 8,497,627 13,250,943 2 55.937

IL 以色列 ISRAEL 1,285,504 6,205,895 3 382.76

KR 韓國 KOREA,REPUBLIC OF 3,521,705 4,599,917 4 30.616

US 美國 UNITED STATES 4,433,270 3,947,953 5 -10.947

SG 新加坡 SINGAPORE 6,004,127 3,829,181 6 -36.224

JP 日本 JAPAN 3,393,728 3,669,319 7 8.121

DE 德國
G E R M A N Y , F E D E R A L 
REPUBLIC OF

3,167,509 3,308,483 8 4.451

TH 泰國 THAILAND 3,589,620 2,808,328 9 -21.765

MY 馬來西亞 MALAYSIA 1,699,387 1,653,427 10 -2.705

VN 越南 VIET NAM 1,169,219 1,198,549 11 2.509

BR 巴西 BRAZIL 568,793 907,489 12 59.546

IN 印度 INDIA 465,990 848,051 13 81.989

TR 土耳其 TURKEY 792,879 834,355 14 5.231

FR 法國 FRANCE 752,939 806,195 15 7.073

ID 印尼 INDONESIA 674,105 483,632 16 -28.256

GB 英國 UNITED KINGDOM 306,338 314,668 17 2.719

PH 菲律賓 PHILIPPINES 814,018 296,066 18 -63.629

PL 波蘭 POLAND 155,315 291,792 19 87.871

AR 阿根廷 ARGENTINA 337,764 263,595 20 -21.959

由表四台灣2013年台灣進口金額依月份統計顯示，2013年進口工業機器人的總金額近8千萬美金左

右，相較於2012年增加約為5.026%，台灣工業機器人進口數量1~3季平均較為衰退，直至9月才出現大

幅成長趨勢，其中11月更較往年成長約103%，透過相關報導指出在「眺望2014年產業發展趨勢研討

會」中提到政府推動智慧型機器人產業推動計畫，目前已輔導167家廠商執行185家產品或零組件開發，

帶動投資超過250億元，2010年產值450億元、2011年產值505億元、2012年產值540億元、2013年產

值可達526億元。預估，2015年台灣每年四軸以上的工業機器人裝置數量約3,300至3,800台(資料來源：

20131115工商時報-沈美幸)。故在政府推動下智動化相關產業發展政策，有效促使台灣廠商對智動化設

備投資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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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2年及2013年台灣進口金額依月份統計 (單位：美金)

圖二：2012年與2013年進口金額月分統計趨勢圖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月    份 2012/01-2012/12 2013/01-2013/12 增減比(%)

總    計 75,755,374 79,562,861 5.026

01(2012/2013) 4,201,422 5,875,459 39.845

02(2012/2013) 6,503,063 4,178,312 -35.749

03(2012/2013) 6,629,580 5,547,193 -16.327

04(2012/2013) 9,184,648 8,882,888 -3.285

05(2012/2013) 7,994,402 6,144,852 -23.136

06(2012/2013) 7,705,116 6,225,786 -19.199

07(2012/2013) 7,223,741 5,206,585 -27.924

08(2012/2013) 6,671,752 5,950,570 -10.809

09(2012/2013) 5,524,809 8,962,425 62.221

10(2012/2013) 3,911,352 5,933,074 51.689

11(2012/2013) 4,582,585 9,319,494 103.368

12(2012/2013) 5,622,904 7,336,223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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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顯示，2013年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第一大進口地區為亞洲，依序為歐洲及北美洲。其中日本雖為

台灣進口工業機器人最大國，進口金額約達4千4百36萬美元，較2012年衰退4.002%。2013年台灣對中

國大陸、馬來西亞、瑞典、新加坡、義大利、香港、丹麥等國的工業機器人需求呈現正向成長。歐洲地

區以丹麥、瑞典成長較為突出，由此可看出台灣在自動化推行下，對於歐系的品牌接受度漸漸提高。亞

洲地區則以中國大陸成長最多，許多大廠紛紛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機器人，使得台灣需求的工業用機器

人設備來自中國地區，除此之外中國大陸製造工業機器人技術逐漸成熟，除供給內需外，許多大陸廠商

積極進攻全球市場。整體看來台灣對於工業機器人之需求受到產業需求之影響，對於相關設備之購入有

逐年提高之勢。

表五：2012年及2013年台灣進口地區別進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2/01-
2012/12

2013/01-
2013/12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洲別 Global-Continental 75,755,374 79,562,861 --- 5.026

0 亞洲 ASIA 63,977,185 66,833,794 1 4.465

2 歐洲 EUROPE 9,554,803 10,215,351 2 6.913

4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2,054,166 2,287,655 3 11.367

8 其他 OTHER 131,305 223,666 4 70.341

7 大洋洲 AUSTRALASIA 33,084 2,395 5 -50.424

5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4,83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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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12及2013台灣進口國家別進口金額統計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      註： --- 代表空白值或無法計算

代碼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2012/01-
2012/12

2013/01-
2013/12

名次 增減比(%)

總計 全球_國別 Global-Country 75,755,374 79,562,861 --- 5.026

JP 日本 JAPAN 46,208,593 44,359,549 1 -4.002

CN 中國大陸 CHINA 8,005,767 12,650,260 2 58.014

MY 馬來西亞 MALAYSIA 2,456,155 4,592,587 3 86.983

DE 德國
G E R M A N Y , F E D E R A L 
REPUBLIC OF

4,780,771 3,933,427 4 -17.724

SE 瑞典 SWEDEN 2,081,335 3,641,649 5 74.967

VN 越南 VIET NAM 3,240,772 2,577,438 6 -20.468

US 美國 UNITED STATES 2,054,166 2,074,696 7 0.999

FR 法國 FRANCE 1,632,915 1,826,247 8 11.84

KR 韓國 KOREA,REPUBLIC OF 3,859,192 1,711,495 9 -55.651

SG 新加坡 SINGAPORE 136,703 633,422 10 363.356

IT 義大利 ITALY 79,446 457,788 11 476.225

HK 香港 HONG KONG 2,515 289,736 12 11,420.32

ZZ 其他國家 OTHER 131,305 223,666 13 70.341

CA 加拿大 CANADA --- 212,959 14 ---

DK 丹麥 DENMARK 83,613 212,731 15 154.423

CH 瑞士 SWITZERLAND 685,517 95,193 16 -86.114

ES 西班牙 SPAIN --- 25,680 17 ---

AT 奧地利 AUSTRIA 31,568 22,636 18 -28.294

MM 緬甸 MYANMAR --- 19,307 19 ---

WS 薩摩亞群島 SAMOA --- 2,395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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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的使用已經有很多年，從實驗室到太空，從搬運到生產線，凡重覆的工作、人力無法觸及的工

作，都設計成自動化的運作，各類服務工作的機器人，如國防、醫療、日常生活，近年開始發展。機器

人大致分工業、專業、軍事、生活、太空、保安幾類，其中以工業類最多，當中又以汽車製造最多。目

前全球仍在運作的工業機器人約150萬個，市值850億美元(資料來源：20131212經濟日報-那福忠)。從

台灣2013年在工業機器人的進出口產值狀況來看目前產業狀況，可發現

2013年第一季表現較差外，第二、三季有逐漸回溫之趨勢，第四季則因傳產旺季加上歐美景氣逐漸復

甦，第四季進出口都能有不錯的表現。然而，台灣在亞洲的主要出口國仍以大陸為主，近年大陸對於智

動化產業不論是在技術面或是產業面的推動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單就今年協會參加7月份上海機器人展

及11月上海工博展，發現大陸智動化產業發展上也掀起一股熱潮，在大陸廠商方面，則可由每年不段冒

出的新面孔廠商參展盛況，觀察到大陸的機器人產業確實成長迅速，上海周遭城鎮開闢許多針對自動化

或機器人的園區，大陸地區展覽也紛紛擴展、增加機器人領域的展示，如此對台灣影響力不容小覷。而

大陸薪資年年高漲，勞工問題讓企業管理頭疼，蘋果開始要求供應鏈全面自動化，鴻海、上銀也積極打

造機器人生產基地，帶動相關供應鏈今年業績翻身。明年在大陸薪資看漲，企業資本支出回溫下，自動

化將具成長爆發力(資料來源：20131225工商時報-吳姿瑩)。故台灣工業局也積極在智動化產業實施各

項措施與辦法，未來如何應新興市場及亞洲新崛起之廠商，除針對產業人才培育提供完善的規劃及課程

外，產、官、學、研如何攜手打進全球市場也是未來須面對的問題。

【更正啟示】

針對2013年6月號期刊中之產值分析報告 (p.p.22-26) 之相關數據提出更正說明

經由協會同仁與相關數據提供單位查證，國貿局進出口統計數據說明如下：

國貿局於數量單位旁有標記(MIX)之計量單位代號，查證後MIX代表『為貨品總數量之混合單

位，亦即包含一個以上之貨品(CCC11碼)，無法以單一數量表達者』，因此網站上提供之平均

單價(數量)統計數據查詢結果中的數量單位及平均單價比僅供參考之用，無具代表意義。

國貿局建議請以金額做為參考依據會較準確，並感謝李先生來信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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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中堅企業躍昇

創造嶄新活力
智動協會

近年來全球經濟環境受金融風暴影響，各國企

業皆面臨到勞動成本上升及人口老化等現象，台

灣出口動能不足，政府為輔導台灣產業增進產品

能量提升經濟動能，於101年10月份核定「推動中

堅企業躍升計畫」，目的即是為了培養在各領域

上具有關鍵並獨特性技術，專精於本業並具有國

際競爭力之中堅企業，藉由政府的協助帶動就業

及投資機會，強化產業產能並創造嶄新活力。

行政院參考德國經濟發展歷程，並綜合台灣產

業發展獨特性後，將中堅企業定義如下：具備適

當規模，基礎技術紮實，並在特定領域上具備有

技術獨特性及關鍵性、高度國際市場競爭力，並

以國內為主要經營或生產基地之企業。101年10

月核定的「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以「建基

盤」、「助成長」與「選菁英」3項策略為主軸分

項推動；

一、建基盤：

指的即是發展中堅企業所需的相關推動體系，

並檢討或調整相關法規，以利廣大的中小企業可

以在良好的發展環境下發展中堅企業，讓企業可

如萬馬奔騰般活絡台灣經濟，同時向國際市場邁

進。

二、助成長：

遴選具國際競爭力、在產品與服務上具有獨特

性、專注本業且深耕技術等潛力之「中堅企業」

進行輔導，期望帶動關聯產業成長，創造下一波

經濟成長新動能。

三、選菁英：

為表彰在特定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中堅企業，

作為業界學習之標竿，本計畫將每年頒發「卓越

中堅企業獎」，以發揮帶動引領之效果。

協會為協助政府推動政策及推廣產業發展，預

計將於今年度六月號期刊起連續三期於智動產業

期刊中進行系列報導，將選錄榮獲中堅企業殊榮

之廠商進行介紹，協助廠商推廣服務能量。103年

度69間中堅企業名單如下；

圖片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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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屆69家中堅企業重點輔導對象名單

註：本表係依公司名稱筆畫多寡予以排序。

序號 公  司  名  稱 序號 公  司  名  稱

1 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大銀微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7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8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3 亞獵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 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8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9 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朋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22 東毓油壓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3 東遠精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炎洲股份有限公司

25 長亨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26 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 哈伯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28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32 胡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33 凌羣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4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員全股份有限公司 36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8 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 神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2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3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44 富雅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46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48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傳奇網路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50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52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3 頑石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54 鼎眾股份有限公司

55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嘉鴻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57 漢民微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9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3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64 緯創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65 璟德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6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豐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8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69 寶熊漁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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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堅企業系列報導
東台精機 工具機智慧化生產趨勢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69年，商標是

由兩個T所組成，灰色的T代表Trust（信任），藍

色的T代表 Technology（技術），以「積極創新、

創造價值、追求顧客滿意」為經營方針，立足市

場。

自1980年代開始，東台精機便成為台灣最大的

專用機製造商，並享有「專用機東台」的美譽。

憑藉著過去在專用機研發過程中所累積的厚實設

計研發背景及日立精機的技術傳承，加上與國際

知名大廠持續地合作及開發新式技術，讓東台精

機從最早的單能機，進展到擁有一系列的產品，

包括立式CNC車床、臥式CNC車床、立式綜合加工

機、臥式綜合加工機、客製化專用機以及PCB加工

機等系列產品。

近幾年產品更擴充到臥式搪 床、超音波加工

及PCB雷射鑽孔機的領域，客戶遍及全球，涵蓋汽

機車產業、電子產業、醫療產業、家電產業、模

具產業、航太產業、船舶產業、加工機具產業、

一般零件加工以及脆硬材料加工，如藍寶石、硬

化模具鋼、陶瓷、玻璃等面板產業。東台精機取

得ISO9001以及ISO14001認證，產品符合歐規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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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並於2010年12月成為國內工具機業界第一

家獲得財政部關稅總局優質企業認證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之廠商。去年更接連榮獲

國家玉山獎、工業精銳獎、台灣精品獎等肯定。

東台精機總部位於路竹科學園區，但為了貼近

客戶，滿足業務與服務需求，在日本、荷蘭、美

國、馬來西亞等地皆設立了分公司，開發當地市

場，另外在全球其他重要市場，皆設有代理商負

責產品的銷售及服務，目前約有40家代理商為客

戶服務，建構綿密完整的銷售服務網路。

「以人為本」的堅持

機械背景出身的嚴瑞雄董事長認為，機械業還

是要以「人」為主，因為機台從設計到組立再到

販售，都與「人」有關，尤其是在生產組立的過

程中，需要具備專業技術背景的工程師，依據自

主精度檢查流程，實務的執行安裝及精度測試，

因此「人才」是東台最重要的資產。所以不管是

經營上的判斷還是策略上的投資，嚴瑞雄董事

長堅持最終都要回歸到「以人為本」的初衷去考

量。

為了增加產品線完整線以及全球服務能力，東

台精機陸續邀請具有相同目標的合作夥伴(榮田精

機、譁泰精機與亞太菁英等)，進行策略聯盟方

式，擴大集團規模，為各產業的金屬精密加工技

術提供更完整性產品服務。

未來發展與展望

東台精機自身評量所處環境及技術，致力於利

用軟實力(應用技術)滿足客戶需求，在2013年正

式成立東台技術應用中心(T-TAC)，以「主動關懷

客戶的加工解決方案」為成立宗旨，利用東台頂

尖的應用技術，提供客戶先進加工技術、問題解

決方案及試做加工測試，使客戶擁有絕佳的操作

性、卓越的稼動率及方便保養的特性，以提升競

爭力。在2015年預計產能擴建完成，包含高雄路

科總部基地、中國前進基地、東協生產基地；長

期而言，期望2020年，能實現全球前20大工具機

集團願景。

東台精機具備完整的金屬加工解決方案，可依

據客戶的需求，進行多項服務

加速試製黃金時間、分析歸納零件技術需求 ■

試量產效率與精度檢測服務 ■

加工條件測試、分析與修訂 ■

週邊技術整合 ■

機械加工製程設備性能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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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加工問題診斷與改善服務 ■

新加工技術/複合式技術開發 ■

人才培訓與教育訓練 ■

智能化技術應用與推廣 ■

客製化服務解決方案 ■

智慧化生產

工業自動化的應用範圍廣泛，在以往的大批

量生產觀念來看生產自動化，只要將零件快速生

產，符合加工工時即可，往往在檢測上、品質的

控管和機器的操作狀態、使用狀態無法即時反應

不良之加工件。隨著感測器、電腦以及網路的快

速發展，不只帶動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進展，也推

動工業自動化的技術整合。藉由資通訊的技術以

帶動工業智慧化生產，以配合感測器、電腦和其

他資訊技術，在生產過程進行生產、控制、調

整、決策及最佳化，以達到提升產能、品質、降

低不良率的目標。而為達到智慧化生產，則需整

合控制器、光機電系統、感測器、人機介面環

境、資通訊技術以及智慧化系統。

以目前產業設備生產應用而言，CNC控制器所

驅動的工具機為組成工廠生產線的關鍵設備。在

現有的智慧化生產趨勢下，工具機便需具備開放

式的資通訊平台，以整合智慧生產管理系統，同

時，也得以將生產的資訊和硬體的狀態快速反

應至即時生產狀態。而在小型之非自動化生產廠

商，雖然不一定需要智慧生產管理，但在易於操

作、快速產出產品以及確保工具機的操作安全性

也是需要具備開放式的架構，以提供應用程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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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工具機的使用安全性。

近年來工具機械具備智慧化及人性化等特點，

主要訴求如下：

(1) 操作簡易(Easy Operation)：

由於機械型態趨向複雜化、功能多樣性，造成

操作上的困難與機構碰撞的風險。

(2) 線上生產統計(On-line Statistic)：

設備應涵蓋產能統計功能，包含生產資料的傳

輸與客戶管理系統的結合。

(3) 智能化監控(Intelligent Monition)：

機械本身應具備即時自我偵測與狀態診斷的功

能，並且得以嵌入方式，內建提升效能的各式

控制系統。

(4) 維修保養容易(Easy Maintenance)：

工具機廠可提供客戶定期點檢與維修時，更詳

盡的資訊與協助。

PC-CNC架構

工具機於生產零部件廠商使用之控制器架構設

備大多數以CNC控制器之架構為主，因此在使用上

受限於CNC控制器的等級規格，往往要追加新的功

能以達到檢測、保護皆需透過外部I/O和電腦以完

成。因此，若可有一台PC電腦連結控制器，將感

測器、控制訊號、驅動訊號等狀態回饋至PC側，

便可即時確保生產狀態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現代

之電腦在運算速度、效率、容量皆較以往大幅提

升，因此藉由CNC控制工具機的運作，PC執行相

關之即時應用程式以提升工具機的生產效能。此

外，藉由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配合不同產品

的生產製程，便可有效創造工具機產品的專業化

價值。

快速首件產出

目前的產業鏈架構，多半的工廠皆屬於小型

化，依賴具有加工經驗的技術人員以生產客戶所

需之部品零件，此類型的生產模式主要為少量多

樣，而在加工NC程式的編輯以及加工條件的選

擇，則需由技術人員依賴自己的經驗，以決定其

零件的加工流程與使用之刀具。因此，若生產人

員流動性高、且經驗不足，則可能導致生產效能

低落而無法獲利，甚至因操作不當或設定錯誤，

東台加值化應用程式使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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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工具機時有硬體上的碰撞，故無法生產而

造成重大損失。東台精機經由整合應用技術人員

的加工經驗參數，僅需圖形及材質輸入，以及自

動化流程規劃，便可以用最快速度完成首件成品。

具有PC-CNC架構之車床經由使用此一應用程式

可讓短期受訓的員工也能穩定的操作設備，所有

的產品加工程序不會因不同的技術人員而有不同

的加工品質和時間。因此，小型工廠的生產品質

和良率若可穩定，在生產的交期、價格皆可有效

減少。



103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9 35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3D干涉防碰撞

由於使用者在實際操作複雜的多軸工具機時，

無法完全觀察所有區域，在使用上必須很小心謹

慎地移動，但仍然無法避免偶爾有機台碰撞的情

形發生。因此，藉由使用全尺寸的三維模型進行

物體碰撞的應用程式，便可協助使用者預防看不

到的危險。使用者只需簡便設定或載入刀具、工

件及夾治具的尺寸。使用即時3D模擬檢查可能造

成干涉部位，於手動及自動操作模式下便可於發

生碰撞前停止機台。此外，線上切削模擬的加工

亦可即時防護，也可在無放置工件的狀況下，模

擬加工虛擬成品與3D模型的尺寸或外觀比較，在

無加工材料的耗損下，即可確認加工流程是否無

誤，有效減少測試驗證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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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振動監視保護

生產加工狀態的監視可有效提供智慧檢測的

資料來源，主軸於加工或換刀之振動量若過大，

除了會有損毀工件、刀具的可能性，也可能因主

軸本身的軸承、動不平衡等問題而造成。為能達

到保証加工品質的目標，以及自動化生產的可靠

度，主軸振動監視保護應用程式便能協助判斷加

工振動以及換刀後之穩定程度，若無法符合標準

範圍，則主動提出警告及預警。

整合式監控系統

工廠之智慧自動化必須包含物與資訊的整合，

在各式工具機的生產過程配合自動化上下物料則

必須縮短無效的待機時間。在非自動化產線，生

產零組件必須掌握住設備的生產狀態以及操作者

的操作過程，此兩類型的生產皆需仰賴整合式監

控系統，以保證設備於稼動之狀態下可持續之穩

定運轉。

結語

藉由開發可於PC端執行之應用程式，可有效提

升現有操作環境以及自動化生產設備所需具備的

資訊管理和智慧製造，讓顧客在單機操作上更為

便利，多機連線時若每台機台都有PC端，更是智

慧自動化和智慧型工廠的基本架構。因此，在未

來的應用，亦將因PC的效能提升、感測器的微型

化與更高的感測範圍，使得智慧生產的時代更快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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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陞祐 /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康志豪 / 國立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KITECH)

Robot Arm and Hand (KITECH)：此八軸機械手臂在未加裝任何力量感測器的情況下，具有順應以及

阻抗控制等Torque Control的技術，在控制架構上利用Jacobian Transpose 做力量上的控制，並非Inverse 

Kinematics。而機構設計的部分，除了協和式減速機及馬達為日本購買外，剩餘部分如控制器及機構設

計等皆為自行研發。

2013IFR韓國機器人
產學交流記事

由KITECH所開發的八軸機械手臂，組態設計為：肩關節四個自由度、肘關節一個自由度與手腕三個

自由度。負載為3kg、最大運動速度為0.6m/s，由KITECH所研發的驅動器模組則是採用CAN Bus的通訊協

定。而馬達因為採用中空馬達，在實際移動機械手臂時，感覺手臂特別的輕，而且也沒有因為齒輸傳動

所產生的噪音。

而KITECH所研發的機械手掌為四個手指的設計，機構設計上為Gear Driven而非 Cable Driven，而設計

非五指而採用四指的設計主要原因為Gear Driven單指節體積上的問題以及實際在Grasping做旋轉運動時

利用三根手指為固定點，另一根手指為旋轉點，四隻手指已足夠完成Rotation 以及 Grasping 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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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skeleton and Big Dog：外骨骼機器人具有一個主動自由度在膝蓋的位置，其餘的Hip以及ankle為被

動自由度，驅動方式為液壓方式出力，嵌入式系統於背後的背包，此次參觀並未看到其外骨骼機器人實

際做動的情形，而Big dog 為柴油引擎驅動四肢，本次僅示範上下坡、自主性平衡(Impedance control)以

及走路跑步等影片。

人型機器人EVER:主要展示人形機器人在臉部表情技術上的突破，具有56個自由度來呈現各種不同

的表情，例如: anger, fear, disgust, sadness, boredom sleepiness, surprise, shame, interest, excitation and 

happiness等多種不同的表情，皮膚主要為矽膠成分具有高度的彈性，色澤及彈性皆極盡可能的近似人類

正常的膚質，而此機器人目前還是以輪型來移動，雙足支撐的部分尚在開發階段。

da Vinci Training Center (延世大學，Yonsei Univ.)

da Vinci機器人，目前已被廣泛使用在協助醫生進行微創手術的醫療過程之中，韓國目前統計全國有

近40台的da Vinci機器人，台灣目前為17台；目前使用da Vinci機器人最多的國家是美國，起因是因為有

別於台灣，美國的醫療費用很高，術後住院的天數與花費，使美國人雖選擇自費使用da Vinci機器人治

療的費用較高，但因為傷口小，所需的住院天數較低，衡量之下，並沒有比較昂貴，這也是為什麼在美

國有近2000台的da Vinci機器人用在醫療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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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Vinci機器人其實是一個teleoperation (或稱telerobotics )的應用，整組設備包含兩個器械手、一個內

視鏡、視覺和操控裝置；雖然da Vinci機器人已裝配了立體視覺的顯像技術，但目前da Vinci機器人最大

的問題仍然是其器械的部份並沒有力量回饋的機制，所以在實際的狀況下，仍有可能會不小心對其他人

體器官組織造成傷害，更甚者造成一些相關的醫療糾紛。

延世大學內設有號稱全韓國最大，也可能是最大亞洲最大的醫學研究中心，特別是對於應用醫療機器

人於手術與研究之中，至2012年已完成機器人手術7000餘例，本次參訪也實際操控達文西機器人從事

相關手術及操作等相關的訓練體驗，延世大學的醫學研究中心內有達文西機器人6部，其中包含訓練機

和da Vinci S型和SI型；da Vinci SI型具有雙控制介面，能夠支援兩個人同時控制操作；而da Vinci機器

人上的器械，有使用次數的限制，一般手術用的器械僅能使用10次；訓練用的器械則是15次，若超過使

用次數，器械無法在系統致能使用。

延世大學的醫學研究中心，有在研究開發與da Vinci機器人功能相仿的手術機器人，雖仍無法和da 

Vinci具有相同的操控靈敏性，但對於一些簡單的手術需求，已經足夠；除此之外，器械的直徑大小也是

一個尋求改善的目標，早期器械的直徑為8mm，而目前已有開發出直徑4mm的器械，價格分別是4000美

金，另一個是8000美金。

三星電子(SAMSUNG)、現代重工與現代汽車(Hyundai Heavy & Motor)參訪

三星電子主要參觀範圍僅在展示場內，由於公司內部規定禁止拍攝，本次參觀主要著重於三星過去的

歷史以及從古至今最新的3C技術，展示場內有各式各樣三星的產品，但並沒有實際見到和了解三星電子

內部研究與運作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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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重工與汽車內部一樣是禁止拍攝，參訪現代重工與現代汽車之前，先坐了約5個小時的車程，從

安山到韓國東部靠近釜山附近的區域；現代重工主要是從事造船的工作，同時也有在研究與製造工業用

型的機械手臂。造船業作為韓國五大主力產業之一(造船、汽車、建築、鋼鐵、醫療)，也是目前三大造

船的國家之一(中國、韓國、日本)，參訪的感想，的確對於韓國的重工業實力感到佩服；相較於台灣，

重工業似乎相對不受重視。2013年全年現代重工接單14艘貨運級的船艦，而當韓國具有製造相對巨大的

船的重工業實力，近年來崛起的韓國汽車，似乎就不是那麼的意外。

現代重工和現代汽車，雖然都是現代，但目前實際上已經是完全獨立的兩個公司，現代汽車在2000年

初期時剛開始發展，但一開始並不成功，後來在下個系列的車款設計時，現代汽車特別請了國外的設計

專家參與設計，並提出十年或十萬英哩保固，最後漸漸的打入市場，目前已是全球知名車廠之一。至韓

國的數日之中，觀察實際韓國路上的狀況，幾乎8~9成都是韓國國產車，現代或是奇雅(KIA，已被現代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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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併購)，據當地人的說法，在韓國買現代汽車，約只需台幣30萬左右，且性能不差；便宜又好用，可

能也是韓國人，除了愛用國貨的心態之外，另一個增加消費國貨的原因。

現代重工的機械手臂，主要是工業型機械手臂，有別於瑞士Stäubli高精度、高重現性的機械手臂；

現代重工的機械手臂主要應用在高負載工業環境之中，然而目前機械手臂內部的關鍵零組件，馬達與諧

和式減速機，仍採用日系的馬達與減速機。現在重工目前內部已有在進行研究開發機械手臂的關鍵零組

件，希望未來能夠取代日系馬達與減速機的依賴，達到全部自製的目標。

在現代重工擔任機器手臂震動控制的李博士在課程中也表示，目前學術界和工業界間，仍存在著隔

閡，許多在工業手臂所遭遇的實際問題，學術界可能表示，這問題10年前就已經解決了，但對於實際機

械手臂產品的研究中，卻仍不斷在研究這些所謂已解決的問題。

1. Yujin Robot

Yujin Robot是韓國一家主要從事服務型機器人生產製造，及一些客製化需求的機器人公司。產品包含

清潔用吸塵器機器人iClebo、教育娛樂機器人iRobi Q、外語教育機器人RoboSam 等；並有些產品是專門

提供給研究學習用的機器人，如Kobuki和ROBHAZ等。

雖然有許多產品，但目前Yujin Robot採用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為主要架構，基於ROS的架構下

去開發不同硬體與應用的軟體程式，內部的工程師也表示，對於商用產品而言，他們不需要重複去實作

一些別人已經做過，但他們又必須實作的事情，這能大幅的降低他們在完成一個產品所需消耗的時間，

且所有開發的程式功能，基於此架構之下皆能互通。

清潔用機器人，無疑是目前最成功的服務型機器人的應用之一，Yujin Robot所生產的清潔用機器人，

採用單一攝影機視覺定位技術，攝影機裝置在清潔機器人上，並且朝向天花板；另外機器人上裝有Bump 

Sensor，能讓機器人在工作之中，偵測到是否有碰到了四周的環境。目前的清潔用機器人，雖然能夠準

確的執行清掃的工作，然而但對於環境中有許多如電線或其他突起以致機器人無法通過的障礙物，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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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人力去除環境這些無法克服的因子，而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目前Yujin Robot內部還有在開發一款

輪椅機器人(尚在研究階段)，目的希望能夠輔助一些行動不便者，利用Robot提供其行動上的幫助。

2. ISRI (成均館大學，SKKU)

位於成均館大學內的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ISRI)，由Sukhan Lee教授(IEEE Fellow)所領

導，主要研究領域主要為機器人視覺、人機互動、太空機器人和感測器融合與定位等。為得到更佳的三

維空間資訊，ISRI自行發展的立體視覺感測器，主要核心技術在於encode/decode的技術研究，主要是採

主動式光源的方式，立體視覺感測器會自行打出條紋狀的光斑，光斑上具有特殊的紋理設計，由光斑的

比對得到深度資訊，最後得到三維建模的結果。另外ISRI內使用的機器人視覺感測器，除了自行研發的

視覺感測器外，亦有使用RGB-D攝影機和立體視覺裝置Bumblebee。

為了應用於服務型機器人之中，ISRI發展的物體辨識

系統，除完整的使用者圖形介面外，目前ISRI所發展的

物體辨識技術，還是限制在物體必須要單獨分開且放置

在一個大的平面之上，不可相接鄰；意即研究方向目前

是針對辨識技術在進行研究，先採用一些限制條件以減

化物體分割(Segmentation)的問題。辨識的特徵方面，

採幾何限制(長寬高)、顏色特徵和物體幾何上特徵的結

合。另外，ISRI亦研究物體辨識所需的物體建模技術，

研究成果能將立體視覺裝置讀入的影像串流，透過物體

套合(Registration)的技術，建立出物體的模型，有助於物

體辨識系統物體資料庫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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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伺服控制技術，也是ISRI發展的重點技術之一，其中一個項目是研究利用機器手臂，透過視覺裝

置的回授，使機器手臂能自動的判斷正確的位置，將門打開；在ISRI的研究中，手臂硬體上有加裝了力

量感測器，且手臂的末端和門上的把手上方，都裝置了特殊的辨識物體，以提供視覺裝置更精確的空間

位置判斷。此系統能達成不需任何連線的軌跡設計，即能即時的產生機械手臂所需要的軌跡，達成開門

的動作。

★機器人產業名詞★

滾珠螺桿

英 文

日 文

Ball Circulation

ボールねじ

★機器人產業名詞★

液壓馬達

英 文

日 文

Hydraulic motor

油圧モーター（ゆあつモー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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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旭昇 /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專案管理的價值－

動盪環境下企業如何維持成功

面對現今全球經濟的複雜性與環境變動性，

企業的領導人對於不可預期的因素比以往更加重

視，資誠(PwC)年度對全球68個國家1330位CEO

的調查報告顯示約36%的CEO對於未來一年的營

運抱持樂觀態度，相較2012年的40%及2011年的

48%，似乎有逐年下滑之勢。其中有82%已著手規

劃於2013年採取不同的市場與顧客策略。IBM最新

的一份針對全球64個國家17個產業1709位CEO專

訪的研究報告統計顯示；對於組織的焦點有65%強

調道德與價值觀、63%體認到偕同環境的重要，而

58%則認為組織應要有目標與明確任務，而對於顧

客的觀點則有高達72%的CEO均認為亟需提升了解

個別顧客需要與反應市場需要的速度，另有53%的

CEO認同與外部合作夥伴一起創新，這兩份研究結

果都是針對企業的方向與策略進行剖析；綜觀，

組織的適應能力與領導力將是未來帶領企業面對

挑戰再創佳績的基本。

PMI的專業脈動(Pulse of Profession)研究報告是

針對全球不同產業超過一千位專案經理的深度調

查，在市場與策略方向之外，相對應於全球遲緩

經濟成長、市場優序變更與創新的環境預測下，

企業要在複雜與高風險市場環境中追求成長，必

然會要求專案、計畫與專案組合的效能提升，摘

述有以下幾點非常值得關注：

人才發展 (Talent)：因為新市場的競爭力與成長 ■

需求，組織將轉而關注人才發展，以提升適應

能力。

最佳實務 (Best Practices)：嚴峻的經濟狀況持續 ■

需要專案組和管理最佳實務，以提升組織的適

應力。

組織的敏捷力：為因應市場的變更、變更管理 ■

與專案風管理，組織的敏捷力已成為核心能力

(Agile)

敏捷專案：敏捷專案管理的運用將逐步增加  ■

(Agile)

專案的效益：除了關注成本及時間之外，組織 ■

將越來越要求專案的實際獲利 (Benefits from 

Project)，也就是錢要花在刀口上並講求投資回

報。

上述的結論，呼應了資誠總裁Dennis Nally的三

項對於企業領導者的觀察：

投資創造的機會須結合組織的成長一. 

維持對顧客的關注，並主動刺激需求，所以需二. 

要納入研發團隊的合作

增加價值而不增加成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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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組織專案管理成熟度有助於專案的成功機率

引領整合的必要性

過去二十年資訊爆發的時代其成長速度隨著

CPU的速度有著密切的關聯，摩爾定律也是因此而

發現，曾幾何時此一現象已經逐漸被打破，因為

數位、社群與行動面向的整合，已因為組織對顧

客、員工與合作夥伴之間有全新的聯繫與互動方

式，促使科技發展的結構與產業鏈進行了重組，

此一變化相當層度的增加了內部面對這些新科技

與數位、行動化改變上的壓力，但同時也創造了

組織創新的動力。

這需要組織具備持續的回饋與快速反應能力，

首先，集合組織成員的創新動能以強化價值，因

為市場持續變化，其實最能感受到市場脈動的是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因此，有必要組織建立更開

放與合作的環境，提供員工參與及分享，其次，

企業解讀、分析資訊，到反應的時間將大幅縮

短，這將改變過去面對客戶的習慣與方式，個別

化與差異化的需求更顯突出，我們觀察我們學習

的速度遠遠不及資料增加與變化的速度，顯示以

往的學習方式需要改變，我們需要更有效的方式

對資料進行解讀與分析能量，這也是海量資料(Big 

Data)的運用、雲端專案管理、結合軟體開發與專

案管理的平台是未來的趨勢。

最後，因為速度與變化的挑戰，強化創新的要

求下，企業需要轉型與更為廣泛的合作將是另一

個趨勢，過去的競爭者也許是未來的合作者。

專案成功的因素

綜上，組織運用更為有效的方法提升專案的成

功機率，專案管理辦公室(PMO)與標準化專案流程

的建立更受到企業的重視，PMI長期統計了組織專

案管理成熟度有助於專案的成功機率(如圖一)。

圖二、專案管理實務運用的趨勢

而專案未達到原來的目標與不符合策略，都導

致企業嚴重的損失，經統計專案的失敗以實際金

額的表示：企業每一百萬投入專案就有約12萬美

金的風險，由此可見提升專案的成功率才是「動

盪環境下企業維持成功」的關鍵。而專案管理實

務運用的趨勢(如圖二)，吾人發現與上述的研究報

告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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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專案就是團隊，團隊需要人才」，專案要成

功、企業要成長都需要人才，因此人才的培養是

企業成長、面對挑戰的基石，PMI也預測2010年

到2020年之間全球將有超過157萬專案管理職缺的

需求產生，PMI總會的專業統計與估算以六兆美金

專案(依據PMI 2013年三月Pulse of the Profession

研究報告)，專案規劃與管理的不當的損失超過

3440.8億美金，因此如果適當的專案管理人才是確

保專案成功及維護企業獲利的重要關鍵，綜上，

為了因應企業環境的變化與經濟的不可預測性，

PMI於2013年統計了全球277個專案的結果及匯集

了專案成員與CEO的觀點，歸結以下三個確保專案

成功的關鍵能力：

專案管理技術成熟度一. 

策略與營運管理能力二. 

領導力三. 

這也是專案管理的價值所在，PMI台灣分會持續

以建立基礎服務能量及「專案管理專業社群」提

供交流與分享的平台，提供企業與個人精進專案

成熟度、培養領導力(PMI台灣分會是PMI在台灣的

分支機構，PMP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是由PMI總會

核發的國際認證，PMP所運用的專案管理流程是符

合ISO的國際標準，是一致化的工作語言，詳請上

www.pmi.org.tw)。

PMI台灣分會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臺灣分會( PMI- 

Taiwan Chapter，簡稱PMI-TW ) 於1999年10月由

PMI總會授權在台北成立，其宗旨為促進專案管理

知識和PMP等相關專業認證及實務運用在台灣的發

展。PMI-TW亦於2003年4月於內政部正式登記為

全國性非營利性組織，附屬於PMI總會之下，是台

灣的唯一官方分會。

★機器人產業名詞★

工業電腦

英 文

日 文

Industrial PC

FAパソコン

★機器人產業名詞★

3D列印

英 文

日 文

3D printing

3Dプリ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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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公司如何發展台灣工業用
機器人市場 －以            公司為例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成立於1995年，為彩

色影像技術的領導廠商。總公司精工愛普生株式

會社（SEIKO EPSON CORP.）位於日本長野縣，是

一個在全球擁有約7萬名員工及96家集團公司的企

業體，SEIKO EPSON 2012會計年度的聯合結算營

業額達8,513億日元，以其對全球環境及所在地方

社區的持續貢獻而自豪。

長久以來，Epson一直秉持完美影像呈現之先

進技術，提供從輸入設備、創意軟體到影像輸

出等完整解決方案，包括噴墨／雷射／點矩陣

印表機、相片複合機、商用傳真複合機、掃瞄

器、3LCD液晶投影機、彩色液晶多媒體播放器

（MP4）、石英元件、半導體及微系統等電子零件

產品和自動化設備如工業用機械手臂等豐富的產

品線，是全球數位影像技術的領導品牌。

自1981年開始，Epson即開始生產一系列工業用

機械手臂，迄今已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案，

包括SCARA系列、ProSix六軸系列及視覺辨識系

統等。Epson的機械手臂具有精準、高速、低震動

的優點，相容於眾多各式PLC介面，廣泛地被運用

在各種少量多樣或大量一致性的產品製造、檢查

與精密零組件安裝，可分攤製造過程中的各種風

險，協助客戶提升人力價值。

Epson工業機器人及機械手臂所提供的完整解

決方案，可簡化導入自動化設備的流程，規劃期

間可透過模擬軟體計算出手臂佈局所需的動作週

期，進而優化路徑並提供專業諮詢。針對客戶產

品的特性，提供夾具設計的建議；而先進的軟

體控制，則提供了多元的控制方式（VB/VC/C#/

LABVIEW/PLC），讓使用者快速上手，縮短開發

整合的時間。對於精密組裝的精確度，先以實機

模擬測試加以驗證，帶來更高的保障；同時完整

考量共用治具及共用料的設計，讓機械手臂抓取

圖一：Epson除透過產學合作分享企業資源，提升自動化製程人才的素質外，同時提供產業實際運用評

估實驗室，協助客戶進行機械手臂導入應用的初期評估及系統整合資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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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用在自動化產線順暢執行動作。 

目前以美國、歐洲、中國及台灣為中心，積極

推廣工業用機械手臂的應用，同時因應台灣推動

智慧自動化產業的發展，協助業者深耕台灣及培

育人才，於今年初成立Epson產業自動化設備實驗

暨教學中心，擁有完整教育資源與機械手臂，透

過協助業者評估初期機械手臂的應用，再佐以系

統整合咨詢，及專業相關機械手臂應用與技術教

育訓練，提供需求業者完整的自動化解決方案，最

終目標為大幅提升台灣各產業領域競爭力及產值。

透過投入自動化製程的產學合作，來深耕台灣

產業自動化人才培育，於各大自動化相關科系的

大專院校、大學附設育成中心，如龍華科技大學

職訓局等，舉辦產業自動化培訓課程，促進產學

接軌交流合作，目前正在進行「Epson產業自動化

菁英種子培育計畫」，針對有志投效自動化產業

的潛力新星，體驗完整、專業、跨產業、實作參

觀的系列課程，除提供完整自動化解決方案外，

更可帶動產業與人才發展，向下紮根的同時，希

望帶領台灣各領域產業向上提升。

近年為協助國際知名電子代工廠導入自動化製

程，透過將日本精密自動化成功經驗分享給台灣

廠商，加速國內製造業產業升級的躍進動能，目

前導入機械手臂自動化是以既有的自動化生產線

為主，再依客戶需求裝載自動化設備，因此初期

規劃需考量零組件的易得性，並在產品設計初期

加以評估該零組件是否適用於自動化生產，才能提

高機械手臂的效益，並實現工廠自動化的願景。

工業機器人革命在全球發酵，隨著先進技術的

高度發展，工業機器人過去只能做簡單或重複性

高的工作，目前已轉變為高精密度且具備智慧化

系統的機器設備，隨著價格的親民化，以及更加

廣泛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導入工業機

器人輔助生產，邁向更高度的智慧自動化，這是

工業用機器人發展契機，預期市場需求將會快速

成長。

圖二：台灣愛普生董事總經理李隆安先生參訪Epson北區產業自動化設備實驗暨教學中心，以示Epson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致力培育新興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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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顧機器人
協助居家生活照護

喜福會有限公司

因應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結構轉變，社會對於

服務型機器人需求日益殷切，未來對於服務型機

器人的需求將進入起飛階段。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為跨領域整合之產業，將可帶動上游關聯產業之

發展，其未來市場需求潛量大且產品多樣化，可

為我國產業創造高產值與就業機會，並提高製造

產業附加價值。在技術進展與市場需求的雙重推

動下，機器人市場成為受到業者矚目的另一個新

藍海，其中娛樂與家用型服務機器人更可望成為

服務型機器市場的最具競爭力的產品。

喜福會公司成立於1995年，一開始主要業務是

於專業資訊市場銷售電腦與週邊產品，同時提供

維修與保養，2010年5月喜福會與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合作「九十九年度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

展推動計畫－生活照護機器人系統開發」，目前

擁有龐大國內客戶群，涵蓋全省北、中、南部市

場。喜福會的一貫目標就是持續研究發展與技術

提升；滿足客戶需求，永續經營。

喜福會已持續數年觀望國內機器人產業之發

展，極為看好國內機器人未來之發展進而走向世

界市場。因此在觀查評估市場後，初期將鎖定國

內市場客戶為購買機器人之使用族群。搭配國內

建商以附加商品帶動機器人產品之推銷，再配合

保全業者之高階用戶市場，提高生活照顧機器人

在居家安全上之附加價值。機器人為世界先進的

導向，代表著現在擁有者身分地位形象，也正是

生活照護機器人切入住宅之時機。喜福會生活照

護機器人可協助外傭工作及掌握外傭出勤情形，

並可得知家中老人與小孩生活起居安全，並與家

人感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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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會機器人未來計畫建立外銷國際市場行銷通

路與服務據點建立，並將舉辦多場發表會與展示銷售

會，廣邀媒體與客戶參加，未來規劃將生活照護機器

人規格功能技術延伸至百貨公司、遊樂場、導覽小物

品銷售機器人，工程用機器人，救難機器人、醫療機

器人與軍用機器人。

由於智慧型機器人產業正處於萌芽階段，目前喜福

會產業發展目標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2005~2008)

為建置產業環境，創造市場及擴展優勢產業。產

品領域：導覽服務、休閒娛樂、家庭服務、生產製

造；第二階段(2009~2013)則擴大產業規模及市場，

發展產品領域：公共服務及照護服務；第三階段 

(2014~2020)成為全球智慧型機器人主要製造商，鎖

定利基產業市場，以進入全球市場為目標，發展產品

領域：特殊服務用途及醫療輔具為重點。

項        目 說                      明

生活照護機器人機構

機器人外觀尺寸為60×60×120cm (長×寬×高)。 ◆

頭部機構設計為二維自由度，頭部可進行上下共100度/左右共120度 ◆

之轉動角度範圍。

手臂機構設計為左右手肩部及小臂各有一維自由度，可進行>60度之 ◆

轉動角度範圍。

手部夾取裝置夾取物品能力。 ◆

移動平台模組

為差動運動平台，兩個主動輪及一個工業輪、直流馬達及編碼器， ◆

可提供前進、後退及迴轉等運行模式。

移動速度可達0~50cm/sec。 ◆

電源管理系統

24 V, 40 Ah鋰電池驅動。 ◆

LED電量指示。 ◆

低電量警示。 ◆

過電流保護裝置。 ◆

定位控制系統 紅外線定位精度10 cm以內。 ◆

障礙物偵測系統
使用紅外線、超音波進行環境物體感測，其中紅外線感測距離>5  ◆

cm，超音波感測距離>30 cm。

生理量測系統
心跳血壓量測平台 ◆

異常通報通訊系統 ◆

表一：喜福會現有服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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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銘杰 /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副教授

一、前言

有關人機介面、網頁與網路之應用技術的討論

甚多，Shum與McKnight [1]開始介紹了WWW的實

用性，Robin與McNeil[2]提出建構以網路為基礎的

校園教學環境，Kominek[3]及Najjar[4]亦提出多媒

體呈現與應用的原則，Bayers[5]以電腦輔助教學的

從教學者的角度建議九大教學設計原則，Moreno 

與Mayer[6]則從文獻回顧中推導出多媒體模擬環

境的教學設計原則；Lin 等人[7]則提出以Internet-

based之監測並控制空調系統，Sundstrom [8]從模

式基礎 (model-based)使用者支援的角度建議設計

的原則， Hamalainen et al.[9]則提出少見的針對團

隊支援系統的人機介面原則。

而有關嵌入式系統的發展，可以追朔至1971年

由Intel公司推出有史以來第一顆微處理器4004開

始，而微處理器的成功也讓接下來的二十年改變

了人類的生活，典型的嵌入式系統應用廣泛，包

括微波爐、冷氣機、電冰箱等，近幾年來新興的

嵌入式系統領域發展則相當快速，主要發展的技

術朝向軟硬系統整合、SoC設計、應用程式發展以

及內容服務，嵌入式軟體可區分為使用者端的應

用軟體及伺服器端的整合軟體，伺服器端的軟體

可能以Linux或是Windows為核心，並搭配各種資

料庫系統，例如Palm可搭配各式應用軟體可以使

用，Lou等人[10]則建立Web-based之 嵌入式控制

系統。除了原本各種平台專屬的應用軟體之外，

現在更有利用Java跨平台程式開發的軟體。

(B) 遠端監控電腦

圖1 遠端/近端之空壓機房的噪音與溫度監測系統示意

(A) 近端設備機房暨噪音計、熱電偶、與網控硬體

    為了能與網頁結合，並設計多樣化的動態監

控畫面，如圖1所示，本研究以空壓機房為例，以

Web-Based之介面結合網頁與嵌入式之JavaScript，

並連結設備端之有線連接之多功能噪音計(如圖2)

及K-type之熱電偶，本計劃主要藉以進行遠端噪

音與溫度之監測，藉以掌控機房之噪音與溫度現

況，進行人員之噪音安全控制與機房溫控系統之

預警與監控。

Web-based之空壓機房的噪音
與溫度監視系統之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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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理

本計劃主要藉由嵌入式JavaScript來進行監測，

可以在遠端進行噪音的量測，藉由在控制室得知

噪音值後可以掌控人員進出機房之時間與時機，

以降低人員之聽覺傷害，此外，亦可由馬達、機

台等設備之異常噪音中，診斷機具是否有故障之

先兆。再者，空調系統之設計不足或老化，會造

成機房內部之熱對流不夠而使機具異常高溫，故

偵測機房內的溫度是否高於警戒溫度，並藉由遠

端電腦上的溫度圖控預警燈號與預警鈴聲來通告

值勤人員，進行必要之機房內部檢視與處理。

本計劃利用JavaScript簡單、易寫、方便操作的

特性來進行網頁程式的撰寫。首先將從sensor所偵

測到的訊號經由ADAM4118(如圖3)轉換成類比訊

號傳再經由RS-485傳送到網控器，而網控器一方

面會儲存資料另一邊則會傳送到網頁設計，再經

由資料匯入程式顯示出來，再利用網控器內存檔

格式每10分鐘以CSV格式儲存1筆資料(CSV，可直

接供Excel開檔)，而每一次當類比訊號進來時就

會自動更新網頁上的圖示狀態與顯示值並加以儲

存。如此一來可以簡單分析一天當中何時的分貝

指數最高。RS485面是採用差動傳輸方式，其抗共

模能力增強，即抗雜訊干擾性好而其傳輸距離最

遠可達1.2公里，因此選用RS485。而更可以利用

AD內的8個channel接上各種不同的sensor可以做各

種不同功能的感測，其他的channel也可以外接溫

度sensor或者是震動sensor可以配合不同的需要做

各種不同的搭配。

圖3 8個Channel之ADAM4118模組

圖2 多功能噪音計之空壓機房噪音偵測

關鍵詞：遠端監控、Web-Based、噪音、溫

度、嵌入式、網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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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遠端監控系統之研製方法與步驟如下

1.規劃整體系統

2.規劃要使用的類比模組

3.使用噪音計和熱電偶

4.研擬並設計網頁圖控圖示

5.主控電腦之網控功能撰寫

6.內建JavaScript網控程式

7.資料匯入畫面程式建立

8.軟硬體整合

相關網頁圖控系統的整體系統圖如圖1，整個系

統是透過AD類比模組所接受到的sensor訊號之後

經由RS485傳送到網控器(如圖4)，並透過網控器

將資訊傳遞到PC端，一方儲存訊號於CSV格式檔，

另一方面利用網頁圖控顯示出來，在電腦端透過

JavaScript圖控來監看整體系統，其中AD共8個

Channel，各個Channel可以外接不同的sensor。

圖5 類比網控網頁驅動的內存檔名設定

圖6 PC以FTP下載用Excel 開啟

圖4 網頁圖控硬體圖

圖7 相關網頁設計之HTML/JavaScript架構

網控器內建有類比網控網頁驅動、網頁曲線視

窗元件4-Channel、網頁條狀圖元件及FTP下載記錄

檔等功能，網控器IP位址須與PC端IP位址相同方可

連結，網控器的內存檔格式以1-31期為檔名(如圖

5),每次定時10分鐘記錄1筆，PC以FTP下載用Excel 

開啟(如圖6)，而儲存檔則以REC01.CSV --> REC31.

CSV 31個日期為一個循環。

相關網頁設計之HTML/JavaScript架構圖如圖7，

而整個訊號讀取與嵌入網頁之執行設計流程圖如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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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整個訊號讀取與嵌入網頁之執行設計流程

步驟1: 點擊左上角圖示  打開匯入程序監視

圖9 空壓機房的噪音和溫度的數值顯示

(網頁圖控未啟動時)

於運轉時網控便會開始及時回傳數值，分別有

溫度計顯示、曲線趨勢圖、以及直接顯示空壓機

房的噪音和溫度的數值等如圖9，此外當機房或

所測範圍內溫度異常時，就會依據現在所警戒的

等級變換燈號以及發出不同的警戒聲來告知使用

者，該區域內溫度異常。

此網頁圖控驅動圖示會依據sensor所測量到的數

值而有所變化，網頁圖控硬體加上噪音計就可以

偵測某一地區的分貝數，搭配不同的Channel可以

做不同功能的變換。利用JavaScript方便易寫的特

性，可於檢視HTML時加入想要新增的功能以及圖

示，相關類比網控網頁驅動之設定步驟如下(圖10)：

步驟2: 自訂特別檔名於此輸入

步驟3: 設定完檔名後於綠色地方勾選後變更檔名

步驟4: 如果未設定檔名 將自動以日期為儲存檔名

步驟5: 如須連續存檔於此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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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可以選定自己所要存檔的目錄，以及可

以選擇存檔的時間間格，而自動匯入間格設定值

越短則存檔量會越大反之則越小，可以配合網控

器存檔以31天為一循環。

四、結果與討論

4.1結果

本系統之遠端PC監控完成圖如圖11，此外，

Web-Based 之噪音暨溫度監控系統之設備端(近端)

接線圖如圖12所示，本系統設定噪音允許閾值為

85分貝，溫度之安全閾值為26oC，溫度之危險閾

值為30oC，相關噪音暨溫度之判別程式碼如圖13

所示，當機房內部之噪音低於85分貝時，系統之

遠端PC監控畫面的噪音綠燈亮起，反之，當噪音

高於85分貝時，監控畫面的噪音紅燈亮起，且警

示音響響起;同樣地，當機房內部之溫度低於26oC 

時，系統之遠端PC監控畫面的溫度綠燈亮起，若

機房內部之溫度介於26oC~30oC時，溫度警示黃

燈亮起，且預警音響響起，若機房內部之溫度達

到30oC時，則溫度警示紅燈亮起，且警示音響響

起，相關噪音暨溫度之監視閾值與相應之燈號與

警報規劃如表1。

步驟9: 停止匯入資料

圖10 類比網控網頁驅動之設定步驟說明

圖11 Web-Based 之噪音暨溫度監控系統之實體遠

端PC監控畫面

步驟6: 儲存目前設定，以便下次使用

步驟7: 於此設定儲存秒數

步驟8: 資料匯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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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右偏電壓輸出特性曲線圖。

圖13  噪音暨溫度之判別程式碼

圖12 Web-Based 之噪音暨溫度監控系統之設備端

(近端)接線圖

相關系統實體偵測顯示案例如下:

Case I: 噪音低於85分貝且溫度低於26oC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4，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綠燈，溫度警示燈號亦為綠燈。

圖14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I)

Case II: 噪音高於85分貝且溫度低於26oC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5，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紅燈，溫度警示燈號亦為綠

燈，噪音警示警報響起。

圖15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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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IV: 噪音高於85分貝且溫度介於26oC~30oC時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7，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紅燈，溫度警示燈號為黃燈，

溫度預警警報響起，噪音警示警報亦響起。

Case III: 噪音低於85分貝且溫度介於26oC~30oC時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6，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綠燈，溫度警示燈號為黃燈，

溫度預警警報響起。

Case V: 噪音低於85分貝且溫度高於30oC時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8，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綠燈，溫度警示燈號為紅燈，

溫度警示警報響起。

圖16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III) 圖18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V)

圖19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VI)圖17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Case IV)

Case VI: 噪音高於85分貝且溫度高於30oC時  

本條件下之系統的遠端監控顯示畫面如圖19，

故噪音警示燈號為紅燈，溫度警示燈號亦為紅

燈，溫度警示警報響起，噪音警示警報亦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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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研究已成功研擬出一套空壓機房內部噪音暨

溫度監視系統，透過JavaScript程式、AD類比模

組、網控器、生動的動態網頁系統介面等，即時

監視空壓機房內部的噪音和溫度。整個系統除了

透過RS485來傳遞AD模組的訊號外，並由網控

器和乙太網路系統與遠端電腦聯繫，將模組所接

收到的訊號傳至遠端電腦之監控畫面，此外，本

系統模組所接收到的訊號資料亦同步存入網控器

硬碟，可以使用者可回溯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

的分析。本研究成果顯示，本系統確實能將空壓

機房內的噪音或溫度資訊即時顯示於遠端監視窗

上。此外，設備異常時亦會伴隨異常之大噪音，

故監視廠房內部之異常噪音，亦可提供對設備異

常之線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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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能源的日益短缺，人們一方面作節能的動作，另一方面尋找新的替代能源，目前以具持續、不

滅…等特性之太陽能為能源，為大家所接受的程度較高。

太陽能因使用材料及特性的不同，大體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別：

(1)晶圓型：主要基材為金屬，因發電層摻雜的元素不同，又各自區分為矽晶型(摻雜矽(Si)元素的純度成

份不同，又再區分為單晶及多晶兩類)及聚光型(以坤化稼…等三五族元素為主），產品因具

有極高之轉換效率特性，在市場上投資以矽晶型佔有率較高，目前使用上大部分都以興建

電廠取代原核能或水力…等發電為用途。

(2)薄膜型：主要以玻璃為基材，具有材料成本的優勢，唯因製造投資成本過高及產品的轉換效率不

高，故現今廠商願意投資的意願較低。但玻璃具有可穿透特性，故用途以建築整合太陽能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簡稱BIPV)較佳，且不同於矽晶型，在陰天的環境下，仍

具有發電的效果，目前較為代表性產品為硒化銅銦鎵(Copper Indium Gallium Diselenide，簡

稱為CIGS)電池及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簡稱DSSC)…等。

二、目前量測設備能力概況

太陽能產品的製造過程中，為維持產品的穩定及一致性，皆在室內環境下製造，在製造完成後，除需

通過一連串的測試驗證，在販售價格高低的基本依據為轉換效率的高低，即產品接受到光，經由光電效

應，轉換成電能的效率，目前業界評估的標準以使用太陽光模擬器(Solar Simulator)居多，另為更真實地

模擬實際的發電狀況，將模組放置於室外，直接利用太陽的光線，測量數據。

量測數據以最大功率(Max. Power，簡稱Pmax)、開路電壓(Open-Circuit Voltage，簡稱Voc)、短路電流

(Short-Circuit Current，簡稱Isc)及填充因子(Fill Factor，簡稱FF)為基準及判斷，在系統建置上，由於太

陽能模組產生的電力為直流，故需經由太陽光變頻器(Photovoltaic Inverter，簡稱PV Inverter)，將直流轉

換成交流與發電系統作連結，考量PV Inverter的結構及成本，故模組的Isc、Voc及Pmax的數值對廠商建

置系統的成本評估為重要的考量依據。

太陽光模擬器因用途不同，規格也有所變化，在太陽能模組檢驗部分，經由國際電工委員會(IECEE)製

定之IV效率測量規範(IEC-60904規範)內，對太陽光模擬器的規格有一定的要求，最主要的項目如下：

太陽能電池研究量測設備新趨勢
~ 結合I-V (Current-Voltage) 效率與EL ( Electroluminescence)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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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源光譜不致合度(Spectral Mis-match)

主要與實際太陽光的光譜比較，但波段取決於400nm~1100nm範圍，以100nm為間隔，共分為7

個區間，分別為400nm~500nm、500nm~600nm、600nm~700nm、700nm~800nm、800nm~900nm、

900nm~1000nm及1000nm~1100nm。各個區間的光譜經由積分後，與實際太陽光之相對區間比較後，若在

正負25%的範圍內，則判定為A規，正負40%的範圍內，則判定為B規，正負60%的範圍內，則判定為C規。

(2)照射面積的照度均勻度：

依IEC 60904-9規範，照射面積平均切割64個區塊，每個區塊量測照度，64點的照度相差在2%內則判

定為A規，2~5%內為B規，5~10%內則為C規。

註：若切割後每個區塊照射面積大於400cm2以上，則需以400cm2面積為一區塊作量測。

(3)光源閃爍的不穩定度：

由IEC 60904-9規範得知，依取樣時間長短，在長時間(Long Term Instability of irradiance，簡稱LTI)及

短時間(Short Term Instability of irradiance，簡稱STI)取樣，A規的規範定為在0.5%(STI)及2%(LTI)以下，

因光源的構造不同，太陽光模擬器分為穩態(Steady-State)及閃態(Flash)兩類，圖1與圖2為穩態與閃態太

陽光模擬器在光源閃爍項目中取樣示意圖，由圖1與圖2相比可知在閃態太陽光模擬器取樣，不但較為困

難，且較不易準確。

目前製造太陽光模擬器皆以摘錄自IEC 60904-9規範之表1-太陽光模擬器光譜不致合度、照射面積均勻

度及不穩定規格彙整表為製造規範

表1：太陽光模擬器光譜不致合度、照射面積均勻度及不穩定規格彙整表

註：由於I-V效率量測為主要影響產品的售價因素，故量測機台-太陽光模擬器的配置(光源光譜不致合

度、照射面積的照度均勻度及光源閃爍的不穩定度)基本要求需達到A規。

圖2 短時間光源閃爍(閃態)量測取樣圖1 短時間光源閃爍(穩態)量測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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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測試點選取位置(A、B、C、D及E)

(4)待測物的溫度控制：

溫度的變化會影響到I-V效率量測結果，為維持量測條件的一致性，在IEC 60904的規範內，亦有規範

待測物溫度控制範圍需在25度正負2度的範圍內。

EL(Electroluminescence)-電激發光試驗，在太陽能應用，在暗室內，以注入電流的方式在太陽能矽晶

電池片或模組上，使得晶片上接收到電而產生光，在暗室中，利用CCD取像，如晶片上有缺陷，就會影

響到效率，而我們可由CCD取像的畫面上，明顯地看出缺陷，決定產品是否繼續往下一製程或直接取出

回收。

三、金頓科技開發之I-V效率檢測結合EL測試設備介紹

目前I-V效率，照射面積的大小以晶片面積(單晶150mm*150mm及多晶156mm*156mm)或模組的面積

(1000mm*1700mm;1000mm*2000mm)為最多廠商投資及製造。由於量測大尺寸面積的太陽光模擬器造

價昂貴，且晶片與模組的端子接觸方式也不同，鮮少有廠商願意配合研發人員需求，開發出具整合量測

晶片及小型模組功能於一體之I-V效率量測設備。

晶片模組的結構除晶片外，尚有焊錫、鍍銀、背板結合、黏合膜的選取…等製造工藝，但晶片占整片

模組的最大的成本，故晶片品質尤為重要，利用EL檢測，可事先得知晶片是否含有裂痕、甚至肉眼不易

看到的隱裂現象，也可因EL而容易看到。

為幫助研究人員，以較少的成本，開發研究出高品質及高效率的太陽能電池及模組，金頓科技特別開

發出具量測太陽能晶片、小型模組(2x2陳列排列晶片模組)效率及EL檢測功能於一體之設備，除降低設備

費用支出及放置空間，尚使研發人員減少測試過程移動所需的時間。

金頓科技以具有無電極、高使用壽命且不需濾光片，光譜即可達到A規等特性之離子燈(Plasma Light 

Engine)為光源，開發出屬於台灣自行研發、生產之太陽光模擬器，以下引用金頓科技之儀器設備研究資

料作光譜致合度及在1個太陽光的照度下(1000 W/m2)條件下，照射均勻度量測說明。

(1) 光譜致合度：

以日本相馬光學公司製之SOMA 2440型光譜

儀，為量測工具，量測位置如圖3所示選取中間及

邊緣位置(共5點)，量測得到的數據資料(表2)，並

與真實太陽光光譜作比對，並經積分後得到各區

間與真實太陽光光譜比較結果(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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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光譜儀測試之數據資料

圖4 與真實太陽光光譜作比對及判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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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照射面積均勻度測試：

以美國VLSI電池標準片(SRC-1000-TC-QZ)搭配安

捷倫製34410A數位電錶，將照射面積等分為64個

區塊(圖5)，依標準片報告內之１sun量測之照度轉

換電流值，量測各區塊內電流值(表3)，而後套入

公式計算，求得均勻度(圖6)。

圖5 量測點選取位置(64區塊)

表3 照射面積量測數據資料

(131.643-126.6907)/( 131.643+126.6907)*100%=1.92%<2% ( Class A)

圖6 均勻度分析結果

129.283 128.7091 128.4785 127.7592 131.0668 131.1402 131.2275 130.7985
127.5328 127.0683 126.7613 127.3052 127.5951 129.2236 129.6829 131.3583
130.8566 126.6907 127.0342 128.5247 127.963 129.1149 127.7708 130.2362
130.8165 128.0293 128.6833 131.4391 129.8626 130.9942 129.4535 131.3932
129.6245 127.2707 128.2226 131.643 130.2583 130.1365 126.8922 131.0717
128.0139 127.6541 127.8617 129.6521 129.2642 130.0027 128.4342 131.4283
127.7023 127.0974 127.5499 126.8038 127.902 128.5417 128.2692 129.6697
130.8426 127.5676 128.1814 130.6258 127.1055 130.9178 129.66 131.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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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V效率測試上，由於電池片及模組的接觸方式不同，金頓科技設定以手動開關方式，切換電池片與

模組的量測線路，圖7及圖8為電池片及模組的測試平台畫面。

電勢誘發衰減(Potential Induced Degradation，簡稱PID)測試為模組安全驗證新的發展方向，在注

入高電壓及溫、溼度的考驗後，以效率量測及檢測有無電池片的缺陷(使用EL)作為判斷模組是否通過

PID測試的要求。故同時具量測I-V效率及電激發光試驗功能的機台，對研發過程的時間掌握上有顯

著的助益，可減少測試過程因環境造成的影響。圖9及圖10為電池片及2x2 陣列模組經電激發光試驗

(Electroluminescence)檢測後畫面，經由通電後，產生光，藉由CCD取得影像，可以很清楚的觀看電池片

是否有裂痕進而影響到效率。 

圖7 電池片量測(2 Bus Bar型式) 

圖9電池片電激發光檢測畫面

圖8 2x2陣列模組量測

圖10 2x2陣列模組電激發光檢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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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絕大多數的研究單位或製造商，皆購自日本、德國的設備，但由於缺乏客製的彈性，故有時

購入後，發現無法達到研究上的需求，如低照度的測試功能…等，同時具有可量測電池片及小

型模組的I-V效率測試設備，在國內寥寥可數，再加上電激發光(Electroluminescence)的測試功

能，在國內目前則為唯一。

設備開發的過程中，除資金、人力的投入外，完成後的產品發展不確定…等趨勢，國內設備

商願意投入的意願不佳，造成學術、研究單位的研究進度有時停滯不前，影響了產業的發展。

設計符合客戶期待且超越需求的機台，一直為設備商的目標及光榮，在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

上，國內主要生產製程仍以德國、日本製之設備為主，在中國大陸方面則已有許多大陸設備商

進入其生產的供應鏈中，並逐一地取代國外設備，發展屬於自身的技術，期待更多的台灣設備

商，能投入開發與研究。

五、致謝

感謝金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本研究提供儀器設備與研究資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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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產業名詞★

線性馬達

英 文

日 文

Linear Motor

リニアモーター

★機器人產業名詞★

驅動器

英 文

日 文

Actuator

アクチュエー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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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舜

機器人趨向共通語法控制
提升智動化加工能力

一、摘要

當近日因核四封存議題，意外引發產業界大老

在媒體上針鋒相對，既觸及了產業結構的轉型的

趨勢，也讓智慧自動化再度成為未來節能增效的

焦點！然而，過去由於台灣具備自動化能力的大

廠仍以3C產業居多，導致討論工業機器人應用

時， 往往集中於搬運、組裝、檢驗等領域；加上

機器人精度始終未及於微米級的工具機，使其加

工能力更常被忽略。但在精機中心開始投入以CAD 

Based編程語言，改變原有教導式機器人的作業方

式後，可望有所改觀。

在行政院宣示核四廠一號機完成安檢後封存、

二號機全面停工後，竟意外引發工業總會理事長

許勝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兩人隔空交火。但有

別於許勝雄擔心若因此增加用電成本，2014年將

成為台灣服務業元年。郭台銘則對此樂觀看待，

反而認為會是產業轉型契機！「鴻海因積極推動

無人化工廠及自動化生產、籌建百萬機器人大

軍，每年電費成本正逐步下降。」

除了根據鴻海多年來發展無人工廠的結果，不

僅廠房面積約可減少5成，便利遷、建；自動化生

產時，甚至連燈都不用開，是高度響應節能減碳

的「綠色工廠」外，工業機器人(Industrial robots)

更是先進製造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裝備和手段，

從效率品質提升、成本降低，再到能耗之減少

等，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製造水準和科技水準的 圖1. SCARA機器人 (圖片來源：morningjournal.com)

重要標誌，也被納入歐、美新世代的工業4.0計畫

與再工業化政策。

然而，過去台灣有力導入自動化的大廠提及工

業機器人應用時，往往只聚焦在3C產業搬運、組

裝、檢驗等領域，集中發展X-Y type或SCARA、

Delta等機種；加上機器人精度始終未及於微米

(μm)級的工具機，難以達成「機器人工具機

化」，更導致其加工能力常被忽略。(圖1)

如德國機器人大廠KUKA便指出，雖然目前機

器人已可加工保麗龍、木材等易切削材質或花崗

岩、大理石等硬脆材料。但因為工具機結構特性

使剛性較強，機器人則受制於多軸關節型結構，

末端夾治具容易顫振，導致精度不足，不適用於

精加工。「惟兩者亦非純競爭關係，只是前者

通常較適合大量生產，前者能用於少量多樣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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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串聯機器人與工具機分工　強化二次

加工能力

但隨著現今高階工具機已發展到5軸以上，而

機器人因為本體即具有多軸特性，得以無限擴

充；加上歐日專業機器人大廠擁有多年應用服務

經驗，讓使用者不必翻轉工作台、學習新工法，

就能協助加工大型複雜工件。除了橫跨兩大領域

的Fanuc、Mitsubishi近年來已在傳統以I/O交握

(handshake)連接工具機外，曾分別發表可經由G/M 

code及其自有Motion伺服通訊網路FSSB、SSCNET

等，操控所屬機器人，能循著工件自由曲面路徑

研磨或去毛邊。

KUKA也和專業CAM軟體商如Delcam合作，藉其

PowerMILL Robot Interface軟體溝通模擬路徑，可

相容各家Robot的程式語言的特性，滿足客戶對於

少量多樣銑削或二次研磨、去毛邊等加工要求；

最新KR C4 compact控制器還能利用自身語言KRL

編程，理解G code和PLC程式語言，與Siemens或

Rockwall控制系統直接溝通。(圖2.)

三、電腦編程語法　廣納系統服務整合

部份泛用型機器人廠商如Denso、Epson則認為，

由於工具機與機器人畢竟架構不同，兩者控制器

最好能獨立，僅串連使用。除了過去都曾參與和

日本政府合作開發「ORiN2 SDK」的語法架構，企

圖先整合日系機種，讓工程師可透過電腦編程語

法，控制各工作站的機器人。(圖3.)現今市面上也

有多款OPC介面平台，均能提供Ethernet通訊網路

CC-link、PROFINET串聯歐、日系不同工具機和機

器人系統，得以減省成本及配線；進而利用Visual 

Basic或Visual C++較不複雜的語法，快速開發機器

人專用控制器。

圖2.KUKA和專業CAM軟體商合作，藉其模擬路

徑，滿足客戶加工要求(圖片來源：irbcam.com)

圖3.「ORiN2 SDK」的語法架構

(資料來源：易控自動化)

Denso即可藉此依客戶系統需求，若僅為了單純

沖壓動作，便經由較簡單也易於保修的I/O控制；

若是較複雜加工，則選擇以PC-Based控制器編輯

程式，再通過Motion模式控制。Epson也能支援 

LabVIEW圖形化語法，讓使用者可在電腦直接讀取

動作指令後，於PC-Based控制器上線使用；或通過

所提供的虛擬軟體，讓客戶先驗證路徑無誤再轉檔。

另一家瑞士機器人ABB，除了同樣支援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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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Visual C++等程式語言；也和專業CAM軟體

商Delcam、MastCam合作，強調只要輸入3D CAD

圖檔，就能依序轉換成CAM檔案與機器人語法，

進行拋光研磨或以雷射切割矽晶片等作業，而不

必再key in成千上萬個路徑座標。

四、導入CAD Based編程語法　自主掌控

技術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發

中心(PMC)最新導入之CAD Based機器人程式生成

技術，不僅有利於機器人透過G/M code編程作業；

還能直接載入CAD原始圖檔比對，將更利於機器人

與工具機、電腦等自動化製造系統進一步整合，

提升精度與彈性。

PMC指出，因為目前若只看機器人本體，勢必無

法單獨撐起一個完整的產業，業者未來仍應進行

系統應用及整合，才有競爭力。該中心也在近來

將智慧機器人部門改為系統發展組，就是希望能

以機器人為核心單元( Robot cells )，再納入影像

視覺、夾治具、力覺控制系統，進而連結工具機

圖4.PMC導入之開放性平台Open CASCADE(OCC)(資料來源：PMC)

或產業機械，向外擴充至組立、加工等加值應用( 

Applications )。

然而現今工具機與機器人溝通的最大障礙，便

在於傳統CAD/CAM軟體從接受CAD圖檔，到產生

CAM加工路徑與共通語法G/M code等過程，已在工

具機產業發展相當成熟。各家機器人作業單元卻

都有自家程式語法，其大多採用從點到點的教導

方式，既耗時也不利於加工複雜輪廓的模具或零

組件。雖也有如上述國外大廠，可配合專業CAM

軟體商讀取G/M code，甚至是CAD圖檔，但售價居

高不下，也影響終端客戶(End User)採購的意願。

未來期望能讓使用者直接載入操作對象物的3D 

CAD圖檔後，抽取並指定特徵，自動產生機器人可

用語言，不必另行教導；進而透過3D操作介面，

直接點選面、輪廓、深度等特徵，補償刀具半

徑，自行描繪出加工路徑；最後再依客戶需求，

開發出對應各廠牌機器人之後處理器，直接轉出

機器人語言。並待設定完成後，載入機器人圖

檔，建立相對位置及動態模擬，以看出運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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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位置，避免機器人運轉時干涉或達到奇異點。

PMC所導入之開放性平台Open CASCADE(OCC)，

則係利用其Libraries加上Visual Studio介面，可在

軟體環境內進行3D CAD圖檔建模、模擬加工機台

運動，自動生成機器人與多軸工具機等加工機台

之控制程式碼(G/M code)，與ABB、KUKA和PMC的

自製機器人程式語言溝通；進而選擇加工路徑設

定、檢測，以避免干涉。(圖4)

五、改用機器人建模加工　擴大加值應用

於實際建模時，除了可由機器人設定每個點位

後，再用程式編輯。亦能採取「特徵向量法」。

即先結合特徵建模，並形成基體建模後，交由使

用者選擇、定義參考面及切割線段；程式也會將

參考面、線段儲存並標註( Highlight )出來，計算

並描繪出線段起點位置的法向量；進而找出每個

特徵和插補點，就能取得座標值，於輸入後描繪

出路徑，點越密集就越平滑。

使用者將能據此，決定須否修正刀具或雷射光

斑半徑？選擇刀具方向，以決定進刀點的高度、

斜角，防止加工路徑干涉。如選擇旋轉式刀具加

工，可不必改變法線方向；惟若採用超音波或刀

片式刀具，就必須在循圓弧切削時，隨時改變(或

模擬)設定移動方向、移動軸，找出平移距離、旋

轉角及位置，現也被用來加工自行車管材。

PMC同時也開發出金屬去毛邊作業單元(Robot 

cell)，以因應汽車零組件與閥類鑄件業面臨鑄件處

理3K(骯髒、危險、辛苦)環境與缺工的問題。該智

慧化作業單元控制軟體係結合智慧型量測與加工

面重建技術，得以解決工件差異性問題，自動完

成鑄件表面溢料去除及邊緣去毛邊作業。

此外，隨著現今鋼構建築需求激增，亟須機器

人型鋼電漿加工系統協助，在鋼材組合成型前加

工。但傳統2D加工型鋼的範圍受到限制、加工步

驟多且耗時；現有自動化型鋼加工系統則包括電

漿切割機、型鋼切斷機、3D型鋼鑽孔機等機種，

占地過大且價格昂貴。

PMC積極發展的「智慧機器人整合電漿3D複合

加工系統」，則結合機器人、電漿系統、進給平

台，能擴大加工範圍之深度與廣度；強調單一設

備便具有複合加工能力，足以整合分段式加工；

並特別開發專用介面載入型鋼專用圖檔DSTV，以

取代傳統教導式控制機器人加工，達成全自動化

加工流程。得以省去傳統銑、鑽、鋸加工，造成

刀具磨損的成本；將現有生產線空間從47m減至

16m，且僅需原來1/3加工時間、人力從3人減為1

人即可，也已將相關技術移轉給7家合作廠商。

★機器人產業名詞★

導軌

英 文

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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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科技也跨入了醫療外科手術的領域，人們從傳

統的開腹式手術進展到了現代的微創手術時代，

預計不久未來機器人手術的時代必將進入你我的

生活空間。

未來機器人手術的時代，可從現在台灣已引進

的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上窺見一斑，以往傳統的

開腹式手術在開刀時容易造成龐大傷口，術後感

染的機率高，術後患者所需的休息時間也長，而

後的微創手術雖然在這方面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傷口較小且復原期較短，但仍有其界限，當碰到

較高難度的大創傷手術時，我們仍只能選擇運用

傳統的開腹式手術進行。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便

綜合了開腹式手術及微創手術兩者的優點，使患

者能確保治療效果的同時也不須擔心術後復原，

目前已被公認為未來手術的新一代指標。

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是由美國公司Intuit ive 

Surgical公司製造，在2000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獲

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醫療機器人，結

合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

計劃局（DARPA）、麻省理工等眾多學校一同開

智慧新生活－智慧醫療

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

發的技術，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包含具有四支

機械手臂（其中一支為內視鏡攝影手臂）的手術

車，以及3D立體影像攝影系統及醫師操作台。達

文西外科手術系統將可依手術難度區分，利用數

個不等5mm~10mm的微型傷口進行手術，醫師可

透過3D立體影像畫面，運用操縱桿來遙控三支機

械手臂進行與以往傳統開腹式手術相同的手術動

作，更甚者能進入人手所無法觸及的狹小空間進

行精密的細部手術。

現今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已可在世界各地的醫

院普遍可見，全球有超過2000台的達文外科手術

系統在協助醫師進行醫療，每年更有超過二十萬

件透過達文西外科手術進行的醫療案例，自2004

年達文西外科手術系統引進台灣後，目前已可見

到廣泛被應用於腹腔鏡手術、前列腺手術、子宮

摘除手術以及心臟手術輔助系統，隨著科技進

步，相信未來將有更多的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科

技能在醫療系統上有更加多元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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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業市場新聞及資訊

小型印表機器人 隨身攜帶隨處可用

現代的印表機發展至今仍舊持有許多問題，除去龐大的墨水花費外，它們經常需要維修－通常是某個

部件斷裂或需要調整位置，再加上笨重的體積讓它往往只能放置在辦公室的某個角落。

以色列的一個學生團隊Zuta Labs研發了這款小型印表機器人（The Mini Mobile Robotic Printer），他

們是由一群在耶路撒冷科技大學的學生所組成的團隊。會設計這款機器人的起因主要也是考量到學生的

訴求，他們表示，”現今社會我們隨時都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只要透過電話及筆記型電腦就可完成，

然而我們卻發現總是必須去尋找有印表機的地方才能得到我們的資料。難以想像在科技發達的今日，我

機器人再進化　將能與人類眼神交流

十幾年來人們一直嘗試透過科技發展，讓機器人可以模仿人類的行為進而更近似人類，現今便有一

些種機器人被設計會模仿人類的行為，能夠學習語言並分析理解行動。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機械工程學

系，博士生AJung Moon就研發出一款名為查理的機器人，他被設計為會與人類進行眼神交流，並且能夠

模仿人手的行為提供對象物品。

以往當機器人遞給你一個東西時，你很難去了解什麼時機是你可以從他手上拿過物品，而這項新科技

的設計便主要是為了解決這項問題，透過模仿人類的行為傳遞物品，而非依賴口頭說明提示。

”人們在生活中經常遞給別人物品，而我們做動作時總是很自然，很難察覺到其中有什麼技

們仍沒有辦法很方便的隨時隨地依需求印製所需

要的資料。”

這款小型列印機器人能直接連到智慧型手機和

筆記型電腦，透過藍芽與待列印設備同步，並且

能夠配合各種尺寸的紙張進行影印。主要是透過

全向輪系統控制進行移動噴墨印刷。也可以透過

設備的底部USB裝置讓電池充電。這款機器人的墨

水將可供持續印製超過1000張文件，在充飽電的

情況下將可使用超過一小時。第一代的列印機器

人目前仍只提供黑白的影印功能。 (圖片來源：ZUtA La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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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AJung Moon說。傳遞動作看似簡單，但也花費Moon研究了數月才達到現在的成效。她希望將來能

夠設計出更為人性化的機器人，屆時人們在使用上將不需要說明書，一切只需要像一般人交際般應對即

可。

機器人擁有極大的潛力提供人們更好的生活，而這項新的科技將能使機器人與人類在互相理解上將

能有更大的進步，以更為自然的行為而並非語言對話的方式進行。比起總得聽到機器人說出制式化的台

詞，相信眼神的交流將會是個更為簡潔的方式。

螞蟻微型機器人

想像一下可以掌控螞蟻雄兵的力量，快速並且準確的運用不同的材料裝配大型產品，將會是對人們多

有助益的事。美國研究單位SRI International研發出了一款DM3（Diamagnetic Micro Manipulation）專利

技術，運用印刷電路板（PCBs）去驅動並控制微型機器人依照設計去建造產品。

SRI International的這項研究項目主要是運用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局（DARPA）的開放式生產計劃

內的微型技術，這項技術的發展主要是為了促進創新的廣泛的製造領域。這款微型機器人將被運用來建

構較為複雜的結構與高性能的機械。未來我們將可生產大量微型機器人去處理包含各種固體和液體等異

質材料，以及電子產品等微型元件，並能夠大量生產各式各樣的產品。

這款微型機器人只有兩毫米長，每秒約可移動35公分，透過中央系統集體控制，便能協同一群微型機

器人進行各項原型零件、電子裝配等事務，未來更將可應用於光電電路製造、生物組織製造、檢測設表

面維護等多種面向。

(圖片來源：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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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預計辦理課程
本計畫配合政府之產業人才培訓政策，因應精密機械產業發展趨勢並符合企業人才培訓需求，由經濟

部工業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承辦之「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結合具有精

密機械實際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共同執行，辦理工具機、機械零組件、智慧自動化、模具、半導

體製程設備、金屬成形與熱處理及一般產業機械等產業中高階技術人才培訓課程。

歡迎上課程資訊網站『工業技術人才培訓全球資訊網』 (http://proj.moeaidb.gov.tw/training/index.asp)或

洽詢各執行單位查詢詳細內容。

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17～19 自動化機電整合技術應用 18 台中

06/18～19 高效率高進給銑削實務核心技術 12 台中

06/24～25 熱處理原理與應用於高性能工具機械結構設計 12 新竹

06/25～26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台南

06/25～26 高速切削應用技術 12 台北

07/01～02 五軸工具機及五軸加工高階技術 12 新竹

07/04～05 機械結構振動模態分析與減振技術 12 台中

07/08～10 系統控制(機電整合連線)應用技術 12 新竹

07/08～09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台北

07/15～16 泛用型DSP～Based控制器設計技術 12 新竹

07/16～17 機械結構之實務設計技術 12 高雄

07/22～23 齒輪傳動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12 新竹

07/23～24 三軸工具機幾何誤差建模量測及補償高階技術 12 台北

07/23～24 複合化工具機設計技術 12 台中

07/23～25 工具機自動化上下料技術應用 18 台中

07/29～30 CNC車銑程式編程及PLC機電整合 12 台中

07/30～31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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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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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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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小時)，並做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工 研 院 機 械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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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25～26 Oxide TFT製程與設備技術人才培訓班 12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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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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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07～28 機械製圖圖學養成班 24 高雄

06/13～07/18 液壓控制技術實作班 36 高雄

06/18～19 銲道RT底片判讀與UT驗證 12 高雄

06/19～20 不銹鋼銲接技術實務與應用 12 台中

06/25～26 金屬預知破損檢測法 12 台中

06/26～27 馬達的選用與維修保養 12 高雄

06/26～07/03 BLDC馬達材料選用課程 12 台北

06/30～07/01 金屬材料可成形性分析及製程設計優化 12 高雄

07/03～18 BLDC馬達製程關鍵技術 24 台北

07/03～04 金屬材料試驗及破壞分析技術實務 12 台中

07/09～10 銲接工程技術與監工實務 12 高雄

07/10～11 不銹鋼銲接技術實務與應用 12 高雄

07/10～11 充磁原理與實務及磁性材料檢測概論 12 台北

07/15～16 液壓控制系統技術應用與維修保養(1) 12 高雄

07/17～18 精密連續沖壓模具設計技術及實例應用 12 高雄

07/17～18 廠房結構自然頻率量測與振型建立 12 高雄

07/23～24 金屬裂縫檢測、維護與銲補技術 12 高雄

07/24～25 旋轉電機監診技術 12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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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洽詢專線：07-3513121 # 2443 鍾先生

＊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各承辦單位

台 灣 電 子 設 備 協 會

金 屬 中 心

活
動
快
報   Sp

e
c

ia
l Eve

nts



103年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978

工 研 院 產 業 學 院 台 中 學 習 中 心

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5/23～06/14 CNC控制器開發設計人才培訓班 36 台中

06/19～20 量測與校正實務 12 台中

06/26～27 工具機結構振動分析與量測技術先修班 12 台中

07/10～11
工具機工程師培訓班－
臥式綜合加工機市場開發與規劃設計課程

12 台中

08/07～08
工具機工程師培訓班－
臥式綜合加工機整機設計與性能分析課程

12 台中

07/05~08/23 進階工業產品設計工程師實務培訓班 52 台中

07/11～12 有效專案管理規劃與執行培訓班 12 台中

07/27～08/24 進階結構分析工程師培訓班 36 台中

07/30～31 善用TQM(全面品質管理)管理技巧培訓班 12 台中

08/15～16 工具機結構振動分鐘與量測技術實務班 12 台中

08/14～15 新產品開發設計與可靠度設計(FMEA)技術 12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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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專線：04-25672316  林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05～06 零件鎖固實務 12 台中

06/12～13 五軸工具機誤差量測補償及驗證技術 12 台中

07/02～30 機台裝配技術人才培訓班 36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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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4-23599009#832/807  曾小姐/謝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精 密 機 械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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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23～07/06 TOC管理與應用方法研習班 36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ba.org.tw/

＊洽詢電話：04 - 23507586 張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17～18 沖壓模具設計與成形製造不良問題分析 12 台中

06/17～18 機械設計與公差配合 12 新北園區

07/17～18 壓鑄模具設計及成品改善實務 12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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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2 - 29995108  嚴小姐、高先生、邵小姐、張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開課時間 課 程 名 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06/12～27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36 台中

07/10～11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 - 23581866  Eunice 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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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智動協會保有課程更動權利，並設有最低開班人數15人；如未達開班標準，學員自付金

額將全數退還。

模 具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台 灣 智 慧 自 動 化 與 機 器 人 協 會

台 灣 區 工 具 機 暨 零 組 件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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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活動訊息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

【 時    間 】2014/7/5～7/8

【 地    點 】中國．昆山 花橋國際商務城博覽中心

【展覽簡介】

昆山是華東地區的電子集散中心，也是目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電子資訊產業基地之一，上中下游

產業鏈供應完整，吸引海內外各大知名企業彙聚一堂，已成為眾多電子產品及零組件企業展示優質

創新產品與建立品牌的首選之地。

昆山電子電機暨設備博覽會（KE SHOW：Electronics、Components & Equipment）集合海內外電子

與設備產品及零組件專業買家，為您提供中國大陸最專業的貿易平臺。同時，我們也提供所有的參

展商全方位的推廣服務，透過專業展會、B2B網站、媒體與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於大陸各

省市的姐妹會等多向管道，全年無休協助企業佈局海內外市場通路。

【招展窗口】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聯絡人：曾麗華 組長（tseng@teema.org.tw）

TEL：+886-2-8792 6666ext.253  FAX：+886-2-8792 6140

2014 上海機器人展(CIROS) 參展團

【 時    間 】2014/7/9～7/11

【 地    點 】中國．上海新國際博覽館

【展覽簡介】

上海機器人展與上海國際鋁工業展覽會同期舉辦，集合全球各大自動化工業相關企業參展，展覽

規模與國際化程度深受肯定，2013年參展商超過120家，展出面積12,000m2，展品范圍涵蓋工業

機器人本體、零部件和應用集成方案以及服務機器人技術與產品。上海機器人展開創了中國機器人

展覽會行業展之先河，被譽為中國機器人第一展。

上海市與周圍昆山市等衛星城市為中國汽車、電機電子、光電通訊、橡塑五金等工業與食品、

醫藥、美妝等民生日用品的生產重鎮，近年中國面臨工資調漲、環保意識抬頭與產品的精密程度提

升，對機器人設備有極大的需求。本展獲國貿局推廣貿易基金補助，提供參展會員雙重補助。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 專員（fion@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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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

【 時    間 】2014/7/31～8/3

【 地    點 】台灣．台北展覽館

【展覽簡介】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將以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產品/設備為主軸，以製造業應用為基

礎，包含生產/製造/組裝等製程，並擴大應用範圍至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等人生層面，將產業上

中下游緊密結合，並做垂直與水平串聯，展區共規劃4大主題，包含產業自動化、商業自動化、智

慧生活與健康休閒以及親子教育與體驗，另也規劃了產學合作與競賽專區，包括經濟部、教育部、

企業界、學術界及法人單位等與機器人相關的競賽和產品研發成果發表會，都將在這次的展會中呈

現。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蔡  專員（mavis@tairoa.org.tw）、陳  專員（fion@tairoa.org.tw）

李  專員（denn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2014 ROBOT WORLD 參展團

【 時    間 】2014/10

【 地    點 】南韓．首爾 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展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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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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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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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覽活動尚有2014國際機器人競賽(International Robot Contest 2014) 、 2014韓國機器人會議 (Korea 

Robot Foru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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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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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尚待後續公告，詳細內容請洽窗口。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蔡  專員（mav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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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A 2014年北美工業自動化展

【 時    間 】2014/9/8～13

【 地    點 】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展覽中心

【展覽簡介】

第二屆「IANA 2014年北美工業自動化展」與「IMTS 2014美國芝加哥國際加工製造技術展」

將同時同地展出，其協同效果必將與上(2012)屆一樣驚艷四方。IMTS國際加工製造技術展歷史

悠久，為美國最重要的國際機械展之一，由美國機械製造商協會(AMT)主辦，每兩年於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展覽中心舉辦。

上屆(2012)IMTS計有1,909家廠商參展，近11萬平方公尺的展出面積，吸引了100,200名買主觀

展(詳見附檔IMTS 2012展後報告i)。 IANA 2014的生產自動化展項，與IMTS在工具機、金屬加工、

和精密加工的展項互為目標買主。雙展聯手的協同效應必為展出效果加乘，自動化廠商更有機會找

到更多領域的客戶及技術上的合作。

【招展窗口】

德國漢諾威展覽集團台灣代表處

聯絡人：陳郁茹小姐（holly@taiwan-technology.com） TEL：02-87513668 ext317

2014韓國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 時    間 】2014/10月底

【 地    點 】韓國

【展覽簡介】

韓國於汽車、造船、數位電子、重工、機械、基礎建設等領域都居全世界重要地位。特別在自動

化與機器人工業的發展為全球頂尖，本協會宗旨為促進台灣自動化以及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並積極

建立與維持國際間的互動。故於今年韓國國際機器人展（Robot World 2014）期間組辦理參訪團行

程，除了前往參觀韓國國技機器人展以外，藉由參訪多家韓國企業了解韓國企業如何通過變革走向

卓越；及韓國企業在全球擴張戰略下的佈局及人才養成策略。希望能與韓國進行技術、產品、市場

等面向合作機會促進交流。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陳小姐（Fion@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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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20~10:00 報              到

10:00~10:10 被邀請方  來賓介紹(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會員)

10:10~10:20 大陸主辦單位致詞 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代表

10:20~10:30 台灣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代表

羅仁權常務理事(或卓永財理事長)

10:30~11:00 大陸機器人產業發展與契機
主講人: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

宋曉剛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

11:00~11:30
從台灣看兩岸與國際機器人及自動

化產業：挑戰與願景

主講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羅仁權常務理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11:30~12:00 Q & A問答時間

12:00~13:00 午              餐

上午：兩岸機器人產業發展 ■

一、說明：

有鑑於產業面臨人工短缺及人工成本高漲問題，台灣與大陸陸續投入智慧型機器人技術、產品發展及

應用，雖起步相對落後歐美日韓許多，但兩岸廠商仍具有相對的優勢，如政府政策支持、產學研單位積

極投入技術的發展、系統應用整合能力、優質平價的零組件以及廣大的需求市場等，為此中國機器人產

業聯盟及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攜手辦理兩岸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產業發展論壇，一年在台灣

辦理一年在大陸辦理，藉此促成兩岸在技術、產品、零組件、應用、市場、標準、人才等合作交流，共

同攜手發展與促成產業生根與茁壯。

二、活動辦理方式：

由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及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輪流辦理，在大陸將於中國(上海)國際機器人

展會期間辦理，台灣則在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會期間辦理，雙方各自邀請會員代表共同參與論壇

活動，透過論壇活動分享技術、產品及市場經驗及能量，同時於交流時間探討合作模式、產品標準、未

來趨勢等，主辦方可依需求同時安排廠商、研究單位、學校實驗室等參訪行程，最終目的以促成兩岸產

學研實質合作。

本次論壇內容分為兩部分: 論壇時間定為一天，上午以兩岸機器人產業發展與契機為主題，擬安排2場

報告；下午以工業用與服務型機器人生產及應用為主題，擬安排6場報告，預計邀約協會會員廠商作為

代表，報告人均為大陸和臺灣知名學者與企業代表。

三、主辦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ROA、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CRIA

四、活動地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會議室

五、活動時間：2014 年 7 月 10 日(四)

六、活動議程：

2014兩岸機器人及智能自動化產業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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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13:30~14:30

大陸工業機器人本體發展

上午將邀請兩位大陸產業代表及一位台灣
產業代表前來分享

台灣服務型機器人生產及應用

大陸工業機器人零部件發展

14:30~15:00 Tea Time (交流時間)

15:00~16:00

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應用

下午將邀請一位大陸產業代表及兩位台灣
產業代表前來分享

台灣服務型機器人生產及應用

台灣工業機器人現況應用與分析

16:00~17:00 議題座談時間 Panel Discussion 

17:30-19:30 晚              宴

下午：工業用機器人與服務型機器人生產及應用 ■

※主辦單位保留議程變動權利。

2014年兩岸機器人及智能自動化產業發展論壇行程表

日   期 時   程 活             動

7月9日(三) 下  午

報到，參觀展會

地點：(1)上海機器人展上TAIROA攤位(N5館B200)抵達上海或

(2)飯店

7月10日(四)
全  日 兩岸機器人及智能自動化產業發展論壇

晚  上 晚宴

7月11日(五)
上  午 參觀上海機器人展

下  午 賦歸，返回台灣

參加費用：本會不收取費用，團員需自行負擔台北-上海來回機票；提供台灣廠商代表3天2夜住宿招待。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0日止，額滿為止（預計：20位），請及早報名，以免向隅（同一單位報名人

數請勿超過2人）☆若報名人數超過，主辦單位保留參團最後審核權。

報名方式：活動報名表上必須填寫個人相關資料，為因應個資法之規定，敬請報名者詳細閱讀有關個資

保護之相關規定，並且勾選是否同意以及親筆簽名之。

聯 絡 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   陳怡樺, Fion Chen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mail: fion@tairo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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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屆韓國國際機器人產業展覽會(IRIS 2014)為韓國獨立之機器人展，指導單位為韓國知識 經濟局

(MKE)，由韓國機器人產業協會(KAR)、韓國機器人產業振興會、機器人控制系統協會等單位共同主辦。

伴隨此展覽活動尚有2014國際機器人競賽等。該展為韓國最具國際化的專業機器人展，亦為目前全球具

規模的機 器人展之一。本協會將於2014年辦理參展團。本展於2013年的參觀 及採購人數來自39國一共

83,000人次；參展企業共160個單位(國外參展商共8國)；共計使用450個攤位。本屆參展規模(總面積)預

計可達 23,370平方公尺。鑒於機器人是我國目前產業發展計畫重要之一環，為協助台灣廠商提高競爭

力，因此本會將組團前往拓銷，提高市場占有率。

主辦單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 

展覽名稱：「2014韓國國際機器人展」(ROBOT WORLD 2014 ) 

參展日期：2014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4天(實際展覽時間，不含佈展及撤展) 

參展地點：韓國首爾，韓國國際展覽中心(KINTEX 2) 

組團說明：

（一）、預定徵集廠商家數：

10個攤位(每攤位9平方公尺)。超出10個攤位時，協會亦 可代為承租攤位。

（二）、展覽項目：

機器人生產系統(製造用機器人及應用系統)、服務型機器人(非製造 用機器人及應用系統)、小

型生產系統、機器人模擬及視覺系統、 關連機器/裝置及要素機器。

（三）、參加廠商資格：

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相關產業廠商 

（四）、報名手續：

報名時請備齊1.報名表乙份（蓋公司章及負責人印 鑑） 2.公司產品電子型錄乙份，自即日起額

滿截止。   

（五）、詳細費用：

 *本會將依實際參展商家數分配補助款額度。每個標準/淨地攤位將補助新台 幣2.6~4萬元。回國後若

補助款仍有賸餘也將全數回饋廠商。領取國貿局補助 款之廠商需填寫領據作為補助款領取憑證。

活動聯絡人：智動協會   蔡專員 Mavis  （Mav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2014韓國國際機器人展」參展團參加辦法

※本展已申請國貿局推廣貿易基金補助，將補助前 10 個攤位報名廠商，額滿截止※

官方定價 協會報名價 會員現金補貼 非會員現金補貼

標準攤位(9 m2) USD 3000 NT$74,400/每攤位 NT$30,000/每攤位 NT$26000/每攤位

淨地攤位(9m2) USD 2600 NT$ 57,600/每攤位 NT$30,000/每攤位 NT$26000/每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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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智動協會承工業局委託出版產業期刊已屆滿兩年，兩年間我們一直努力進步，致力於提供最新、最好

的產業技術資訊給您，感謝您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您的支持是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有您

的反應回饋，我們將努力朝向更完善的方向邁進。

為了能讓我們做得更好，我們需要您寶貴的意見！

您收看到這本雜誌的管道是？ 

□協會會員(訂戶) 　□圖書館 　□朋友　 □我是作者 　□其他＿＿＿＿＿＿＿＿＿＿＿＿＿＿＿＿＿

本期期刊的單元中，您最喜歡的是？請依照喜歡的順序排名（1.2.3….以此類推）

＿＿＿專題報導　＿＿＿產業櫥窗　＿＿＿技術專欄　＿＿＿智動新知　＿＿＿活動快報

本期期刊中，您最喜歡的是哪篇文章？＿＿＿＿＿＿＿＿＿＿＿＿＿＿＿＿＿＿＿＿＿＿＿＿＿＿＿＿

理由是？＿＿＿＿＿＿＿＿＿＿＿＿＿＿＿＿＿＿＿＿＿＿＿＿＿＿＿＿＿＿＿＿＿＿＿＿＿＿＿＿＿

我想對作者說：＿＿＿＿＿＿＿＿＿＿＿＿＿＿＿＿＿＿＿＿＿＿＿＿＿＿＿＿＿＿＿＿＿＿＿＿＿＿

請問您對於本期美編設計，您覺得？

□非常好　□不錯　□有改善空間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為感謝您填寫此份問卷並回傳，我們將免費贈送下一期產業期刊給一名由您推薦閱讀的朋友，請

填寫以下資訊，並寄回至智動協會台中辦公室；

我將推薦＿＿＿＿＿＿＿＿＿＿閱讀這本雜誌

電話：(____) ＿＿＿＿＿＿＿＿收件地址：＿＿＿＿＿＿＿＿＿＿＿＿＿＿＿＿＿＿＿＿＿＿＿＿＿＿

若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來電或來信與我聯繫！我將盡速為您解答。
Nana Ho  neconana@tairoa.org.tw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地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7路17號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期 刊 意 見 調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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