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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6日 學界命題會議(左2:卓永財理事長，左3:黃漢邦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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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工程師證照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

能量大聚集

 產、官、學、研菁英動起來

證照從無到有，從概念、構想、考試科目、

評鑑內容、職能指標、題庫建置，再對外宣傳、

招考，最後取得政府與業界認可，每往前一小步

都必須經過無數次的大小會議，眾人的心血結

晶，才得以順利推進。

卓永財 在2006年擔任台灣製造工程與自動化

科技協會(tsmea) 理事長時，即指出智慧自動化是

台灣企業轉型升級必需要走的一條路，但學用落

差如此大，有大學文憑但不適合企業所用的人滿

街跑，企業所需的人才該去那裏

找？若企業界能自力救濟，團結

起來，舉辦公平、公正、公開，

且符合企業用人標準的考試，這

樣企業想要什麼人才，就出什麼

考題。經過這樣的認證，什麼樣

的人才，可以做什麼事，該給什

麼職務，起薪該給多少，就有一

個客觀可衡量的標準。現任台灣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理事長

的卓永財，當年即因這份信念與

對台灣這塊土地無可救藥的使命

前  言

是什麼樣的證照要動用超過500位的專家來擔任命題或審題委員？是什麼樣的證照

讓200多家企業願意優先錄用或面談來支持？是什麼樣的證照能吸引2萬多名考生來報

考？已經持續十年了，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將產、官、學、研菁英及考生的能量聚集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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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於是出錢、出力，跳出來當領頭羊。

黃漢邦 主任委員，則是自動化工程師證照

的另一個重要靈魂人物與推手，現任台灣大學機

械系終身特聘教授，有感於台灣地狹人稠、資源

缺乏，產業應朝進入門檻障礙高的智慧自動化與

機器人領域發展。但要發展此領域，人才欠缺是

一大隱憂，以台灣現行教育體制，很難培育出實

作很強的專業師傅級人才與具有遠見、視野、前

瞻創新的研發人才，但這是目前台灣產業市場最

缺乏的重要資產，要找到這些人才真的很難。黃

漢邦教授感佩卓理事長的信念與本身對教育的熱

忱，於是積極投入自動化工程師證照的推動，希

望為台灣產業界帶來改革的新力量。

自動化工程師證照，動員了400多位自動化

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命題，並由100多位企業高

階主管參與審題，是全台灣第一張由學界命題、

業界審題的證照考試；由於產業界專家的加入，

讓考試內容與產業界所需用到的知識和技術更緊

密的結合。可貴的是，這100多位業界專家不但

花時間參與會議，還針對每題題目仔細斟酌，一

一寫上意見，還提供很多意見給學界委員參考，

其中還有幾位是董事長親自參

與。由此可知，產業界對自動

化工程師證照的重視程度。

企業界團結起來

自動化工程師證照以幫助

企業把關篩選人才、縮短訓練

新人的時間為目標。嚴謹的題

庫設計以及公平客觀的審核標

準，不但可以幫企業選才，也

可以為企業加強員工實力，做

為 晉 升 的 參 考 ， 藉 此 去 蕪 存

菁，強化企業體質。

自動化工程師證照，已取得202家企業願

意優先錄用或優先面談的承諾。在智動協會

(TAIROA)的網站上，可以找到為企業界與考生

搭建的『自動化工程師媒合平台』專區，裏面有

202家廠商的基本介紹也有近萬筆的職缺，供有

需求的自動化工程師來挑選工作。以下介紹幾家

企業在內部推動的做法：

(一)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銀科技以HIWIN自有品牌行銷全球，為全

球第2大傳動控制與系統科技領導品牌，專業生

產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特殊軸承、工業機器

人、晶圓機器人及醫療機器人等精密傳動控制產

品。在鼓勵員工報考及推動自動化工程師的做

法，主要分以下6大項: 1.徵才相關的網站、廣告

及文宣品，均加上「具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者，優

先錄用」的字眼。2.「起薪較高」，新進同仁會

根據不同「自動化工程師級別，給予不同的敍薪

標準，但有「自動化工程師」證照的起薪會比較

高。3.「優先晉升」，同職等，具備自動化工程

師者，優先晉升。4.「考試費、授證費」由公司

出錢；同仁通過考試後，考試費、授證費均由公

司支付。 5. 「製作榜單」，每屆成績公告後，會

 

 

 

 
2009年10月24日業界審題會議，卓永財理事長親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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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榜單並公告，還在月朝會時由董事長或高階

主管，親自頒發證書。6.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調薪」，考試通過後，會依照學歷與通過的級

別，核發專業獎勵。

(二) 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旭東機械創立於1979年，從傳統模具製作與

自行車設備開發起家，跨入高科技尖端電子產業

設備領域，提供產業界不斷強化競爭力的支援，

不僅是機械設備的供應商，更期許成為提供整廠

售後服務的策略合作夥伴。在自動化工程師證照

的推廣上，以企業包班為主，每年開辦一次企業

包班課程，一年以機械相關課程

為主，另一年為電機相關課程。

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

試，來提升研發同仁的研發能量

與衡量學習成效。

(三)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培工業成立於1966 年，與

日本NTN 株式會社技術合作，

生產各式高品質、高精密的軸

承。在自動化工程師證照的推廣

上，只要通過「自動化工程師」

證照考試就發給高達萬元的獎

金，並且技術員可以跳級，直

接晉升為工程師。將證照作為

內部升等的重要利器，並透過

證照考試培養人才，進軍智動

化市場。

卓 永 財  理 事 長 表 示 ， 台

灣發展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

業，必須以「打群架」方式，

加速產業聚落建立，成為台灣

未來20年的核心產業。若每位

年輕人都要經過6~12個月的密集在職訓練才能進

入狀況，那台灣年輕人的競爭力在那裏？若能縮

短這些時間，讓年輕人進入職場後可以馬上發揮

戰鬥力，對整個智慧自動化產業能量的提升將有

很大的助益。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有202家企

業的認同，未來我們仍會繼續努力，以爭取更多

的企業認同與支持。

學生、老師認真起來

自動化工程師證照在每年的5月及11月舉辦

考試，每年的3-4月、9-10月是宣傳期。從2009年

 

 

 

 

黃漢邦主任委員 巡視考場(圖左1)

 

 

 

 
林明堯副主任委員(圖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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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屆到2015年5月的第12屆考試，總共舉辦了564

場的說明會。從第1場學校老師很緊張的在現場

監督(深怕學生受騙)，到第12屆時，高應大的許

兆民老師竟然說，高雄太遠了，你們不用來，

簡報傳給我，我來講。從一開始的不相信、到觀

望、進而鼓勵學生報考、到最後，拚了，輸人不

輸陣，卯起來開輔導課。以下就歸納各校的做

法，供大家參考：

1.畢業門檻選項之一：

有些科系已在系網站上列出，「自動化工程

師證照」為該系畢業門檻選項之一。如草屯商工

-機械科、中興大學-機械系、逢甲大學-電機系、

逢甲大學-航太系、聯合大學-電機系、宜蘭大學

-機械系、弘光科大-醫學工程系、南榮科大-機

械系、遠東科大-自動化控制系、勤益科大-機械

系、勤益科大-電機系、建國科大-自動化工程系

…等。

2.開設專班，輔導學生考證：

如逢甲大學-電機系、聯合大學-電機系、弘

光科大-醫學工程系、高第一-機械系、南榮科大-

機械系、遠東科大-自動化控制系、勤益科大-機

械系、建國科大-自動化工程系、高應大-機械系

…等。

3.學校補助考試報名費或授證費：

如台中高工-自動化工程科、逢甲大學-電機

系、逢甲大學-航太系、聯合大學-電機系、宜蘭

大學-機械系、高第一-機械系、遠東科大-自動化

控制系、勤益科大-機械系、勤益科大-電機系、

建國科大-自動化工程系、高應大-機械系、虎尾

科技大學…等。

4.老師自掏腰包：

有些熱心的老師自掏腰包訂購題庫送給同

學，也有通過考試時會補助學生報名費與授證

費，如正修科大機械系的林阿德老師、南榮機械

系的詹超主任…等。

5.同學自動自發成立讀書會：

正修科大與高應大機械系的同學們，不但學

長會參加考試，還會號召學弟們一起參加考試。

值得一提的是，台中高農生物機電系的李聲

謙主任，在2011年第4屆時帶著20個通過乙級國

家技術士證書的高中生，跳級來報考。其中有19

位同學在第4屆順利取得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的

證照。在2011年創下2個記錄：一個是自動化工

程師裏面年紀最小，另一個是及格率最高95%，

超越了一般的大學生。這讓委員們跌破眼鏡，並

且引發一連串的討論。在第11屆證照考試委員會

開會時，終於完成簡章修改。開放高職生，相關

科系二年級以上且持有國家技術士丙級以上證照

者，可以報名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

 

 

 

  

 

  

 

台中高農-李聲謙主任(圖右) 上銀科技-陳秋蓮經理(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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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許

在推動自動化工程師的過程，深深感受到辦

一張證照，從無到有真的很不容易，除了感謝卓

永財 理事長的遠見、起心動念以及無可救藥的

使命感。更感謝黃漢邦主任委員、林明堯副主任

委員所率領的證照委員會，因應國際形勢與考生

問題，開著一場接一場的會議，貢獻時間、學識

與經驗。也要謝謝蔡惠卿秘書長從證照形成參與

會議，到鼓勵大學生敢勇於挑戰術科考試，親自

參加車床術科考試。另外要感謝默默在後面支持

的無名英雄-上銀業界審題委員們，無給職但在

每次考完試後，總是很認真批改著一疊疊無法電

腦閱卷的填充題與問答題。最後要謝謝上銀科技

公司陳秋蓮經理所率領的台北企劃團隊，情義相

挺，從文宣製作，題庫編排、改版，到每年近百

場的校園巡迴，都會協助TAIROA，一間間學校

打電話，一間間學校的去做說明會，有些主任還

誤以為這是上銀科技主辦的證照。自動化工程師

證照能成功舉辦十年，要感謝的人太多，在此感

謝所有參與的人，期望自動化工程師證照可以愈

辦愈好，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可以讓台灣變

得更進步、更美好。

 

 

 

  

 

  

 

蔡惠卿秘書長 以身作則參加車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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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根據交通部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2條第13款（交通部，2014）規定，停置於路邊

之車輛，遇晝晦、風沙、雨雪、濃霧時，或在夜

間無燈光設備或照明不清之道路，均應顯示停車

燈光或反光識別標識(Retro-reflective markings)。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另有規定：當汽

車停車時，除依規定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

右側，在單行道則應緊靠路邊停車，其右側前後

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一定距離，

臨時停車為60公分；平常停車為40公分，但大型

車不得逾1公尺，在單行道左側臨時停車時亦須

比照辦理。通常，車輛在臨檢停放於路邊均須打

方向燈（警示燈）以提醒行車或路人；然而在

長時間停車時都會切斷電源，因此不再有警示訊

號，所能憑藉的安全配備只有反光標識， 對於車

輛停放與行車的安全性將是極大的危害。曾有車

禍案例（賴雅芬、崔顯亞，2008），起因於貨車

8 98 9

Research & Development of Warning 
Device with Light Emitting for Vehicles

大華科技術大學機電工程系

杜鳳棋 Feng-Chyi Duh

車輛發光警示裝置之研發

摘要

本論文所提出之研發產品係一種車輛發光警示裝置，可固定設置在車輛外部作為停車警

示之用，其係設有盒體單元、電能單元及照明單元。盒體單元可充分配合車輛任何處之彎曲

弧度緊密的貼合，並利用黏著劑黏固於車輛預定位置。電能單元係採用太陽能板產生電能，

藉以提供點亮LED之能源。照明單元至少包括光感測元件與震動感測元件，光感測元件可隨著

外界環境感應亮度來控制LED開啟及關閉；震動感測元件可感應到車輛震動的狀態來控制LED

開啟及關閉。當該車輛處於靜止狀態且在天色昏暗的情況下，LED會被開啟產生亮光；當該車

輛處於發動或在天色明亮的情況下，LED會被關閉電能而熄滅。當該車輛處於靜止狀態且在天

色昏暗的情況下，燈條會主動產生亮光，藉以達到警示的功能。

關鍵詞：發光警示、LED、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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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顯示閃爍停車燈光和反光標識，故判決車主須

負次要的肇事責任（張明宏、王泓鑫，2010）。

近年來，國人對於促進停置車輛安全性之技

術研發不餘遺力，經檢索得知本國相關的專利包

括有：停車警示吸盤燈（黃坤銘，1993）係由太

陽能充電式構造與光敏電阻所構成，可自動開啟

產生具充足亮度之警示光，以確保在夜間路邊停

車與夜間行車之安全性；具警示與指示效果之車

側踏板（潘妙選，2003）係於車側踏板朝外側之

周緣，設有與車體之電力系統相互連通之燈具警

示單元，於昏暗環境時可供乘客或其他人、車輕

易辨識，以增加行車與停車之安全；冷光交通標

誌牌結構（柯火明，2013）可經由電力驅動冷光

板發光，配合反光膜令交通標誌牌產生反光及主

動式發光效果，提昇交通標誌之指示、警告、禁

制等作用；發光警示防撞條（杜鳳棋、謝昆修，

2013）係為軟燈條與防撞條結合之形體，使用太

陽能板產生自主電能，當車輛處於靜止狀態且在

天色昏暗的情況下，軟燈條會主動產生亮光，藉

以達到警示的功能；燈具結構（黃燿鴻，2013）

係固設於後擋風玻璃內側面上，當燈具發光體受

驅動發出光線時，其光線便可經燈罩往後擋風玻

璃投射而出，以達到警示後方車輛效果；車用智

能燈光裝置（李文嵩，2014）係經由接收的感應

資訊及預設的環境亮度值相比較，計算得出環境

亮度的差值，據以對應光線投射點處的環境亮度

增加或降低發光亮度。

上述專利外，其他可供本研發產品參考之本

國相關的專利尚包括有：機車警示條（蘇弘格，

2014）係隨使用者彎折成不同造型並黏貼於機

車，藉由本身電能可達到冷光線發光之效果；具

發光警示作用之護帶（陳樹主，2014）係以電池

提供電能給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燈發亮，並可設定為不同閃爍時間的變化作用，

亦可藉由照射後所呈螢光發亮效果，達到具標示

及警示注意的功效；車門開啓自動強化照光及警

示之安全裝置（李明秀，2014）係將發光元件設

在車門的邊緣，使車門打開時，不論車門開啟方

式或開門角度，皆可提供照明指示並提醒其他車

輛注意迴避；發光警示裝置（黃怡仁，2014）係

為警示燈模組之導光條製成之裝置，配戴於從事

夜間運動、執行勤務與工作之使用者身上，或設

置於周邊相關的設備上，俾於陰暗環境中有效達

到發光警示之效果。

2. 目的

由於台灣地窄人稠，馬路停放車輛已習以為

常，路邊停車更是合法的壓縮行車空間，因此擦

撞事件層出不窮。為避免停車時發生被擦撞之糾

紛，目前已有市售之車身護條(Side protector)與防

撞護墊(Bumper pad)等商品問世，然而在光線不足

的環境中，這些保護車輛之安全配備的功能都會

大打折扣。防撞器(Protector)是一種維護車輛安全

的產品，通常都是使用於汽車保險桿轉彎處或車

身，用以防止汽車保險桿被刮傷或撞傷；亦可在

擦撞其他車輛或物體時，降低擦傷的可能性。但

在夜間昏暗的空間中，這種消極性的產品也會使

防範車身損傷的功效大幅減弱。

為使車輛停放於路邊時，對於車輛本身與往

來行車都能提升安全性，可固設或臨掛在車輛外

部。本論文之研發產品能主動偵測天色明暗與車

輛動靜而產生發光的警示裝置，主要包括盒體單

元、電能單元及照明單元等三個部分，其中發光

源係為等間距佈列的LED並與電能供應元件作電

性連接，該電能供應元件主要係為太陽能板(Solar 

penal)，用以吸收太陽日照光能轉化為電能，並

利用電能儲存元件以儲存轉化之電能。本研發產

品之照明單元至少包含有光感測元件與震動感測

元件，透過控制面板的運用，可隨著外界環境感

應亮度與車輛本身的感應震動，藉以控制LED開

啟及關閉。

8 9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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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

本論文所提出之研發產品係為一種車輛發光

警示裝置，圖1為本研發產品之使用示意圖，從

外觀可看出主要的元件包括有：盒體單元(1)、電

能單元(2)及照明單元(3)，其中該電能單元及該

照明單元係密封並固定設置於盒體單元內部，電

能單元及照明單元則是採用電線作為連接。本研

發產品可使用黏著劑或螺絲永久性固定在車輛外

部，或利用磁鐵暫時性吸附在車輛外部，當該車

輛處於靜止狀態且在天色昏暗的情況下，照明單

元會主動發出亮光而作為停車警示之用。

 圖2與圖3分別為本研發產品之立體組合圖

與平面組合圖；此外，圖4則是本研發產品之立

體分解圖。本研發產品之盒體單元(1)包括盒本體

(11)、盒蓋(12)及螺栓(13)，主要功能在於容置電

能單元與照明單元，其中盒本體(11)採用高強度

透明塑膠材料一體成型製成，該盒本體包括上盒

本體(111)、下盒本體(112)、開關安裝口(113)及

支架(114)；盒蓋則包括有螺栓孔(121)。該上盒本

體保持透明特性，以便照明單元發出亮光能穿透

盒體單元；該下盒本體可塗附深色塗料，避免容

置在盒體單元內部照明單元的元件，長時間曝曬

圖1 本研發產品之使用示意圖

圖2 本研發產品之立體組合圖

圖3 本研發產品之平面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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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而影響性能；該開關安裝口為一個矩形槽，

係銑製加工而成；該複數支架可用以安置電能

單元，並固定照明單元；支架開放端具有攻牙螺

紋，配合螺栓的使用，可栓緊盒蓋以達到盒體單

元密封的功效。

 本研發產品之電能單元(2)包括有太陽能板

(21)、撓性導線(22)及端子公接頭(23)，其中太陽

能板係安置在盒體單元內部的支架上，利用螺栓

栓緊盒蓋而固定在上盒本體；該太陽能板用以吸

收太陽日照光能轉化為電能，藉由撓性導線與端

子公接頭作電性串接，透過端子公接頭將電能傳

輸至照明單元。

本研發產品之照明單元(3)包括有控制面板

(31)、LED(32)、端子母接頭(33)、電能儲存元件

(34)、開關(35)、光感測元件(36)及震動感測元件

(37)，其中LED、端子母接頭、電能儲存元件、

開關、光感測元件及震動感測元件均係焊接在控

制面板上。該端子母接頭與電能單元之端子公接

頭作電性連接，用以接受電能並儲存於電能儲

存元件。該電能儲存元件使用可充電式鋰電池

(Lithium battery)作為電能儲存；優良的可充電鋰

電池約有500次以上的壽命（從2.5伏特充電至4.2

伏特算一次、1.5倍電池容量充電電流為基準）。

該開關可採用滑動開關(Slide switich)或翹板開

關(Rocker switch)，可作為總電源的開啟或關閉

之用。光感測元件採用光敏電阻(Light dependent 

resistor)，該光敏電阻主要由硫化鎘(Cadmium 

sulfide, CdS)材料製成，用以隨著外界環境感應亮

度來控制LED開啟及關閉；其電阻和光線的強弱

呈現直接關係，光強度增加則電阻減小，光強度

減小則電阻增大。震動感測元件可採用壓電式感

測器(Piezo sensor)，藉由車輛震動而產生訊號。

圖5係為本研發產品之控制方塊圖，從圖可

知在天氣變暗時，光感測元件(36)作動使控制面

板(31)會配合震動感測元件(37)的訊號，進而決定

導通電能使LED發光；當天色明亮時，控制面板

圖4 本研發產品之立體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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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自動關閉LED電能；當天氣變暗使光感測元

件將訊號傳遞至控制元件後，震動感測元件會作

動感應車體的震動程度，透過控制元件行使LED

開啟或關閉的作動。當車輛啟動而使車體產生震

動時，震動感測元件會將訊號傳遞至控制元件而

關閉LED電能；當車輛熄火而使車體靜止時，震

動感測元件感應不到車體震動而使控制面板導通

LED電能。

4. 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所提出之研發產品能主動偵測天色與

車輛震動，從而產生發光的車輛發光警示裝置，

主要包括盒體單元、電能單元及照明單元等三個

部分，其中由燈條依不同設計佈列複數發光二極

體（8mm×8mm×5mm，2~2.2V，20~40mA），並

外接於光感測元件與電能單元，而於該燈條包覆

並固定裝設於盒體單元，使電能單元及照明單元

密封於盒體單元內部。

本 研 發 產 品 利 用 照 明 單 元 之 光 感 測 元

件 （ 5 m m ， C d S 光 敏 電 阻 ） 與 震 動 感 測 元 件

（8.5mm×6.5mm，25mA，5Ω），透過控制面板

的設計與運用，可隨著外界環境感應亮度與車輛

本身的感應震動，藉以控制燈條開啟及關閉。

電能單元主要仰賴一片太陽能板（55mm×25mm× 

3mm，2V，60mA），用以吸收太陽日照光能

轉化為電能，並利用可充電式鋰電池（3.6V，

35mAh）作為電能儲存元件儲存轉化之電能，透

過切換的動作把電能從輸入端轉送至電源供應電

路的輸出端，藉以供應燈條與感測單元所需之電

能。當可充電式鋰電池充滿電後，可提供防撞器

作動達8小時；若在白天有陽光照射的情況下，

太陽能持續轉換補充電能，作動時間可再增長。

本研發產品已完成雛型之開發，形體與外觀

如圖6之實體照片所示。盒體單元可充分配合車

輛任何處之彎曲弧度緊密的貼合，唯因盒體單元

須容置8mm×8mm×5mm之燈條、8.5mm×6.5mm之

震動感測元件、Ø20mm×H2.5mm之可充電式鋰電

圖5 本研發產品之控制方塊圖

12 1312 1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6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6月號

池，且匹配電能所需55mm×25mm×3mm之太陽能

板亦須固設於其內，故實際完成的創作的盒體單

元形體尺寸為69mm×51mm×31mm。完成之創作可

固裝或運用強力磁鐵，輕易地配置在車輛前後保

險桿亦或車身任意處。

   

5. 結論

車輛之停放於路邊，應確實向行經之路人傳

達停放車輛之位置，尤其在昏暗環境更應提供

人、車輕易辨識之警示標識，以增加行經車輛之

安全性；畢竟停置的車輛就如同障礙物，總是會

影響到人、車行經的空間，所以應該擁有警示標

識，以增加行經路人的安全。

為使車輛停放於路邊時，對於車輛本身與往

來行車都能提升安全性，本研發產品透過產學合

作完成之雛型具備有主動夜間警示、震動與光照

感測及節能發電等三大特色（參見圖7）。本研

發產品於2012年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銅牌獎，同時於2013年獲得中華民國新型專

利證書（證書字號：M465312），如圖8所示。

由於本研發產品已達到預期的功能，未來將朝向

更小型化的方向改良，俾使本研發產品儘早能成

為成熟之商品，這也是本研究團隊近期努力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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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台灣的土地價格昂貴取得不易、人

工薪資成本大幅提升，因此許多企業紛紛建構高

效率的倉儲系統，以提高物料存取、貨物搬運效

率，良好的管理制度、適當調節物料與產品降低

庫存成本，便可增加企業競爭力。在機械產業方

面，物料與產品數量眾多，為方便調節物料與產

品的生產製造之需求，已經由傳統人力轉變為機

械化及自動化作業生產，而需設置自動化倉儲系

統(Automated Storage / Retrieval System，AS/RS)。

自動倉儲系統在許多先進國家是普遍使用而發展

成熟的技術(歐、美、日)，而國內企業為了減少

儲存成本、節省人工、即時與快速的管理系統，

因此也開始引進此系統。

根據吳濤[1]文獻指出，倉儲被定義為貨物暫

存與儲存的地方，這是定義儲存所需的各種設備

和存放位置的選擇，亦即是有關原料、產品、製

成品及需等待處理的產品所儲存的一種設施。根

據朱明彰[2]文獻指出，自動倉儲系統為無人化

自動控制之立體倉儲系統。AS/RS的作業領域包

括：(1)原料購買、物料的品檢與儲存，達到自動

入庫功能；(2)製造暫存區來緩衝各個不同製程流

量；(3)銜接自動化生產之自動分類、堆棧系統，

使製程平衡，流程順暢；(4)出庫整合自動包裝、

貼標籤、分楝設備，達成自動化物料出貨作業。

根據Bozer與White[3]及Linn與Wysk[4]文獻指出，

隨著時代變遷的國際化環境、勞工薪資及產業結

構的變化，將會面對到量少樣多的配送、商品的

多樣化、倉儲庫存減少、送貨時間縮短等問題，

因此必須朝向自動化與資訊化的倉儲系統發展。

自動化倉儲系統最主要的優點包括：(1)改善儲

存空間使用率；(2)節省直接與間接的勞力成本；

(3)改善存/取貨管理；(4)減少貨物的損壞與失竊

率；(5)增加倉儲作業安全性；(6)增加倉儲系統生

產力；(7)減少人員的傷害；(8)節省搬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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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饒忻與姜世川[5]文獻指出，自動倉儲系

統需結合電腦、各式各樣控制器、存取裝置與周

邊設備等設施，能夠精確又迅速地儲存、提取、

控制、記錄及管理倉儲作業之系統。其中各周邊

設備及電腦系統透過控制器做整合動作，一個好

的控制器設計者具有：(1)對現場物流充分的了

解，並配合機械設備及電腦程式的特性做設計；

(2)充分了解業主的操作方式，並依其需求設計；

(3)預留一些空間以利以後程式的擴充及修改；(4)

了解運轉後業主的操作困難點，以做為下次設計

改善；(5)多方面吸收物流裏之現場設備的機電介

面等相關知識，如此方能達到符合業主要求的規

劃與設計。根據郭長裕與林明賢[6]文獻指出，自

動倉儲系統是由伺服主機管理主程式，主控對高

架吊車、繳庫區PLC、出貨區PLC及各顯示器之

通訊命令；以站號的方式傳送各站通訊命令，透

過各站通訊工作站之通訊接收及通訊傳送程式，

由RS232傳送至PLC作控制。在伺服端主程式是

以Visual Basic軟體開發，介面中能作繳貨管理、

出貨管理、庫存管理、盤點管理、報表、工作檔

查詢、硬體維護及管理設定。根據戴宏昇[7]文獻

指出，自動倉儲系統由電腦傳送訊息給介面卡，

介面卡則會與硬體控制卡做連接，硬體控制卡收

到電腦傳來的訊息，去驅動外部的硬體設備；

電腦控制程式是利用Visual Basic 6.0軟體開發，

提供人性化的圖形使用者介面環境，發展容易。

此外，Visual Basic6.0相較於其他專業套裝軟體便

宜許多。根據洪志宏與馮明惠[8]文獻指出，隨

著多元化無線通訊技術、嵌入式設備及微機電系

統技術的愈趨成熟，導引設備走向輕薄短小，而

在工作及生活環境中，佈置大量、微小、便宜、

低耗電的感測及通訊裝置，因此帶動了智慧化居

住空間的應用。智慧化居住空間不僅透過無線網

路來整合週邊的設備，可提供無線環境的監控，

且使用者能在任何環境中，輕鬆使用電腦、手機

等各種電子設備，獲取所需要的服務，提供一個

安心、安全、健康、舒適、便利的智慧化居住空

間。根據陳志明與傅立成[9]文獻指出，無線感

測網路具備成本低、體積小與耗電低等特性，最

近幾年也廣泛被運用於居家保全、自動化控制與

健康照護等應用領域，其中以ZigBee技術最具有

架構簡單、低消耗功率與低傳輸率之特性。隨著

ZigBee標準與產品開發日漸成熟，以ZigBee為主

要的無線感測網路已經成為許多環境監測與家庭

自動化等應用領域的重要技術。根據關恕、陳明

豐、施文彬、趙福杉、邱弘緯、高程延、黃榮山

[10]文獻指出，無線通訊網路也可以使用在遠距

離醫療，並使用ZigBee通訊協定來作為遠距離醫

療照護系統的平台，其最大好處是省電，能夠方

便地長時間監看受測者的生理資訊，讓醫檢過程

更有效率，方能正確診斷疾病，並給予最快速的

治療。

根據毛偉龍、林炳宏、曾蜂元、呂炤易、沈

自、陳柏宏、莊賦祥[11]文獻指出，運用ZigBee

無線通訊網路結合電壓、溫度感測器，並無線監

測各個太陽能板之電壓、溫度狀況。ZigBee無線

通訊模組由於節點多達65535個，具有能ㄧ對多

個模組進行通訊及進行資料的傳送與接收。

ZigBee無線網路應用包括智慧化居家系統、

遠距離醫療系統、光電自動化監測系統，使業者

能快速的掌握現況去做即時與精確的服務。自動

化倉儲系統雖然能帶來許多利益，但是一個倉儲

系統包含許多控制法則與各式各樣的軟、硬體設

備，所以業者為了與其他競爭者做競爭，必須減

少土地、佈線、人力、檢修的成本，而自動化倉

儲系統與ZigBee整合即為重要的ㄧ環。

二、通訊原理

2.1並列與串列通訊[12]

一 般 電 腦 通 訊 埠 可 以 區 分 為 ： 並 列 傳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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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Communication) 如圖1所示；串列傳輸

(Serial Communication)如圖2所示。並列通訊一次

傳輸8個位元，串列通訊一次傳輸1個位元，兩者

傳輸量相差8倍，但是並列通訊資料傳輸過程中

容易互相干擾，使得傳輸資料容易發生錯誤，所

以傳輸距離較短，使用上較為受限。相較之下，

串列通訊傳輸距離較遠，成本較低，所以在工業

上受到廣泛使用。本文電腦與可程式控制器之

間，即是採用串列通訊。

圖1 並列通訊

 2.2電腦與可程式控制器通訊

本文所使用之電腦與可程式控制器的通訊協

定，是使用RS-422 to RS-232傳輸介面(FX-232AW)

之通訊協定，適用於三菱FX(或士林AX)系列PLC

機種。

2.3 PLC←→PC通訊架構[13]

PLC←→PC通訊架構如圖3所示，PC被設定

為主系統(Master)，PLC則為僕系統(Slave)，主系

統PC發出命令訊息，僕系統PLC祇有接收到PC的

命令後，才依該命令之要求回應訊號給PC。通訊

過程如下：

(1)首先由PC送出一請求信號(1)ENQ給PLC。

(2)PLC對ENQ解讀後回應一確認訊號(2)ACK

給PC。

(3)接著再由PC發出一(3)命令訊號給PLC。

(4)PLC則傳回一(4)回應訊息給PC。

2.4 PLC←→PC通訊參數及傳輸訊息方式[13]

(1)PLC←→PC通訊參數

a.傳輸格式：標準RS-232、非同步、雙向傳

輸

b.傳輸速率或鮑率(Baud)：9600 BPS

c.同位檢查(Parity Check)：偶同位 (Even 

parity，E)

d.資料位元(Data bit)：7 bits

e.停止位元(Stop bit)：1 bit

f .資料比對方式：偵誤碼 (Sum Check or 

Checksum)

g.傳輸字元：ASCII碼

FX系列常用的字元(Character)及其16進制碼

如表1所示。

2.5 PLC←→PC傳輸訊息格式

在PC與PLC之間所傳送的資料，需以STX和

ETX包裹命令碼(CMD)及其相關的資料(DATA)，

再加上檢查碼後，形成如圖4所示的訊息格式之

後才能被傳送與接收。另外，ENQ、ACK及NAK

則是以單一控制的字元形式被傳送。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表1 FX系列常用字元及其16進制碼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圖3 PLC←→PC通訊架構

圖2 串列通訊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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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X_PLC元件規格及特性[13]

本文所採用之三菱火狐狸FX2_PLC，其元件

規格、特性、位址配置方式，列於下表2所示。

2.7 PC→PLC通訊命令[13]

PC可以對FX系列PLC內部元件群執行讀取、

寫入或單一元件強制的通訊命令，共有4種，各

命令碼代號、種類、目標元件(群)及其功能，則

如表3所示：

表3 PC→PLC通訊命令

三、 系統架構

自動化倉儲系統(Automated Storage / Retrieval 

System，AS/RS)，為自動倉儲系統與查詢系統兩

者的結合，其中包括立體存料架、堆高機、各種

類型的叉車、出入庫輸送帶系統、無人搬運車、

控制系統與其他周邊設備所組成。此系統能充分

利用存儲空間，通過電腦可實現設備的人機控

制，迅速準確地處裡物品，合理地進行庫存管理

及資料處理。通過持續地檢查過期或過長庫存的

物品，防止不良庫存，提高管理效能。本論文主

要是開發出一套簡易式PC-Based自動倉儲之遠端

監控系統，藉此以降低成本，本倉儲系統支架構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 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 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 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 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表2 三菱火狐狸FX2_PLC元件規格及特性一覽表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命 令

字元 
16 進

制 
註解 

STX 2H Start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開頭字元 
ETX 3H End of Text : 訊息格式之

結束字元 
ENQ 5H Enquiry : 來自 PC 之詢問

信號 
ACK 6H Acknowledge : 對 ENQ確

認後之回應訊息 
NAK FH Negative ACK : 無法確定

之回應訊息 

 

元建規格及特性 元件編號(位址

配置) 

外 部

輸入 

8進位 X0—X377 

外 部

輸出 

8進位 Y0—Y377 

一般用 M0—M499 

停電保持用 M500—M1023 

 

內 部

繼 電

器 

(10

進位)

特殊用 M8000—M8255 

初始狀態用 S0—S9 

一般用 S10—S499 

停電保持用 S500—S899 

 

步 進

狀 態

或 接

點 
警報用 S900—S999 

100ms T0—T199 

10ms T200—T245 

1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46—T249 

 

 

計 時

用 

100ms積算型 

_停電保持用 

T250—T255 

上數(加算)型_

一般用 

C0—C99 

上數(加算)型_

停電保持用 

C100—C19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一般用 

C200—C219 

上/下數(加/減

算)型_停停電

保持用 

C220—C234 

 

 

計 數

器 

 

高速計數器 C235—C255 

一般用 D0—D199 

停電保持用 D200—D511 

特殊用 D8000—D8255 

間接指定 V/Z 

 

 

資 料

暫 存

器 檔案暫存器 D1000—D2999 

Jump/Call P0—p127 指標 

程式中斷插入

用 

10xx—18xx 

主 控

點 

MC/MCR N0—N7 

10進位 K 常數 

16進位 H 

命令 命令 目標元件 功能 

碼 種類 (群) 

｀0＇ 元件

群讀

取 

X、Y、M、

S、T、C、

D 

讀取 bits

或 word數

值 

｀1＇ 元件

群寫

入 

X、Y、M、

S、T、C、

D 

寫入 bits 

或 word數

值 

｀7＇ 強制

為 ON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N 

｀8＇ 強制

為 OFF 

X、Y、M、

S、T 

強制某一

bit 為 OFF

0B

圖4 FX系列通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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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3.1 硬體介紹

本論文自動化倉儲本體設備主要包括進料座

一個、出料座一個、倉儲料架一座、存取機X，

Y，Z軸、倉儲控制I/O設備、ZigBee通訊設備、

個人電腦、網路攝影機。以下介紹硬體設備。

3.1.1進、出料座

相關進、出料座之機構如圖5、6 ，採用鋁

塊洗削成型，料座長10cm、寬5.8cm、高1.5cm，

將U 型不繡鋼與料座配合螺絲結合所構成，相關

進、出料座之光電感測器元件編號如表4。

3.1.2倉儲料架

邊框部份採用鋁擠成型，長38cm、寬3cm、

高42cm，存料座是壓克力板鑽孔使用六角螺絲與

六角螺帽結合，4行、4層、單排，共有16個存料

位子(如圖7)，是屬於小規模的簡易式倉儲，成本

較低。

3.1.3存取機構X軸

相關存取機X軸機構如圖8，以交流馬達

(AC220V、25W、50/60Hz、0.25A、1500/1800rpm)

經由變頻器(輸入電源規格：1PH、100-120V、

50/60Hz、9.0A，輸出電源規格：3PH、0-240V、

2.5A、1.0kVA、0.5HP，輸出頻率：1~400Hz)驅動

存取機水平X軸方向移動，相關存取機X軸元件

圖5 進料座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 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6 出料座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表4 進、出料座光電感測器元件名稱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 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7 倉儲料架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 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8 存取機X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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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存取機X軸元件名稱
3.1.4存取機構Y軸

相關存取機Y軸機構如圖9，存取機Y軸元

件名稱如表6，以氣壓缸(雙導桿滑台氣壓缸、

ψ80mm、行程160mm)和氣壓缸(平行夾爪、

ψ32mm、行程70mm)驅動存取機水平Y軸方向移

表6 存取機Y軸元件名稱
3.1.5存取機構Z軸

相關存取機Z軸機構如圖11，存取機Z軸

元件名稱如表7，以直流馬達(DC24V、20W、

1.2A、1800rpm、1.08kg/cm)連接編碼器(解析度為

1024pulse/rev)再連接滾珠螺桿(導程5mm，有效行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 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名稱如表5。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9 存取機Y軸機構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動與夾放動作，相關夾爪機構如圖10。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10 夾爪機構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11 存取機Z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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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存取機Z軸元件名稱
3.1.6倉儲控制I/O設備

本文倉儲控制I/O設備主要包括可程式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類比輸出

模組(FX2N-2DA);相關PLC與FX2N-2DA控制模組

如圖12所示。

 PLC具有穩定性高、配線容易、價格便宜等

優點，在工業控制之使用上歷久不衰，是目前

產業界自動化中極為重要的控制器。本論文所採

用PLC為三菱FX系列，型號2N-80MR，為繼電器

輸出，共有40個輸入點及40個輸出點可供控制。

本論文所採用PLC擴充模組為三菱FX系列，型

號2N-2DA，為類比輸出，共有2個輸出點可供控

制。

3.1.7 ZigBee通訊設備

本文ZigBee通訊設備採用高儀科技有限公司

的設備模組，分別有IP-Link 5501與IP-Link 2220兩

種模組；相關ZigBee通訊設備模組如圖13、14所

示。

ZigBee具有低耗電、低成本、網路容點大等

優點，故廣為大眾所使用。

3.1.8 個人電腦

本文所採用的是一般個人電腦，如圖15所

示。

 此外，本文採用的是P2P的網路攝影機，如

圖16所示。

 3.2連線方式

本文連線方式如圖17所示，客戶端工程人員

可藉由其個人電腦之VB程式，以TCP/IP連結至伺

服端電腦監視多個子系統。

程280mm)驅動存取機垂直Z軸方向移動。

號

碼

名稱 

a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b 光電感測器

(光電開關) 

 

號碼 名稱 

a AC馬達 

b 極限開關(3P) 

c 極限開關(3P) 

d 光電感測器(光電開關) 

e 

f 

g 

h 

i 

 

 

定位感測片 

j 變頻器 

 

號碼 名稱 
a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b 近接感測器(近接開關) 

 

 

號碼 名稱 

a DC馬達 

b 編碼器 

c 極限開關(3P) 

d 極限開關(3P) 

圖12 PLC與FX2N-2DA控制模組

  
 

  
 

圖13 IP-Link 5501 通訊模組(Master端)

  
 

圖14 IP-Link 2220通訊模組(Client端)

  
 

圖15 個人電腦

22 2322 23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6月號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2015/6月號

 本文子系統連線方式如圖18所示，伺服端

工程人員可藉由其個人電腦之VB程式，以USB

連結至ZigBee(Master)，再透過無線網路連結至

ZigBee(Client)，ZigBee(Client)可經由RS-232/422連

結三菱FX2N可程式控制器，藉以監控自動化倉

儲系統。

3.3 系統製作

本文之伺服端監控系統的製作步驟流程如

圖19所示，首先依據需求，規劃自動倉儲作動方

式，接著進行滑台、AC-DC馬達驅動器、可程式

控制器之間的配線，接著進行設計系統之PLC程

式與VB程式之設計。

四、結果與討論

4.1結果

A. 倉儲系統硬體

  
 

圖16 網路攝影機

  
 

圖17 與子系統連線方式

圖18 與設備連線方式

  
 

圖19 系統製作流程

  
 圖21 倉儲系統硬體原型

  
 

圖20 倉儲系統硬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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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倉儲監控系統連線方式

C. PLC流程

D. PC端監控PLC

由於PLC程式須提供遠端控制，故使用串接

輔助繼電器來取代。

E. 使用ZigBee模組需設定通訊設定

ㄧ、IP-Link 5501 Master端

二、IP-Link 2220 Client端

圖22 倉儲監控系統連線方式

 
 

 

 
 

 

圖23 倉儲存、取料流程

 
 

 

表8補助繼電器編號

 
 

 

圖24 倉儲存、取料系統之伺服端電腦

圖25 PLC之IO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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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討論 

本論文之目標：

(1)建立一套「主從式架構之分散式網路監視

系統(Client-Server Control System)」。

(2)建立無線ZigBee模組，將自動化倉儲與

PC-based結合，可節省配線的困擾，以降低配線

的成本。

(3)建立伺服端系統之藉由ZigBee無線遠端監

控自動化倉儲系統的監控程式，使控制者遠距離

控制自動化倉儲，存料、取料、庫存管理等都可

以在近端即時達成。

(4)建立客戶端系統之藉由網際網路遠端監

視自動化倉儲系統的監視程式，可遠端監視多個

伺服端系統庫存情形，以便進行物料之控管與調

配，並降低庫存量。

 
 

 
圖28 伺服端電腦之人機介面程式摘要(VB)

 
 

 

圖27 伺服端電腦之人機介面

 
 

 

圖26 安置輔助繼電器之PLC階梯圖

 
 

 

圖29 近/遠端通訊協定

 
 

 

圖30 倉儲存、取料系統之IP CAM 視覺監控介面

圖31 遠端倉儲監控系統硬體原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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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監控系統之命令訊息與回應訊息通訊

格式，來連接匹配與物流倉儲端之PLC控制器與

感測器。

(6)建立網路攝影機系統之藉由網際網路來監

視自動化倉儲廠區，以便即時處理緊急事件。

五、結論

本計畫已成功架設無線自動化倉儲控制系

統，功能包括人工選擇倉位的存料，人工選擇

倉位的取料，以及手動調整存取機X軸、Y軸、Z

軸、取料、放料方向的移動，讓自動化倉儲系統

能達到節省倉儲空間、節省出入庫時間、節省人

力資源、提高作業安全性及減少貨物搬運損壞，

且設計人機介面程式，可方便監控自動化倉儲入

庫、出庫等操作，並藉由感測元件隨時監視倉儲

系統的狀態。同時也透過網際網路之客戶端自動

化倉儲監視系統，伺服端系統倉儲狀態能隨時傳

至客戶端監視程式，使客戶端管理者可即時得知

倉儲系統的狀態，以便進行物料之控管與調配，

並降低庫存量。網路攝影機的設置，則能使伺

服端與客戶端管理者能夠取得倉儲廠區的現場畫

面，以方便管理、輔助監視與發生緊急狀況的危

機處理，因此本論文整合以上述結果，達到以無

線ZigBee模組結合PC-based之倉儲系統自動化暨

遠端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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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物飛漲只有薪資不漲，是窮忙族朗朗上口

的一句口頭禪，台灣人均所得已名列四小龍之

尾，加上中國、東協等亞洲新興市場崛起，人才

濟濟，要如何提升自我競爭力，在這全球化的競

爭環境裡脫穎而出為自己加薪呢？

以智慧自動化產業為例，人才核心競爭力有

五大面向：

一、專業

在台灣，大學錄取率高達九成以上，大學畢

業儼然已成為新鮮人的基本門檻，因此，通過自

動化方面專業技能檢定或考取相關證照，例如：

智慧自動化協會之自動化工程師證照、勞動部之

機電類別技術士證照、學校推廣處之自動化職前

訓練證書等，可為自己在職場加分許多；更可善

用企業與政府資源在職場中持續深耕學習，例

如：新人訓練、內外部訓練、在職進修、產業人

才投資方案、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職業訓練等等

諸多渠道，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務求學以致用、

用以致學、符合需求、精益求精。

二、外語

面對全球化時代，企業不斷將觸角伸往國

際，各國人才互相合作已是常態，基本的溝通能

力更為重要。即使在中國已崛起的現代，越來越

多外國人開始學起中文，但不可否認，英語仍是

全球共通的主要語言，在專業能力以外，學習第

一甚至第二外語對個人來說更有加分作用。

三、移動

錢多、事少、離家近的想法已成為過去，在

高度競爭的全球化時代，成為可跨疆界移動的人

才為競爭力關鍵因素之一；尤其中國今年已邁入

路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及成本不如以往，自動化

需求逐年增高，是

兩岸自動化人才的機會及優勢；在職場中，可多

爭取出差或派駐的機會提升視野、學習差異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

四、適應

《鐵娘子The Iron Lady》中有一段話：「思

想會化成語言，語言會化成行動，行動會變成習

慣，習慣會變成個性，而個性會決定命運！我們

想什麼，就會造就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

適應環境而非環境來適應你；不同國家或不

同組織間都存在許多差異性；例如：文化、氣

候、政治、法律、經濟、社會、語言、技術、飲

食、民族意識等，如何異中求同、同中存異，讓

自己成為變形蟲人才，能因時適地的變換融入各

種不同環境發揮最大綜效。

五、態度

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態度也是一個人成功

的關鍵。

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信中說:「如果你視工作

為一種樂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視工作為一

種義務，人生就是地獄。」 在職場中，學歷高或

專業技能頂尖的人，不見得位居要職。你會發現

那些成功的人，往往有好的人際關係，有自己的

目標，凡事抱著正面樂觀的態度來思考，保持足

夠的熱情，堅定並持續朝目標前進，這不是說專

業力不重要，而是在專業外，你還需要有正向積

極熱情的態度去支持目標的達成。

將本求利是營利企業不變的使命，員工對於

企業貢獻度的高低將決定薪資的水平，這說明了

薪資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老闆，因此，如何擺脫

窮忙族，關鍵就在自我價值的提升。

提升自我價值，擺脫窮忙一族
旭東機械人資部主任張志鵬(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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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底，日本軟體銀行公司的人形機

器人「Pepper」開始對外販售，27日當天限量300

台，上午10點起接受訂購，1分鐘後即售完這款

由台灣鴻海公司所代工生產的機器人。同樣在2

月，電動汽車巨頭特斯拉公司(Tesla)向德國杜爾

公司(Dürr)簽訂了史上最大的機器人採購訂單，

用在汽車生產製造上。日本發那科公司(FANUC)

宣布將在2016年之前投入1300億日元，在日本國

內新建工廠和研究所，以獲取全球不斷擴大的自

動化產業應用需求商機；這是一個智慧機器人蓬

勃發展的時代，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

本文將從Robo-stox ETF探討國際級領導廠商的發

展現況，剖析出全球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走

向，再探討大中華區機器人產業裡的潛力公司及

機會。

一、從Robo-stox ETF看國際領導廠商的

發展現況

在現今機器人軟硬體技術愈來愈進步的同

時，工廠或生產製造單位投資自動化的所要付出

的成本，無論是機器人本體或自動化設備的整合

成本均可能會愈來愈低，因此對於自動化相關軟

硬體設備製造商來說，市場會愈來愈大；也就是

說自動化設備生產商和供應商的規模很有機會不

斷擴大。如何探討所謂的國際級機器人領導廠

商，或許可從ROBO-STOX ETF這檔指數型基金說

起。

美國ROBO-STOX LLC公司在2013年10月開創

了全球第一個機器人與自動化的指數股票型基金

(ROBO-STOX Global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dex 

ETF)，它不是看單一機器人公司的競爭力表現，

而是追踪世界上機器人和自動化產業的主要公

司，提供投資人參與這些公司投資的指數股票

型基金，是第一個根據全球主要機器人與自動化

公司在金融市場表現的交易指數。ROBO-STOX 

LLC公司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Texas，

Dallas)，公司成立的宗旨之一就是放眼全球並找

出機器人及自動化領域的相關商機，其憑藉著內

部專業經理人對於自動化產業長年的經驗與專

業，在全球各國洞察各種資本額不一的機器人及

自動化企業，除了為全球的投資人和法人機構投

資者提供自動化產業的諮詢服務外，並提供一個

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的投資標的「ROBO-STOX 

Global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dex ETF」。

ROBO指數基金的市值為1億美元，成份股

目前是由來自歐洲、亞洲、美洲地區的78公司所

組成，78檔成分股中，美國、日本、德國及台

灣企業家數分別佔約41.43%、25.76%、7.99%及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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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的全球78家公司裡，其中有具成長潛

力的公司、也有正處蓬勃發展的公司，例如

AeroVironment (AVAV)、iRobot (IRBT) 和Intuitive 

Surgical (ISRG)、有該領域裏處龍頭地位的公

司，例如日本FANUC、美國3D SYSTEMS、日

本Harmonic drive systems…等等，78家公司裏約

40%是該領域處龍頭地位的公司，另外60%則是

非「領頭羊」型的公司，而且業務並不完全直接

與機器人或自動化沾上邊，例如台灣的東元電機

公司，但是這類型的公司被選入基金成份股的理

由是在自動化領域的長期發展潛力被看好。另外

ROBO基金選股有兩個主要特質，一是投資機會

的國際化，78家公司裏有53%是跨國企業。二是

注重小而美公司的潛力，有近三分之一的公司的

市值不算龐大，但是其未來的成長爆發性不容忽

視。

表一為78家公司裡所佔基金權重的前十大，

分別為佔比2.09%的Lincoln Electric(林肯電氣)，

美國林肯電氣公司，它創建於1895年，是一家專

注於弧焊產品設計、開發和製造的跨國性企業。

第二是佔比2.08%的日本Keyence Corporation(基恩

斯)，創立於1974年，目前總部位於大坂；它是感

測器、量測系統、雷射刻印機、顯微系統以及機

器影像系統的全球領導廠商，不斷推出工廠自動

化的創新產品並致力於研發具有獨創性的可靠產

品，以滿足工業生產製造中的需求。

第 三 是 佔 比 2 . 0 8 % 的 美 商 R o c k w e l l 

Automation(洛克威爾)，洛克威爾公司是工業自動

化、電源、控制及資訊系統的自動化整合公司。

旗下品牌包括Allen-Bradley及洛克威爾Software。

主要產品有PLC、變頻器、HMI、馬達控制器…

等。在全球80個國家有據點，員工超過二萬人。

第四是佔比2.06%的美商Accuray Incorportated，是

總部位於加州，成立於1990年的醫療器具商。主

要產品為人體腫廇射波刀(CyberKnife)，特色是透

過其專利的即時監測系統，再經由機械手臂，將

放射線投射至人體內的腫瘤，以減少在治療的過

程中使得正常細胞受到傷害。

表一、ROBO-STOX ETF佔比前十大公司及其主要業務

 

 

 

 

 

 

 

 

 

 

 

 

 

 

 

公司 國別 權重佔比 主要業務

美國 2.09% 弧焊產品設計、開發和製造

日本 2.08%
感測器、量測系統、雷射刻印機、顯微系
統以及機器影像系統

美國 2.08%
工業自動化、電源、控制及資訊系統的自
動化整合

美國 2.06% 人體腫瘤射波刀(CyberKnife)

日本 2.04% 減速機、精密傳動控制系統

日本 2.03% 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

美國 2.02% 達文西機器人手術系統

台灣 1.97% 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傳動元件、機器人

日本 1.96% 工業機器人、CNC

美國 1.95% 電腦輔助量測設備和軟體

LINCOLN ELECTRIC

KEYENCE

Rockwell Automation

ACCURAY

Nabtesco

CYBERDYNE

INTUITIVE SURGICAL

HIWIN

FANUC

F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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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是 佔 比 2 . 0 4 % 的 日 本 N a b t e s c o 

Corporation，它是一家以生產高性能RV精密行星

式減速機著名的製造商；其生產的減速機、精密

傳動控制系統及組件居世界領先地位。目前全

世界已有超過250萬台由Nabtesco公司製造的精密

減速機及伺服傳動裝置產品，全球市占率超過

60%。RV精密減速機多應用在工業機器人的關節

(手臂)上，用於完成精密的操作程序，同時還是

支撐機器人力量強度的主要部件。其他的運用像

在半導體製造、精密包裝機械、焊接變位台（翻

轉台）、工具機(刀庫、刀塔、CNC車床、綜合切

削加工機)、精密雷達驅動控制醫療設備、太陽

能設備等要求空間小速度比大的精密傳動行業。

第六是佔比2.03%的日本公司Cyberdyne，

2014年3月它的外骨骼機器人產品HAL-5在日本上

市，含電池的總重量為14公斤，整組設備有4個

馬達，並可提供租賃服務，約2200美元/月。2013

年4月~2014年3月的營業額約4.6億日幣；HAL-5已

是為認證可在醫院使用的下肢行動輔具，具CE及

ISO13485認證，累計至2013年為止，已有超過400

套相關產品於日本150家醫院使用的經驗；而累

計至2014年也已有50套銷售至歐洲。

第七是佔比2.02%的美商Intuitive Surgical，位

在美國矽谷的 Intuitive Surgical 以達文西機械人手

術系統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 在機器人微創

手術領域獨步全球，這套系統經由狹小的開口，

提供傳統開腔手術臨床技術，可以將病人的創傷

降到最小。Intuitive Surgical 的達文西機械人手術

系統特色是結合了優越的 3D 視覺表現，大幅加

強了靈敏度及精準度，並提供直覺符合人體工學

的環境與突破性的手術功能。

第八是佔比1.97%的台灣HIWIN，上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上銀公司的產品主要是滾珠螺

桿、線性滑軌、Robot等機械傳動關鍵性零組件

與系統模組，供應國內外工具機產業、自動化設

備、光電產業、生技醫療與交通運輸工業，是全

球精密傳動控制元件的知名廠商。

第九是佔比1.96%的日本FANUC(發那科)，發

那科公司以漸進式革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為

機器人產品發展的主軸，長年以來以NC技術的

知識為基礎，不斷逐步累積產品的改良而產生的

革新。時至21世紀的今日，不斷以技術創新，例

如以機器人生產機器人、CNC融合機能及視覺技

術之應用、撓性伺服夾爪的開發、綠色機器人等

技術來附加產品的新功能以拓展全球的市佔。

第十是佔比1.95%的美商FARO Technologies

公司。FARO 主要業務為電腦輔助測量設備和軟

體的開發和銷售。產品可在生產和品質監控過程

中進行高精度的3D測量，以及零部件和複合構造

的比對。公司的產品及相關設備廣泛應用於生產

線上的製品檢測、處理成像、逆向工程、生產現

場勘測，甚至是事故現場或犯罪現場的調查和重

建。

從ROBO-STOX ETF分析國際級的領導廠商可

發展機器人在工廠生產線當中已成為現實，但是

在消費型的應用上卻明顯的慢了許多，主要原因

在於技術(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技術)未到位，市

場的期待性仍然遠高於技術可達到的程度。儘管

在一些工業領域或軍事應用上都能看到大量採用

機器人或自動化的相關解決方案，但是在消費領

域上卻受限於技術成熟度不夠及成本昂貴之2大

因素。以目前的技術水準，不是所有的消費服務

型機器人都能快速的商品化。全球服務型機器人

的市場規模將從2011年的36億美元，顯著增加至

2021年的178億美元，未來數年將以醫療輔具型

的機器人為最大的需求。

國 際 上 的 五 大 工 業 機 器 人 列 強 ， 日 本 發

那科(FANUC)、安川電機(YASKAWA)、川崎

(KAWASAKI)、德國庫卡(KUKA)、瑞士ABB，在

工業機器人上中下游的布局早已多年且完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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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如要在機器人本體與他們在全球的市場上

競爭甚至在幾年內超過他們，從產業鏈的上中下

游來看都有許多須要克服的問題，可以說是「不

可能的任務」。由此可看出，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處於時空不對等的競爭，未來大者恆大的趨勢明

顯，在此不對等的競爭態勢下，規模小的企業必

須思考有利的突破點，工業機器人的五大巨頭，

未來業務應該也不會只侷限工業用。手持智慧裝

置大廠蘋果公司亦計劃投資超過10億美金的資金

在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上，未來的發展令人玩

味。

不少機器人公司尚在發展起步的階段就已被

大財團鎖定，像是美國家用機器人大廠iRobot公

司，2013年機器人銷量已達1000萬台，它的兩條

機器人生產線，即生產Roomba和Scooba機器人的

產線，已經引起了美國Google和Dyson公司的收購

興趣。還有亞馬遜12年收購倉庫機器人公司Kiva 

Systems，以提升倉儲管理能力及節省成本。

買入Boston Dynamics及日本SCHAFT等10家公

司的Google，是否有野心想主宰世界的智動化？

且正在打造一個將顛覆世界的產品？Google公司

在資訊收集、演算法等技術已有一定的實力，因

此結合併購公司所獲取的機器人控制技術，將可

加速研發與整合戰力，也就是說它將虛擬世界所

累積的經驗延伸應用於現實控制操作終端；不難

預期，Android在未來可能成為其機器人控制核心

的標準。

二、大中華區機器人產業裡的潛力公司

在ROBO成份股的全球78家公司中，目前並

沒有中國大陸的廠商入選，不過其指標性公司瀋

陽新松公司的產品從工業型機器人到服務型機器

表二　2015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產業重要廠商發展動向與策略

廠商名稱 在產業中的地位/重要性 近一年發展動向 發展策略

ABB

•全球工業機器人技術的領導者。

•在全球53個國家擁有銷售據點。

•全球機器人累計銷量最先達到20
萬台。

•2014年，ABB已擁有近30種型號的
工業機器人。

•推出全球首款實現人機協作的雙
臂工業機器人。

•繼續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其擴張策略，
它在全球擁有14萬5千名員工。電力
和自動化產品、系統及服務將繼續成
為新階段策略的核心產品。ABB已將
其全球機器人業務總部移至中國上海。

FANUC
•全球CNC控制器技術的領導者。

•機器人累計銷售量為全球第一。

•推出了合作型機器人CR35-iA，該
產品已經研發2年，其外觀設計成
亮綠色，象徵著人與機器的合作
關係。

•斥資1,000億日元在日本興建新工
廠。

•工具機和工業機器人，廣獲蘋果
(Apple)、電動車大廠Tesla Motors
等科技業者採用。

•持續維持高階自動化設備上的量產的
優勢，並逐步讓營運資訊透明化。

KUKA

•KUKA的工業機器人產品在歐洲汽
車工業的應用率排名第一。

•KUKA的工業機器人產品在全球汽
車工業的應用率排名前三。

•2014年營收及淨利創下19年來新
高。

•以約3.65億美金買下瑞士物流自
動化廠商Swisslog，藉此擴張在
汽車產業以外的影響力。

•結合政府與業界資金推動先進技術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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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發展朝向工業4.0的智能化方向。

YASKAWA

•生產伺服電機、變頻器、工業開
關及機器人的日本電機大廠，於
日本國內的機器人月產能2,500台，
僅次於發那科。

•YASKAWA、KUKA、FANUC、ABB為當
今世上工業機器人4大家族。

•2014年受惠於大陸智慧型手機廠
電子零組件產線、北美汽車工廠
自動化需求，安川電機營業額創7
年新高。

•擁有「Rewalk立可走機器人腿」
亞太獨家代理權。

•2015年創立滿100週年。

•著重中國市場，上海為安川電機第二
大生產基地。

•發展能與人協同工作的雙臂機器人。

•全力進攻服務型機器人業務領域。

KAWASAKI

•日本最早從事工業機器人事業的
企業。

•川崎重工的塗裝機器人，長年位
居日本銷售第一。

•焊接專用機器人在2014年納入中
國關稅，因此川崎重工擴大蘇州
廠的機器人生產。

•與德國、捷克、波蘭等地擅長感
測器技術的廠商合作，藉由與德
國汽車零組件廠的合作，納入工
業4.0標準規格平台。

•強化歐洲和中國大陸機器人產銷體系。

•將該廠的工業機器人與符合工業4.0
規格的軟硬體整合，並將業務擴展到
中東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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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幾乎一應俱全，是中國的指標廠商；中國大

陸製造業目前約有4,500萬個工人，其中單純、重

覆的工序約占一成，所以機器人有相當大的替代

空間。工研究IEK保守估計，在2020年之前，中

國大陸至少有50萬台四軸以上工業機器人的裝置

需求。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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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是全球

最大的自動化市場。

2013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密度的均值為62，中

國大陸僅為30，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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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仍不斷在強化版面優勢。

1、中國大陸鉅額投資工業機器人產業

根據中國高工研究所的統計資料，2014年中

國市場上的工業機器人新增數量達到4萬5500台

(所有類型)，比起2013年成長35.01%，預計2015

年市場成長將會超過40%，達到約6萬5000台。其

中直角坐標機器人以及6軸多關節機器人的銷售

數量分別約為1萬8000台和1萬5500台，比起2013

年各成長了27%和28%。這兩大類型的機器人占

了整體的73.5%。2014年中國大陸國產機器人銷

售規模約達8500台，比起2013年成長89%。預計

2015年中國國產機器人成長幅度仍將在80%以

上。

圖1是2013年和201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市

場結構。除了汽車業是最主要的應用外，電子製

造業已經成為第二大的應用領域，成長最多的類

型是高精密、高速度的SCARA機器人，富士康公

司的iPhone6 產線在生產的過程中也進了相當數

量來自於日本愛普生(EPSON)公司的SCARA機器

人。

SCARA機器人在電子製造業的需求拉動

下，出現快速成長的態勢。2014年中國市場上的

SCARA機器人銷售量超過7000台，成長幅度達到

92%。探究其中原因發現到一個現象，就是中國

國產的SCARA機器人產品大打價格戰略，為了不

讓外資品牌專美於前，同類型的產品，中國產品

的價格約只有外資品牌的7成。此外除了廣大的

圖1、2013年-201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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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外，可客製化結構的機器人也是中國國

產機器人能大量成長的另一個因素，能客製化結

構的機器人更能適應汽車製造業外的市場需求。

綜整在工業4.0浪潮下的中國大陸工業機器

人市場3大趨勢，(1)投資熱潮：2014年機器人產

業備受關注，有機器人題材的企業受到投資商前

所未有的熱捧，上市公司不斷加碼機器人業務。

去年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投資機器人規模達44.39億

元人民幣，A股市場新增15家涉足機器人業務的

公司，目前累計已達到42家。(2)外資品牌加快布

局：歐日機器人品牌大廠持續布局中國市場，有

設亞洲營運總部或是生產基地，目的就是為了在

這一個大市場中取得優勢。(3)地方政策紛出爐：

截至2014年底，中國大陸有超過15個地方政府推

出了機器人發展的相關政策，目前已建置或正

在興建中的機器人產業基地就達35個，若以此發

展預估的話，到了2020年的投資金額累計將超過

5000億元人民幣。

2、克服高成本的零組件是兩岸機器人產業

發展上的共同挑戰

工業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主要包括精密級的

減速機、伺服驅動器和馬達、運動控制器，所

占成本比例在70%以上。這些共佔掉整機70%以

上成本的大中華區機器人產品面臨國際市場上

的競爭挑戰，主要原因是產品推出的時間相對

較晚，市場已被佔據。所謂4大巨頭:日本發那科

(FANUC)、瑞士ABB、日本安川(YASKAWA)、德

國KUKA近年加快亞洲地區的布局，尤其是中國

市場，他們就是要要擴大領先優勢，2014年德國

KUKA上海年產5000台的亞洲工廠開幕後，這4大

家機器人廠已均在中國大陸設立了生產基地，強

攻除了汽車製造業外的應用領域，並逐步以價格

戰迎戰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企業，以搶在大中華機

器人品牌起來之前搶佔市場。

若要讓工業機器人更具有競爭力的話，那

麼機器人的關鍵零組件如控制器、伺服系統(包

括驅動器、伺服馬達、絕對型編碼器)、減速機

等..的國產化程度就必須愈高。2011年富士康集

團總裁郭台銘提出的生產線上百萬機器人大軍，

這幾年下來，電子代工業的低毛利對於富士康想

要用機器換人的進程有很大的影響。

(1)、精密級的減速機

HD型式的減速機，其結構上的滾齒刀、叉

齒刀佔據了相當的研發能量，亦即開發上有材料

的問題，加工技術的問題、熱處理的技術…等，

這也是目前台灣生產機械手臂公司在零組件上比

較弱的一環。台灣上銀公司在3月收購陸聯精密

公司41.93%股權，目的之一應是看中這家公司齒

輪刀具的技術，上銀的目的「補足對機器人關鍵

製程最後一塊拼圖」，應該就是想掌握機械手臂

的HD減速機。

201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總共使用了約11

萬台的精密級減速機；其市值約為11.18億元人

民幣，圖1為2012年-2015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用減

速機的用量及市值，從圖中可看出，機器人用減

速機市場逐年成長，但是市值的增長卻逐漸減

少，主要是因為減速機價格逐漸下降。對於機

器人價格有直接影響因素的減速機市場長期被日

本Harmonic Drive System Inc和Nabtesco兩家公司

攏斷，不過近2年大中華地區減速機廠商研製的

產品品質日益成熟；諧波式型式的減速機逐漸實

現百分百的自製量產能力。台灣方面，工研院機

械所投入RV減速機之研發工作；東培、德大機

械、利茗在刀庫、軸承方面已具有能量的公司

投入HD減速機的研發。中國大陸方面，蘇州綠

的、浙江恆豐泰、南通振康、武漢精華..等公司

都已有HD減速機的產品。

蘇州綠的公司在諧波式減速機的領域已擁有

16項國家發明專利和23項實用新型專利，更重要

的是，它是中國大陸即將實施「機器人用諧波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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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減速器」國家標準的主要起草企業之一。目前

國際主要的工業用機器人諧波式減速機的來源

幾乎都是掌握在日本Harmonic Drive System Inc公

司，蘇州綠的公司是目前中國較能量產的公司，

主要客戶除了中國的埃夫特、新時達、新松…等

之外，甚至也有國外的機器人進行測試中。

自2006年就開始著手於工業機器人RV減速機

研發的中國大陸恆豐泰公司，至今已經在減速機

結構優化設計、熱處理加工、測試技術方面取得

了多項突破性的進展，申報相關專利超過20項，

是中國最早掌握RV減速機技術的企業之一。目

前，恆豐泰公司開發生產的RV減速機規格已有

13種，基本上主要是供給20-300公斤之荷重較大

的機械手臂關節使用，根據其官方的測試數據顯

示，技術指標回差在1-2弧分之內，傳動效率80%

以上的產品合格率達到80%，且每個月的產量可

達200台。

(2)、滾珠花鍵螺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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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4262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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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機器人產品前景看好，至2020年的

CAGR在7%以上。所以從大中華市場來看，這個

類型的機器人有一定的需求。可達到立體懸空運

動應用的滾珠花鍵螺桿是這類型機器人常用的重

要零組件。旋轉式滾珠花鍵螺桿可利用讓螺帽／

外筒旋轉或停止的運作，只要一根軸就能夠進行

3種（旋轉、螺旋、直線）模式的運動。可有效

節省機台的安裝空間及重量，適用於SCARA機

械手臂、自動裝載機、雷射加工機、搬運裝置

等。目前在台灣主要經營製造及銷售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滾珠花鍵產品的全球傳動股份有限公

司，已經量產此類型的零組件，累計至2014年第

4季，全球傳動公司的滾珠花鍵產品在手訂單約

有新台幣3億元，主要客戶為富士康及台灣東佑

達(TOYO)公司； SCARA機器人產品目前主要有

台達電、東佑達、鴻海、上銀，加上中國大陸

的製造商、還有已佔一定市場的日本Toshiba、

YAMAHA、EPSON、DENSO….等，產品市場的

潛力極大，而這些公司亦均是滾珠花鍵螺桿製造

商的潛在客戶。台廠滾珠花鍵產品主要的競爭對

手為日本THK公司，預期全球傳動公司會以高C/

P值的戰略迎戰日本THK公司，而大銀微公司目

前在此方面，著重於客製化訂單。全球傳動滾珠

花鍵產品的高C/P值和技術優勢，將讓其成為機

器人產業供應鏈的重要成員。目前在此零組件

競爭的廠商主要有德國BOSCH-REXROTH、德國

BLIS、德國A•MANNESMANN、日本NSK、日

本THK、日本KURODA(黑田精工)、南京工藝配

備製造廠「商標為中國藝工」、漢江機床廠、台

灣上銀(HIWIN)、瑞典SKF、韓國SBC。

(3)、控制器和伺服系統

機器人的核心，控制器軟體是機器人能否於

高速運作下保持穩定的關鍵。例如美國Adept公

司的並聯型機器人能夠在25mm/305mm/25mm的測

試條件下達到350次/分的高速運動。日本Fanuc的

圖2、2012年-2015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用減速機銷量及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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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iA並聯型機器人能夠在25mm/200mm/25mm的

測試條件下達到200次/分的高速運動。均是強大

穩定的控制軟體所展現出來的成果。

2014年中國大陸運動控制器市場規模為19.55

億元人民幣，比起2013年成長15%；其中機器人

用運動控制器約2.85億元人民幣，占比13%。中

國大陸運動控制器的發展水準逐漸跟上國際，但

在機器人控制器的領域，發展程度就看他們企業

本體規模。受制於國產本體企業規模化發展。目

前國外主流品牌機器人均有自己的控制系統匹配

多軸運動控制器平台。而經過這幾年的快速發

展，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機器人控制器所採用的硬

體和國外產品相比較下已無太大的差別，目前的

差距主要是控制運算的軟體程式和平台客製化的

易用程度。

2014年中國大陸伺服系統市場的規模達到

48.98億元人民幣，比起2013年成長10%，其中用

在工業機器人的伺服系統占比約16%，為7.61億

元人民幣。機器人用的伺服馬達在使用上的要求

有最大功率質量比和扭矩慣量比、高啟動轉矩、

低轉動慣量、寬廣且平滑的調速範圍等特性；且

愈來愈強調體積小。伺服系統將隨著機器人市場

需求的增加而成長。不過目前大中華地區的伺

服系統來自歐日的品牌佔了約8成。歐系機器人

的伺服系統主要由Lenze、Bosch Rexroth等公司提

供，而日系品牌工業機器人伺服系統主要來自安

川、三菱、松下、發那科等公司。匯川技術、埃

斯頓、廣州數控等中國廠商在機器人用伺服系統

已有量產，但伺服系統在動態性能和可靠性方面

還需要更多的機器人應用進行驗證。

中國在自動化控制產品的製造商，以伺服驅

動器起家的匯川公司，其產品無論是伺服系統、

控制器、PLC等都可應用於工業機器人上；憑著

其在工控領域所累積的技術優勢，匯川公司選擇

了擅長的伺服系統和控制器攻進機器人產業鏈。

它的PLC、伺服驅動器、伺服馬達已可在四軸以

上的機械手臂上應用。目前在富士康生產線上的

自動化設備、機器人，都有匯川公司的產品。

台灣的台達電子公司已推出自行研發且特色

是具免感知器的SCARA工業機器人，它的特點

是以機器人為中心的運動控制綜合解決方案的技

術，強調軟體功能可以讓週邊設備快速的整合，

內涵就是除了供應機器人外，台達電也是高性能

運動控制系統整體解決方案的供應商。

從MAC、iPhone、iPad、到如本文一開頭就

提及的Pepper機器人等產品，今天可以有如此平

易近人的售價，全世界沒有人敢忽視鴻海公司讓

產品平價化、普及化的大量製造功力。鴻海公司

的製造能力被日本軟銀社長孫正義稱為「是目前

世界上製造與成本控管能力最卓越的公司，也

將是最重要的製造夥伴」。鴻海公司曾公開表

示將打造「百萬機器人大軍」，讓工廠生產線

可以自動化，以降低對人力的需求，從其專利

的申請來看，鴻海公司針對機器人相關專利申

請達147案，其專利布局著重於機械手臂的機構

設計，而軟體控制技術著墨較少。分析前述的

Google公司所併購的機器人公司中，包含Schaft、

Bot&Dolly、Meka Robotics、Industrial Perception與

Redwood Robotics公司，其發展的重點亦是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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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臂的控制技術和機動性。2014年市場傳

出Google公司與鴻海針對機器人技術合作進行討

論；可預期的是，鴻海在機器人領域的強項為機

械手臂硬體，而Google會再著重於機器人的軟體

控制技術，因此兩家公司在機器人技術若能真

的深入合作，將有望達到1+1>2的效果。此外，

Google找電子產品代工實力堅強的鴻海公司合

作，亦可看出Google除了希望把併購來的控制技

術實體化外，也希望進軍製造業機器人作業系統

的開發。

3、台灣廠商致力打造一流的機器人企業，

挑戰與潛力並存

(1)、電子產品製造商致力本業外的自動化產

品營收

台灣電子資訊產品、零組件的製造商，成立

自動化事業部，除了強化產品線的自動化生產及

因應代工地區人力成本不斷上昇的情形外，有愈

來愈多的跡像顯示這些廠商也致力讓自動化相關

產品及服務成為本業外的獲利。

例如2014年電池製造大廠新普公司表示，未

來除了生產的電池產品之外，營收的貢獻來源有

部份要來自於公司的自動化設備團隊，新普公司

內部的團隊將不僅能研發、設計、組裝自己所需

的自動化生產設備，未來還能行銷出貨。除了

新普公司外，也可從和碩、正崴、佳世達、英

業達、綠點、廣明的發展上看到。廣明公司已於

2013正式於中國大陸常州自建機器人產線，初期

產能約30台/年，產值估約2,100萬/年；正崴也在

2014年於東筦自建機器人產線，初期產能約100

台/年，產值估約5000萬/年。正崴公司2013年向

工研院技轉機器人技術，在台灣工廠試做15台機

器人後，已經在2014年8月在中國大陸東莞廠設

立35台機械手臂，負責正崴連接器產品的取放以

及鎖螺絲及點膠的工作。未來正崴集團內部將逐

步推廣自動化產品，目標是要掌握電控箱、馬

達、減速器等核心關鍵零組件，2014年底正崴集

團內的光耀公司跟崴強公司也導入機器人生產，

將打造「機器人做機器人」的生產境界。

(2)、IPC廠商的巨大商機-成為機器人產業的

供應鏈

如前所述，而機器人的精密度，直接取決於

控制器的性能，晶片的性能，而這也是台灣IPC

廠商的機會。2014年的熱門議題就是機器人的市

場讓台灣的工業電腦廠商(Industial PC)看到了新

藍海，工業電腦廠深耕產線自動化產品，技術

上與機器人製造接軌的程度很大。台灣IPC廠商

目前在此景況下所擁有的優勢為:1、超越中國大

陸、南韓廠商的競爭力。2、進可攻退有守；進

有機器人、IOT產業，退有工控本業。IPC廠商近

年在小型POS（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at Point of 

Sale）的業務受到平板電板的衝擊，於是可看到

多家廠商轉而致力發展：(1)結合通訊功能的感測

器產品；具備聯網能力的感測器。(2)產品進入工

業機器人產業的供應鏈。

國內已卡位的包括(1)研華與上銀的策略結

盟；(2)泛鴻海工業電腦團隊；(3)威強電投資控制

器廠洋威數控。(4)凌華 3D視覺引導系統。

研華購入寶元數控取得機器人控制器技術，

並與上銀策略合作結盟，促成研華供貨上銀機器

人控制器互惠合作，研華也在樺漢機器人控制器

發展尚未成熟之際，提供鴻海集團所需機器人控

制器。鴻海投資樺漢，以及富士康旗下賜福科技

公司，形成泛鴻海工業電腦團隊。賜福科技位於

台中，目前在中國大陸有多個據點，其中較具規

模的營運中心為深圳、鄭州及成都，專利申請已

超過350項。公司產品如CNC數控系統、伺服驅

動系統，在與工研院機械所多年的技轉合作下，

在市場上已有相當強的競爭力。威強電去年投

資洋威數控，取得其50％股權，計畫以視覺導引

控制器切入機器人的應用，搶佔金屬加工噴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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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應用商機。工業電腦廠商凌華公司在2014年

7月也公開公司未來的機器人布局計畫，將發展

機器人的「大腦」與「眼睛」，亦即「控制器」

與「視覺導引系統」，致力切入工業用機器人領

域，對象產業將以水五金、工具機為主要應用領

域。凌華已與工研院合作開發3D智慧型視覺輔助

定位系統，在市場上並已推出能兼顧高速與高解

析度的工業用智慧型相機。

三、全球智慧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

1、全球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

2015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的裝置量預計達21萬

台，比起2014年成長16%，數量持續創高。先進

國家高齡少子化，以及製造業缺工、工資成本、

人員變動，都是當前全球工業機器人需求的主要

驅動力，未來的趨勢將是透過機器人發展自動化

產線是製造業最重要的解決方案，並朝向人機協

同作業發展。近年美國政府推動「再工業化」、

德國推動「工業4.0」計畫，亞洲的日、韓政府

也紛紛以政策來強化製造技術的升級，以創造出

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些作為不但帶動工業機器

人、自動化與精密製造設備產業發展；也可看出

融合了物聯網、雲端運算和大數據等新世代資通

訊技術。其中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的市場潛力大，

且整合應用領域廣泛，先進工業國家均已將其列

為戰略性產業發展，機器人的特色是整合各領域

的技術，對於建構製造產業的新興，增加產業的

附加價值具有關鍵性的角色。

根據工研院IEK的研究統計，2014年全球

工業機器人的產值達125億美元，較2013年增加

47.2%。汽車等傳統工業機器人應用成長已經逐

漸趨緩未來將逐步擴展到3C產品、塑膠、航太、

金屬製品製造等新應用領域。預估2015年全球工

業機器人市場銷售金額將增加78.4%，達到223億

美元，如圖4所示。

2、全球服務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

未來人類智慧化的生活需求，亦是會積極發

展智慧型機器人產品，除了藉由智慧型機器人輔

助日常生活及商業活動外，並能以此帶動相關週

邊產業發展，提升人類整體生活水平，全球服務

型機器人在2014年的產值為89億美金，統計的範

圍包括專業用服務機器人(Professional Use)，個人

/家庭用服務機器人(Personal/Domestic Use)。根據

 

 

 

 

 

8,490 

12,500 

22,300 

24,400 
25,600 

1.68%

47.23%

78.40%

9.42%
4.92%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13 2014 2015( e) 2016(f) 2017(f)

單

位

：

百

萬

美

元

產值 成長率

圖4、2013～2017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產值統計及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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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的調研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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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已經分別

收購了包括日本、美國在內的多家機器人技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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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型機器人的產值預估在2016年至2017年

呈現高度的成長，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

高齡化趨勢下的照護機器人需求，照護型機器

人產品範疇主要含括:醫院照顧用機器人，如翻

身、洗澡、搬運等機器人，以及輔助行動用的機

器人。在全球高齡化的趨勢驅動下，市場規模將

迅速擴大。圖6從全球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

探討工業、服務、益智、健康照護型機器人之動

向，並以此在結語剖析台灣目前的競爭優勢。

四、結語

從低階大量生產勞力密集型的金屬加工廠，

到高階自動化組裝3C電子產品，台灣製造業廠

商擁有豐富的生產實戰經驗。而從工研院到相關

廠商近年積極開發的自動化生產線，成效已經顯

著。台灣在智慧機器人的領域雖然落後於日本與

德國，與其他國家相較卻享有領先的地位。台灣

既可以與新興國家合作，成為他們發展製造業的

顧問，延續傳統大量低價生產製造業的長尾價

值；也可以成為日本工業自動化的夥伴，扮演日

本與大陸製造業升級的介面。更可以做德國西門

子、博世等大廠推動工業4.0的供應商，運用台灣

的IT能力，協助各國精密製造產業加速工業4.0的

進程。

圖5、2013～2017年全球服務型機器人市場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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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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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廠商的發展機

會可歸納為四類，一、自動化系統整合商，二 、

機器人零組件廠商，三、IPC(工業電腦)族群，

四、機器人整機廠商。系統整合商的發展契機在

於提供異業跨領域整合的自動化knowhow、軟體

整合平台、更多的自動化成功導入生產案例。短

期內，從系統整合的效益去收割成果，藉由資源

整合所發揮的綜效，進一步提昇機器人及自動化

產業的競爭力應該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廠商等機器

人後進國家的機會，近年可以看到他們也動作頻

頻，亦即從這裏看到機會，例如上市企業收購或

合併各類型的系統整合商：青島軟控收購青島科

捷自動化，服務於富士康等企業；台灣上銀科技

公司與工業電腦大廠研華科技舉行策略聯盟，合

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規劃孕育一家未來具有

高階自動化系統整合建置能力公司；德國KUKA

在2014年初入股REIS公司51%的股權，目的也在

此。

看台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的機會，分析短期、

中期、長期的發展效應，在Harmonic drive減速

機、伺服馬達與絕對型編碼器的規格逐漸符合國

際水準之下，短期看機器人零組件；中期看 IPC

族群；長期來看的話，目前台灣這些各大機器人

品牌廠，有機會出現一流的機器人企業。

圖6、全球智慧型機器人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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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性質 發展的契機

系統整合商 提供異業跨領域整合的自動化knowhow 、軟體整合平台、示範案例

零組件廠商 基礎技術研究、與德日同級化產品的研發

IPC族群 機器人的市場為工業電腦族群帶來藍海

整機廠商 性價比高的整機產品和國產化零組件、系統整合技術、機器人人才培訓

表三 台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相關廠商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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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與驗證，用來完成小型產品之組裝、加工(鑽

孔)、檢驗等功能；期待在未來擴散到更大系統

整合，加速推動智慧工廠發展與系統應用。

工業4.0催生智慧製造+服務模式　

igus提供完整解決方案

直到今(2015)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

期間，德國igus台灣子公司台灣易格斯更特別舉

辦研討會，邀請德國igus工具機產業總監Lukas 

Czaja及拖鏈部國外業務經理Patrik Theisen帶來第

一手趨勢，親自發表最新Safve產品設計理念；並

圖1.igus拖鏈部國外業務經理Patrik Theisen指出，

因為igus自主掌握材料研發的核心技術，每年約

有超過500種產品問世，可符合各種產業的特殊應

用需求。近年來更推廣「savfe」的解決方案，成

為客戶最有利的靠山，有效降低生產成本。(攝

影：陳念舜)

摘要：

繼德國於2011年漢諾威工業展正式發表「工業4.0」策略以來，陸續成為歷年來世界各工

業大展參/觀展廠商熱門話題。尤其到了今年TIMTOS期間，更可見到來自國內外硬、軟體廠

商，發表可對應之最新產品及解決方案。德國igus台灣子公司台灣易格斯更舉辦研討會，帶來

第一手趨勢；並針對工具機產業提供「savfe」解決方案，成為台灣廠商最有利的靠山。

揭密工業　
滿足工具機Savfe需求

文/陳念舜

4.04.0

在接連渡過2009年金融海嘯、2010年歐債風

暴後，德國為了帶動國內經濟復甦，並克服來自

亞洲及其他地區業者的競爭，提升生產效率，於

2011年率先提出「工業4.0(Industry 4.0)」策略，已

成功引領工業界風潮。

包括由歐洲CISCO、FESTO、HARTING、

SIEMENS等各大自動化相關設備與系統品牌廠

商組成一個智慧工廠研發與系統驗證平台組織

「SmartFactoryKL」，讓成員研發的資通訊技術

與應用系統能在此接近真實製造環境中，進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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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櫫工具機產業可應用實例，吸引逾100位貴賓

與會聆聽。

Lukas Czaja表示，目前所謂「工業4.0」可分

成「智慧工廠」和「智慧生產」兩個主要概念組

成，前者意指智慧生產系統及過程，後者則涉及

生產物流管理、人機互動應用，希望透過整合物

聯網、雲端、數據及通訊科技，大幅改變現有傳

統一條龍式生產製造模式。生產計畫將不再是提

前幾個月制定，而是按照最新的情況靈活調整，

來達成提升生產速度、彈性和效率，形成「智慧

製造+服務」的全新商業模式。

最近在漢諾威工業展發表的世界上首個工業

4.0實例，即是匯集德國在內的各國品牌大廠合

作，在單一生產線的5大階段都能與後端ERP系

統連結。未來除了將在工件(產品)上安裝RFID晶

片，內含有各種採購及生產所需資料，讓機器知

道如何完成生產？不同廠牌或生產線上各工作站

的機器，也能與工件(產品)或彼此溝通，進而掌

握產品變化，完成所有生產工作，形成「Smart 

Fac to ry」。而在此環境下產生的新需求，包

括：標準化介面(Standardized interfaces)、感測器

(sensors)與整合軟體(software)，能自行感知生產線

上不同型式機器，並加以整合；投入研究軟體、

感測器、機器人及助理系統Assistance systems(智

慧手機、平板電腦)，則可直接交換資料。

至於對工具機產業形成的新挑戰，則如生產

視覺化(Virtual manufacturing)，將對電腦模擬軟體

要求更高，卻不僅止於CAD系統。而是讓工程師

輸入複雜的測試條件後，再通過軟體單獨模擬每

一步驟，逐步完成從模擬工具機設計到整個生產

步驟控制機台的所有程序；得以在實際生產前，

便整合完成視覺化生產，降低硬體需求，符合業

者減少80%作業時間的期待。但他也坦言：「目

前市面上仍無標準介面，能將所模擬之數據資料

傳遞給另一個模擬軟體。」

此 外 ， 因 應 生 產 更 高 度 自 動 化 ( F u r t h e r 

Automation)對於感測器及量測回饋系統要求更

高，以儲存智慧化相關資料，提供自動診斷能

力；即時(just in time)完成自我組態，將須修正

的資料反饋給系統執行。工業視覺影像處理將

成為自動化與生產管理的關鍵科技，還需要符

合現今乙太網路通訊標準，更高的網路連線

頻寬(GigE)，最遠可通過長達100m距離，傳送

1,000Mbit/s資料。Lukas Czaja說：「igus身為工具

機製造商最強而有力之後盾，早在數年前便開始

針對工具機產業的動態傳輸應用進行開發與設

計，輕量化、低震動、環保節能與安全可靠的資

料、訊號、能量傳輸都是設計與改良的重點，以

符合「工業4.0」發展藍圖。」

目前也有許多國外大廠到igus來尋求可在

動態使用，安全傳輸資料的線纜，igus則提供

chainflex○R系列產品，利用所包覆的PUR外護

套，更為耐油及刻痕；最新經濟型產品，還能適

用於CAN-Bus、PROFINET標準。同時考量安裝空

間狹小受限，高性能主軸對於伺服電纜尺寸要求

更高，須達到更小彎曲半徑，則建議選用igus○R 

CF270/CF310單芯動力電纜，外徑遠小於多芯動

力線。

滿足工具機安全省錢需求　

提出Savfe解決方案

針對工具機和自動化產業面對全球競爭變得

越來越激烈，尤其在亞洲與日俱增，無論是價格

受到歐美日各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波及，導致貨

幣匯率競貶；以及業者對於機台或零組件供應

鏈成本之全面掌控，進而透過售前/後服務化加

值，皆直接關係到工具機廠生存。

秉持著減少對自動化和工具機製造商的生產

成本，又不影響產品安全的信念下，igus近年來

積極推廣「savfe」的解決方案，強調安全(safety)

及優惠價格(save)的產品與服務，成為客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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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靠山，讓業者有效降低生產成本。Patrik 

Theisen表示，igus自1964年成立以來，透過強大

的創新能力及研發團隊，使得產品已從單一品項

發展迄今，共有E-Chain能量傳輸保護拖鏈系統、

Chainflex高柔性耐動態電纜、dry-tech自潤式軸承

等超過10萬個項產品，更增加了Ready chain預裝

配拖鏈解決方案。他說：「因為igus自主掌握材

料研發的核心技術，每年約有超過500種產品問

世，可符合各種產業的特殊應用需求。」

目前igus產品都須符合3大要件：1.降低成

本、提升技術等級，透過在工程塑料領域專業，

延長客戶產品的使用壽命；2.線上計算壽命與設

計，共有30種線上專用軟體可用；3.快速供貨，

包括單一元件產品24hrs、預裝配拖鏈3~5天，含

金屬加工件的預裝配拖鏈最晚可在10個工作天內

出貨。

Patrik Theisen進一步指出，為了讓客戶通過

線上計算，就能預知igus產品壽命，而在德國

原廠設立業界最大的測試實驗室，佔地面積約

2,000m2、共有170部各種測試設備；每年針對自

家或對手產品，進行超過15,000項的性能測試及

20億次循環測試，持續提供客戶達到品質與成本

最佳平衡的產品，符合期望的使用壽命。

「由於自有塑膠射出、模具工廠，即便產品

壽命超過數十年以上，也可隨時應客戶要求復

產，不會有斷貨之虞。」Patrik Theisen說，在德

國原廠甚至將外牆設計為活動式，可隨時依產能

擴充，提高生產彈性。目前igus全球共有超過20

萬個客戶，每天出貨超過5,100筆訂單(平均365歐

元/筆)，在超過35國擁有專業工程師團隊服務。

近期推出多種專為工具機產業應用的不同性

質產品，如R2.75全閉式拖管無論是重量或價格

上都屬輕量化，特別適用於立式加工機垂直軸。

藉由高強度的雙重限位塊，讓整體結構更為穩

固，提高架空長度和負載；極佳密閉性的蓋板設

計，可有效防護金屬或玻璃碎屑，應付大量切屑

的嚴苛加工環境。經實驗測試R2.75拖管在1kg切

屑中往返動作數十萬次後，僅在內部發現不到1g

切屑，足以有效保護電纜及管線不受惡劣環境影

響，讓能量與資訊傳輸更為安全、長久。

且其外側蓋板可沿拖鏈外半徑，朝兩側旋轉

開啟，快速又方便；可預先定義隔板安裝位置，

每隔2.5mm安裝一片鎖定式內部分隔板，有效分

隔內部管線；蓋板卡扣於側板上，可旋轉開啟或

從側板全部移除，尤其是在側邊安裝應用時，便

於配電人員施工。

揭櫫工業4.0應用實例　保護能量穩定傳輸

因應工業4.0時代大量資料及訊號動態傳輸的

需求，以及針對工具機更節能的動態運行與降低

保護拖鏈運行時噪音及震動的議題，igus皆已備

妥適合之解決方案，能與台灣工具機業者一起迅

速因應變革與挑戰。

榮獲2014年德國iF產品設計大獎的igus E4.1輕

型系列能量傳輸保護拖鏈之外型平滑、重量輕且

穩固，共減少20%成本及30%重量，有效節能30%

以上；而拖鏈橫桿可由內、外兩側開啟，快速安

裝。「既滿足了介於重型與輕型拖鏈間需求，也

符合未來世界的環保節能需求。」E6系列拖鏈運

行時僅發出38dB音量，極為安靜、低震動，有效

提高加工精度，滿足符合「工業4.0」高科技及高

精密要求。

專為工具機產業開發的chainflex-M系列低成

本耐曲電纜，共有兩種依耐油與否的需求環境下

使用外皮材料PVC/iguPUR，近來還新增了CAN-

Bus & Profinet型式。只要是任何一種igus動態電纜

的客戶，即便只用1m長，也能享有igus領先同業

的36個月保固服務。由igus獨家配方開發的Tribo-

Tape V400系列超耐磨片厚度約0.5~1.5mm，可以

長時間在200℃或充滿油及冷卻液環境內，用於

降低工具機線性軌道的磨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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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gus推出的readychain系列預裝配拖

鏈屬於全新概念，更吸引德國工具機大廠DMG/

MoriSeiki合作，Lukas Czaja表示，該公司從制定

規格階段便與igus工程師密集討論，共同開發、

設計客製化能量傳輸保護拖鏈系統及所有電纜、

接頭、感測器等零配件，從採購到安裝，提供客

戶一站購足的服務，幫助降低生產成本。包括將

所有零配件的儲存管銷成本降為零，並降低一半

作業時間，更彈性符合客戶多變需求；最多可降

低75%供應商及採購、品管作業；且由於直接到

客戶現場組裝，同時提高機台妥善率及降低停機

時間。Lukas Czaja說：「因igus具備全球化支援

網路，於緊急情況下，甚至可直接到End User處

協助解決問題；同時保留所有必要的詳細規格

資料，以備未來不時之需，更方便正確取得備

品。」

圖3.igus推出的readychain系列預裝配拖鏈屬於全新概念，與客戶共同開發、設計

客製化能量傳輸保護拖鏈系統及所有電纜、接頭、感測器等零配件，從採購到

安裝，提供客戶一站購足的服務，幫助降低生產成本。(圖片來源：http://

blog.igus.com/Blogengine/us/post/2014/04/15/Caring-for-your-cables)

圖2.德國igus工具機產業總監Lukas Czaja表示，目前

所謂「工業4.0」可分成「智慧工廠」和「智慧生

產」兩個主要概念組成，生產計畫將按照最新的

情況靈活調整，形成「智慧製造+服務」的全新商

業模式。(攝影：陳念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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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快速的發展，相對也帶動科技的進

步及普及，電腦、手機、平板相繼問世，改變了

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產業的生態。從1973年手

機發明到現在，不過短短40多年，手機產業卻發

展極為快速，從最早期的「黑金剛」演變為智慧

型手機；手機的功能也從原本只有語音通訊，又

慢慢發展到可以傳訊息、電子郵件，甚至現在可

以安裝App以及各種衍生的網路應用服務。捷普

綠點，是知名的手機零組件製造公司，也是世界

知名手機大廠最信賴的供應商之一，1979年成立

至今，生產的產品從最早的飯匙、縫紉機，跨足

到3C產品的B.B.Call、功能型手機，現在則是以

智慧型手機甚至是穿戴式產品為主，在一波波手

機演進的過程中，射出成型的產品雖然跟著市場

的需求而有所不同，但是，模具技術始終是我們

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

一、手機產業的演進：

1 9 7 3 年 ， M o t o r o l a 工 程 師 古 柏 （ M a r t i n 

Cooper），研發出原型手機DynaTAC 在紐約撥

出第一通電話給貝爾實驗室的競爭對手恩格爾

(Joel Engel)，象徵手機問世。DynaTAC手機在發

明10年後，才在1983年正式量產，當時的定價是

USD 3,995(約NTD12萬)，電池的續航力也只有20

分鐘。整個手機市場在1973年~1997年可以說是

Motorola的時代，不但是第一款消費手機的發明

者，也推出了無數經典的機型，在當時幾乎是獨

占通訊市場。可是在1998年，Nokia的市佔率首次

超越了Motorola之後，市佔率不斷的提高，儼然

取代Motorola成為新一代的霸主。

一直到2007年，蘋果iPhone問世，完全改變

了手機市場的走向，也讓功能型手機龍頭大廠

Nokia、Motorola沒落。Nokia因為沒有快速掌握

到觸控式手機所帶來的轉變，因此全球手機市佔

率第一的寶座在2011年第2季被蘋果、三星雙雙

庫柏2003年手持DynaTAC的檔案照

核心競爭力的演化
捷普綠點模具中心 李銘衍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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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趨勢上，近年來氣候與環境急遽變遷，

全球天然災害發生頻率與時俱增，災害規模趨向

極端化以及複雜化，且人口成長已突破70億，整

體社會受災風險提昇。聯合國開發計畫組織統

計全球天然災害損失，於1960年代每年約755億

美元，至2011年天災損失創新高達2,650億美金，

50年來年平均天災損失增加約3倍，且趨勢仍不

斷增加中。英國風險管理顧問公司(Maplecroft)於

2011年公布調查報告，指出美國、日本及臺灣都

是天然災害高風險國家。中國、印度及印尼等亞

洲新興大國，因為社會脆弱度高，受災復原力

差，國家承受的風險更大。根據2015年統計世界

上人口1,500萬以上的巨大城市(mega-city)共有20

個，且人口持續增加中，其中多數近期將面臨地

震與洪水之巨大天災威脅。

2015年4月25日尼泊爾大地震突顯出人年均

GDP不到800美元的尼泊爾，因為經濟力太弱，

也使重災區首都加德滿都面臨大地震後韌性

(resilience)不足，復原重建困難的窘境。瑞士再保

險公司2014年針對全球616個都會區，分析發生

五種巨大天災下的風險評估研究報告，巨大天災

包括地震、暴風（颱風）、海嘯、洪水、暴潮。

瑞士再保險公司以發生天災後，對都會區的人口

影響數及經濟影響程度二項指標評比，排出全球

最高風險城市。結果顯示，在個別的地震和暴風

天災中，臺灣雙北市及臺南高雄都會區皆榜上有

名，列為全球前10大高風險城市，而若將五大天

災風險加總，四都依然高居前10名中。

近期在聯合國重視與支持下，利用機器人與

自動化之科技力來加強城市的防災能力與韌性

(resilience)已受國際重視。2015年在日本仙台聯合

國與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Society共同舉辦

UN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國際

研討會，全球專家一同探討如何利用機器人與自

動化科技，搭配防災相關知識與技術進行人道助

援(Humanitarian Effort)，共同因應全球大城市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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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與自動化於防災之應用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

臺灣防災產業協會 秘書長

鄭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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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以及高風險都會區所帶來的衝擊。

臺灣擁有防救災的科研能量以及政府災害應

變多年經驗，目前已發佈許多災害潛勢圖資，以

及開發災害警戒發佈系統與平台。善用公開之災

害情資，再搭配機器人與自動化技術，可完成許

多符合企業與住宅社區需求之創新與客製化的防

災與安全防護商品，亦可響應政府推動智慧建築

標章。

近期臺灣政府政策方面，行政院長毛治國

院長祭出科技三把箭，包括：Open Data(開放

資料)、Big Data(大數據)、Crowd Sourcing(群眾

外包)三大方向。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目前

正推動將既有之國土九大資料庫NGIS升級應用

成為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時空資訊雲(計畫簡稱

NGIS2020)，透過高度感知化(Instrumented)、網

路化(Interconnected)、智慧化(Intelligent)成就智慧

國土。預期2020年前，能達成「提升政府決策品

質、促進空間相關產業發展、強化公民社會參與

深度、提高民眾生活便利性」之使命。

2015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頒佈「網路智

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其架構共有五大面向，其

中「智慧國土」構面中包括「智慧災防」之推動

項目，期望能利用科技能力來達到災防減損的效

果，降低災害對臺灣社會的衝擊。

 顯見未來趨勢上國際與國內環境，利用機器

人與自動化技術是降低人類面對災害風險的主要

減災手段之一。不論是人為災害(火災、毒化輻

射災害、恐怖攻擊)或是天然災害(山崩、地震、

海嘯、土石流)，都可以在減災、整備、應變與

復原的各階段提供關鍵的產品與服務。透過機器

人與自動化之相關高科技進行防災應用，降低社

會所面臨衝擊與損失，以下針對幾個使用情境進

行說明：

1.機器人與自動化於防災之使用情境

(1) 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迅

速且機動性高，可進行災區之空域調查與拍攝，

UAV系統架構與常見之型式如圖2所示。可快速

掌握災區現況。平時UAV可巡檢人員不易檢視之

設施安全狀態，例如：橋墩、油槽、電塔、風力

發電機、太陽能面板。

圖1 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架構與五大構面及推動項目

(圖片摘自：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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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臺灣四面環海，有海底監測與施工作業

的需求。一般海底電纜往往容易遭到漁船的拖

網、船錨、鯊魚意外破壞，有時也會在戰時被

敵軍破壞。2006年恆春地震引發大規模的海底崩

塌，使得多條海底電纜同時受損，可能導致區域

性網際網路和長途電話服務的中斷；另外，2007

年起氣象局「臺灣東部海域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

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建置計劃」，從宜蘭頭城外海

向外延伸45公里設置外海地震測站，有地震儀、

海嘯壓力計等設備，透過光纖海纜將資料傳回陸

地，可惜2015年5月遭漁船的拖網破壞，目前正

在修復中。目前已開發完成水下步行機器人，似

巨型螃蟹(圖3所示)，期望有水下機器人可以迅速

偵測並且修復。

(3) 遠程操作之水下車輛或機器人，在外海

海象不佳環境下，清理海底油料洩漏，如2001年

臺灣南部海域阿瑪斯號失去動力觸礁而漏油事

件。

(4) 內陸上，水下機器人可進行水庫集水區

淤積土砂之清理，與水庫設施之檢查與修復，排

洪閘門、排砂隧道、進出水口隧道等。

(5) 2014年7月31日臺灣高雄氣爆事故傷亡慘

重，也造成輿論重視地下管線之檢查與監測的議

題。小型機器人進行狹窄地下水道之設施與管線

之檢查。並且拍攝進行紀錄與比對。

(6) 無人地面車輛機具或機器人可進行危險

圖2  無人航空系統的基本組成與常見無人飛機型式 

(圖片摘自徐百輝http://www.ntuce-newsletter.tw/vol.67/T4_1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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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的工作，例如調查與修復受損核電站或毒化

物廠區等受污染之工作環境。偵測出有毒氣體或

者超過安全警戒值(邊坡位移或地震)之後，就必

需要透過自動化控制技術，啟動緊急應變計畫。

(7) 協助行動不便之人士或是老年人口：弱

勢團體需要有方便之機器人輔助裝置(圖4所示)，

協助防災應變與避難處所協助。

(8) 遠端遙控機器人與機具(圖5)，可以靠近

未穩定之大規模崩塌地旁進行坡地整治工程，深

入危險環境工作。

(9) 工安意外時有所聞，攀爬機器人可以執

行高樓建築之營建施工與外牆清理之工作，甚

至執行地下坑道內與地震建築廢墟內的救援行

動(圖6, 圖7, 圖8所示)。2010年智利的科皮亞波礦

難，礦工受困於地下坑道深處，受困長達69天，

未來機器人可以扮演救災與輸送物資之角色。地

震後於倒塌之建築廢墟當中，機器人可以鑽掘、

搜尋困於狹隘空間的受困者，爭取黃金72小時的

救援時間。

圖3 世界最大水下步行機器人問世：似巨型螃蟹(圖片摘自新浪網)

圖4 協助行動不便之人士攀爬樓梯

(圖片摘自：http://www.damngee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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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震災害發生於一瞬間，透過地震早期

預警(Earthquake Early Warning)系統，在有限的數

秒內即透過自動控制技術，可快速阻斷危險設

備與製程。圖X為「KNY台灣天氣App」(圖9所

示)，可提供地震早期預警的發布(資料來源：中

央氣象局)，中興工程顧問社，在強烈地震波來

離之前數秒可發出警報提供預警，進一步可以連

結自動控制。

(11) 降雨量、河道水位影響洪水災情，藉由

過去監測數據資料，完成洪水災害之研判模式

(圖10所示)，一旦模式研判達到警戒值，則自動

控制防水閘門與啟動相關防災措施。另外，坡地

災害與土石流災害的監測與預測模式建立以及預

警系統，需要自動控制的技術進行資訊發佈與損

失防阻。

  2.機器人與自動化之技術於防災應用之貢

獻特點

上述的機器人與自動化技術於防災應用的各

種使用者情境，以下進一步歸納出其主要的貢獻

特點如下：

(1)人力與體力不足或一般工具無法執行者：

如人跡罕至的地方，並且受污染地區；協助行動

不便之人士或是老年人之行動與支撐。

(2)降低執行風險：例如潛在的爆炸，有毒物

圖5 鄰近危險邊坡遠端遙控怪手機具

圖6 生命探測與鑽掘型防災機器人

(圖片摘自：http://www.design4disaster.org/)

圖7 在廢墟中攀爬的機器人

(圖片摘自：http://spectrum.i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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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輻射，或潛在的受損設施高處，可

通過狹窄的入口進入損壞的建築物，進

行搜索受害者。

(3)減少時間和成本：如快速監測環

境架設，以及遠距離通訊與影像傳輸技

術突破，加上物聯網的感測技術，近期

可提升機器人技術和組件技術的演變，

正在迅速增加其適用領域和增加遙控任

務距離。

(4)快速蒐集災區情資：快速可量測

災區地表3D地形與地物，可提供災區復

救需求。

3.未來防災機器人產業之技術瓶頸

與整合待突破之方向

(1) 研發高抗候性的材料科技：惡

劣環境之需求，耐高溫與濕度，甚至材

料需要更精巧與高強度，機電整合能在

惡劣溫、壓、濕環境正常運作。

(2) 加強與新通訊科技之整合：巨

災下通訊容易中斷，若機器人能自動定

位，不論室內定位或者大範圍搜索面積

的定位皆十分重要。未來物聯網感應設

備之偵測與連動，也許是值得嘗試的方

式。建議開放防災專屬通訊頻段，可提

供防災機器人相關設備使用。

(3) 強化監測取得之大量數據與應

用，以UAV影像拍攝大量影像為例，可

積極佈局大數據的應用，如研發自動化

地形測量技術，整合非常規近景攝影技

術產製空間之3D地圖。

(4) 增加機器人視覺技術之快速辨

識能力：自動化進行快速影像辨識技術

的提升，可應用於環境影像的分類(人臉

辨識、年齡判斷）演算與差異化(危險物

品侵入)比對，藉此偵測出危險人事物進

圖8 克服困難地形的早稻田大學(圖片摘自：早稻田大學)

圖9 KNY台灣天氣App(目前只有android系統, iOS開發中)提供地震

早期預警的功能(地震訊息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技術支援：

中興工程顧問社、新光保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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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域。

(5) 研發能源與電力系統供應技術：防災機

器人工作時間長，且災區電力取得不易。必須採

取低耗能設計，以及補充電力之方便設備。

(6) 機器人更趨於微型化與多功能：機器人

不再給人笨重的印象，Google正在執行奈米機器

人的研究計畫，而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團隊已研發

出一款名為MicroTug的微型機器人(圖11所示)，

雖然只有約火柴盒大小的身形，卻可拖動比它重

達2000倍的物體，小機器人也能立大功，可幫助

在火災現場移動嗆傷昏迷的民眾，也可進入人們

進不了的窄小空間中，移動內部裝置進行維修。

作業的功率提升值得深入研究。

(7) 增加機器人感知能力：拜製程技術躍進

所賜，微機電感測器(MEMS)的性能已較過去大

幅提升，不少工業型機器人開發商開始整合各種

MEMS感測器及感測融合演算法，強化機器人情

境感知功能，動作更細膩。晶片與相關機電設備

的設計之技術十分關鍵。

各項研究指出臺灣天災發生頻率高，為了減

災的需求，臺灣防災相關技術發展迅速，並具備

發展成全球最具防災機器人產業化潛力的國家之

一。對內，不但可以整合跨領域產業，強化國家

防災實力，更能藉由防災機器人研發過程之相關

技術結合，在產業化過程中獲得關鍵技術與專

利，促進產業提昇與創新；對外，可以透過國

際外交共同合作，形成區域化機器人救災協力配

合，並達成防災機器人產業輸出與技術移轉，創

造另一項全球化產業，並促進外交。開發防災機

器人之規格與技術相對於消費型之機器人困難許

多，但是其十足可展現我國之防災機器人之研發

能力，並且可獲得聯合國許多人道救援組織的支

持與青睞。相信發展防災機器人可發揮臺灣軟實

力(警戒模式、防災應變經驗)與硬實力(機器人與

自動化製造)，形成巧實力(智慧防災商品)，成為

臺灣另一項獨步全球的技術，增加經濟產值。

圖10 淹水預測分析與警戒系統(圖片摘自環興科技提供)

圖11 只有火柴盒大小、12公克的MicroTug，可以拖動

比它重達2千倍的物品。（圖片摘自史丹佛大學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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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育率降低、人類平均壽命增加，當一

個國家（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超過7％

時，即步入所謂高齡化社會，而65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超過14％，我們就稱為高齡社會。全球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數，即將於2011～2029年邁入口

高峰期，改變人口金字塔的結構，這表示高齡社

會的到來已經是現在進行式，而台灣預測也將於

2017年達到高齡社會（如圖1.所示），你是否有

想過在勞動力人口不足、但需照護的老年人口增

加，我們該如何因應這樣的社會？圖2.即是未來

醫療照護的構想－運用現今逐步發展的雲端、

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等智動化概念，構築出

「醫療照護」在生活中藉由「智動化」突破現有

的界線，達到完全符合需求，甚至更多。

智動化即是「智慧型自動化」的簡稱，定義

為整合軟硬體與技術服務，透過智慧化循環流

程：感測（Sensing）、處理（Processing）、判

斷（Reasoning）、回應（Reacting），開發出具

環境感知，安全人機互動與自主決策能力的設備

與系統，以因應多元、多樣的製造與服務需求。

「智慧型自動化」也兼具跨領域整合及創新應用

的特質，同時包含了智慧型自動化產品與設備、

智慧型機器人以及自動化工程技術服務等三大主

要範疇。

而醫療智動化，即是把智動化的概念與技術

放入醫療領域，凡舉觀測、診治、照護、行政、

圖1.人口老化速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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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都可與智動化做結合，讓醫療也能更加完善

的與需求作緊密結合。

在過去，醫療產業不外乎以醫療器材業為主

要產業，以用途將產品做分類，圖3.即是以這樣

的依據作為分類的一種範例，但當醫療加入了智

動化，我們便不侷限在使用的器材上，而是將醫

療產業擴大到如何使用及使用者是誰等等為依據

分門別類，圖4.即是以這樣的概念重新定義了醫

療產業做的分類範例，當然以目前全球的科技來

說，此分類僅僅只是初階的概念呈現，仍有調整

及更加進步豐富的空間。

全球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帶動了現今醫療器

材的發展趨勢，包括預防醫學、居家照護、疾病

治療策略改變等等，早期全球醫療器材市場佈局

如圖5.所示，然而這樣的結構將隨著各地區高齡

化速度的快慢而有改變，因人口老化將帶動醫療

花費（如圖6.所示），及因需求上升而投入醫療

研發的多寡不同，但無庸置疑的是，這樣的情勢

是全球都在發生及關注的。既然全球趨勢皆如

此，台灣又是高齡化社會快速變化的地區，更應

該積極的投入這部分的發展研究，相關政策發展

重點在三大主軸：高技術門檻、高齡化醫材、高

成長潛力。台灣優勢在精密機械產業群聚完整且

中小企業生產靈活度高，要發展智動化醫療已具

備基礎條件，但中小企業資金較不足，且醫材領

域人才難尋，市場通路也尚未完整建立，在高階

技術自主能力也有待加強，這都是台灣目前面臨

到的問題。

日前，由中華經濟研究院主辦的2014台灣產

業科技及政策論壇-下一階段之新興科技及發展

策略會議上，針對台灣在醫療產業上針對不同時

程提出具體作法因應：

短期：累積研發實力，增加廠商創新誘因。

意旨台灣應將經驗累積成研發設計能力，並往客

圖2.智動化地區涵蓋性照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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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化與智慧系統化服務發展方向發展，提升醫療

器材法規的彈性，讓廠商願意著重於醫療產業開

發。

中期：關鍵技術獲取、結合，加強國內醫材

國際知名度。此部分希望提升高階關鍵技術的國

產自主化，同時結合雲端、物聯網等技術，並鼓

勵建立整合性臨床研究平台連接醫界、學界、廠

商，同時與新興國家合作設立Demo Site，將台灣

品牌開始推入國際。

長期：國際合作，發展新興商業模式，並加

速國際認證通關。鼓勵醫材企業進行技術交流，

提升至國際交流層面以提升台灣聲勢，形成共創

機制；在另一方面，國際認證合作、接軌，幫助

國內廠商迅速進入國際市場。

從以上不難看出，台灣也正積極地希望能在

智動醫療上有所突破，以便搭上全球這股醫療產

業的巨大變革，而我們也期許在未來，人們能游

刃有餘的以智動醫療完善面對這全球不可避免的

高齡社會到來。

圖3. 醫療電子產業分類範疇

圖4.醫療智動化產業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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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全球醫療器材市場佈局分析

圖6. 2009年重要國家醫療花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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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撓曲薄膜電池自可攜式電子產品蓬勃發展

以來已被高度的重視，包括交通運輸用悠遊卡

片、安全機制用識別器、無線通訊用傳輸器、金

融交易用智慧卡、電子錢包及美容醫療用貼布等

都需大量的被使用。另外，自2013年google推出

智慧眼鏡， SONY、三星等推出智慧手錶等引爆

了穿戴式裝置的話題與風潮。穿戴式裝置不僅具

備資訊娛樂、運動健身、醫療照護及工業/軍事等

四大應用領域， 若穿戴式裝置如同手持式裝置般

成熟應用，不僅使行動應用更加多元化，也創造

了穿戴式裝置市場與相關產業鏈的新興商機，是

產業中極具發展價值的領域。

今就針對軟性的鋰電池做一簡單的探討。

何謂可撓曲薄膜電池? 

薄膜電池基礎技術的開發是來自”橡樹嶺

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明確的定義薄膜電

池為鋰電池的一種，且使用射頻磁控濺射和熱蒸

鍍的方式，作為正極、電解質和負極層的製造，

其厚度小於數微米。此這種技術的缺點是製程複

雜、設備價格昂貴、電池容量僅μAh範圍，難以

大量生產的瓶頸，以致於無法因應穿戴式裝置的

需求。

固態電池製造流程如圖1所示。

拓志光機電-電池營業部 經理/楊宗燁 

拓志光機電-系統整合處 專案經理/彭晨理

可撓曲/嵌入式電源領頭
軟性鋰電池橫掃千軍

圖1.固態薄膜電池製造流程 《資料來源:GS Calltex,工研院IEK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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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薄膜電池技術比較

目前，面對薄膜電池產業的局面，競爭廠商

數量與日俱增，且各有所長。技術主要以固態電

池與高分子基兩大技術為主。固態薄膜電池大

部分還是使用ORNL開發的技術，正極為鋰氧化

物、負極為鋰金屬、和以鋰磷氧氮化物 (LiPON) 

為電解質。利用濺鍍或沉積的方式，使電極材料

附著於各種陶瓷、半導體、金屬箔或塑料等基材

上。全球使用這種技術的公司，包括了Cymbet，

Excellatron，Infinite Power Solutions等公司。

Solicore使用Polymer Electrolyte (PME)的專

利，以塗佈的方式製造薄膜電池，而Cymbet使

用原有ORNL提供的技術，以較低溫度的方法

(100oC)製造電池，因此薄膜沉積的基板將能有

更多種的基材選擇，特別是柔性基板。另外，

亦有固態電池廠商開發出專有技術，用於生產

奈米厚度的塗層。此方法稱為氣相沉積凝固法

（VDS），提供傳統的真空、電漿和雷射技術，

來控制薄膜結構在原子級等級，相較現有的方

法，能同時達到較快的蒸發和沉積速度，但最主

要的缺點仍是製造成本相當高，導致市場無法接

受。全球薄膜電池廠商產品與規格比較表如下表

表2所示。

新穎的可撓曲薄膜電池製造技術是有別於傳

統固態電池製造方法，除了具有固態電池超薄的

厚度外，又可提供電池耐撓曲之功能，達到高安

全性、高容量密度特色。toes的專利技術能使電

池的表現像液態電池一樣，且沒有安全上的問

題，主要的核心技術是利用碳酸酯類化合物高黏

度溶劑，如化學式(1)所示；與低黏度內酯類化合

物溶劑搭配使用，如化學式(2)所示。溶劑均取自

於電解液原料，於製造電極組時透過toes自製高

精度貼合設備並以上述溶劑配方當作貼合用膠水

組裝電池芯。優勢在於，藉此省略現有需以堆疊

機或捲繞機堆疊或捲繞電極與隔離膜之工序，達

到簡化現有電極組製造工序並有效地降低其製造

成本。且製造技術不依賴濺射和蒸鍍技術，利用

卷對卷(Roll to Roll)方式實現大量生產以達到獲得

高利潤的效益。

 
表1、全球薄膜電池廠商產品與規格比較表

 [化學式1]            [化學式2]

O
O

O

n R1 m

O

O

n R1 p

 

O
O

O

n R1 m

O

O

n R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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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電池之應用領域

薄膜電池的應用市場相當廣泛諸如交通運輸

用悠遊卡片、安全機制用識別器、無線通訊用傳

輸器、金融交易用智慧卡、電子錢包、電子貨架

標籤、美容醫療用貼布、健康照護系統、穿戴式

裝置及物聯網所需之低耗能裝置，如圖2所示。

網際網路交易活絡的今日，交易之安全性仍

是大家關心的重點。經由Powered Smart Card技術

的提升，將可以確保信用卡付款作業的安全性

及可靠性。因此，藉由利用高安全性的Powered 

Smart Card技術來提供電子商務中有關使用者身

份鑑別與交易資料安全保護等等安全保障，勢必

可以增進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交易環境的信心，從

而助長電子商務的發展。

主動式RFID (active RFID) 標籤透過內置電池

提供射頻訊號，提供醫藥/保健、零售供應鏈、

消費性產品、郵務、製造業零件、文件歸檔、軍

事、貨架標籤、車輛及汽車遙控器管理與追蹤，

可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穿戴式裝置涵蓋範圍很廣，包括個人身上可

攜式各種應用裝置，從頭到腳都有，如智慧頭

盔、智慧眼鏡、智慧項鍊、智慧手錶、智慧手

環、智慧運動鞋…等。穿戴式裝置市場發展，

根據IEK(2014/3)穿戴式裝置技術與市場趨勢報告

指出，穿戴式裝置市場成長階段大致分為3個階

段，2013至2015年的「摸索期」，會出現一波大

量產業投入，將造成的高度成長；2016到2017年

的「停滯期」，廠商將開始思考消費者的真正

需求，並開始建立標準化平台架構；2018年後

的「穩定成長期」，市場上開始出現第2代穿戴

式裝置產品，預計2020年後，市場將開始高速成

長。

穿戴式裝置市場成長潛力極佳，依據上述3

個階段發展，IEK評估，穿戴式裝置的出貨量，

可望在2018年達到1億9,120萬台，市場規模上看

205.5億美元。

受惠於上述各項應用領域快速的成長，大廠

相繼的投入、智慧裝置供應鏈完善、應用環境成

熟及智慧手機市場已趨飽和，產業需要新的動

能，因此在百家齊放的狀況下，可撓曲薄膜電池

需求將呈現爆發性的成長。

O
O

O

n R1 m

O

O

n R1 p

 

圖2.薄膜電池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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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撓曲薄膜電池發展未來趨勢與挑戰

薄膜電池以目前的發展狀況，不可能達到與

鈕扣型電池在價格上相互競爭的優勢。且不管在

任何情況下，大部分的小型電池製造商都不希望

焦點是落在價格競爭，因為現階段很難在價格上

具有優勢。因此，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策略，避

免落入價格競爭的劣勢，轉而掌握電池特色凸顯

優勢。

第一種挑戰是改善電池的性能，以增加或優

化的方式，提升電池電量使壽命更長，這是一個

不會壓縮價格，且能提高產品價值的策略。另一

策略是走高單價路線，其價格就不是主要的問

題，與鈕扣型電池也不會在同一個平面上相互競

爭。這意味著應用市場，將朝向醫療或軍事目的

利基市場。

第二種挑戰是透過高精度自動化設備結合

SCADA及MES系統，有效進行生產製程數據採

集、分析及監控。除可管控電池品質外又可進行

智慧數據分析，及時提供生產作業問題改善，朝

智慧型工廠邁進。

由前述所提各項應用市場發展來觀察、展望

未來，受惠於低能耗、薄型化、物聯網及穿戴裝

置需求持續發酵成長，預期薄膜電池市場仍將持

續成長。且因電子產品逐漸朝向輕薄化設計、電

池高容量化趨勢發展，在此趨勢不變的情況下，

預估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爆發性的成長。

《照片由左至右為 : 彭晨理專案經理、梁文進副總經理、林蔚山董事長、楊宗燁經理(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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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起點 釐清組織人力

資源需求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指以在學或剛畢業學生為

對象，透過產業界與學校的合作，以上課、實

習、專題等方式，提升學生實務與就業力，共同

養成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企業在規劃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方案，通常都

經過4個階段（如圖1），其重要之工作內容說明

如下：

1.事前準備階段：主要是依據組織策略目

標，盤點企業人力資源現況，並勾勒出未來1-2

年之人才需求，包含所需人才類型、時間點、數

量、用人的時間、所需人才之能力內涵及學歷

等，例如2年後企業要進行遷廠，原有地區之人

力未能全數遷移到新廠地區，評估將需要100名

高職畢業之作業員、10名大學畢業之研發工程師

等。

2.學校洽商階段：包含選擇合作對象、適合

的政府資源及與學校共同規劃課程內容三項主要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二部曲-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研究員/李曉媛

活用政府資源

前言

全球面臨少子化的衝擊，以及國際人才搶奪戰日益白熱化，企業尋求越來越不容易，還有新鮮

人職能落差現象，也是企業面臨的人才問題之一。根據萬寶華集團(Manpower Group)2014年調查報告

顯示，全球36%雇主面臨徵才困難，其中有54%的雇主認為此問題將對業務造成負面的衝擊，包含對

外會造成企業提供客戶服務能力、競爭力或生產力下降，對內會增加員工流動率及人事薪酬成本、

降低創新與創造力、員工士氣和工作熱誠，因此他們亟需靈活的人力資源解決方案。

因應人才填補問題，企業採取多元人力資源方案以獲得更多人才，積極促進產學合作及發掘新

的人才來源，與教育機構進行產學合作，提供給薪或學分抵用制度的實習機會，透過開設符合企業 

人才需求的課程提供人才專屬訓練，以建立企業永續經營所需人才之穩定招募管道。

本次介紹政府各部會投注於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資源，及經濟部所提供之人才需求轉介服務，

以供有意願投入產學培育之企業，運用政府資源自主或與學校共同培育人才，歡迎有產學合作需求

之企業至「經濟部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瞭解各項方案內容並踴躍登錄您的需求，網址http://

college.itri.org.tw/co_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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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選擇合作對象：主要以企業之地區或

考量用人之類型尋找相應可合作的學校作為合作

對象，較少數的方案可與培訓機構共同合作。

（2）選用適合之政府資源：考量合作之目

的、企業所屬產業別、人才類型、培育時間長短

及合作對象等因素選用適合之政府資源。

（3）與學校共同規劃課程內容：依據合作

目的，企業與學校共同討論課程、學程之教學內

容，企業可將欲培育之對象所需之能力項目，皆

納入課程大綱中，亦可參考經濟部發展之產業職

能基準，與學校共同討論，以提升課程內容之實

務性及貼近產業所需。

（4）舉例說明：某機械廠商，在1年後需要

具有實務能力之機械設計工程師，則可選用工業

局人才扎根計畫，參考經濟部工具機研發工程師

或機械設計工程師職能基準，與學校共同討論3

門實務課程及1門實作（專題）課程的內容，培

養所需人才。

3.合作培育階段：主要是指課程（學程）或

實習開辦階段，企業為提升教學成果所投入之各

項活動，包含業師參與教學、提供實作教學設備

或場地、安排導師與學校教師共同開發教材等，

以及最終學程結束後核定學生學習成果的過程。

在評估學生實習或學習成效部分，可結合經濟部

推動之能力鑑定項目，作為客觀之能力檢視工

具。

4.結業留用階段：企業辦理產學培育的最終

目的，則是補進企業所需人才，故在學程（實

習）結束後，企業可依錄用員工之流程聘用結業

學生，更重要的是若能設計高誘因之留用機制，

例如留用獎金、承認實習年資、提高正式聘僱薪

資、給予職涯轉換之機會等等，將可提高留用培

育後之人才的機率。

善用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政府資源 培育所

需人才

政府為因應企業多元用人需求，從基礎技術

/服務人員、中階專業人員/工程師到高階研發人

才，由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分別提供相應之

補助資源，以促進企業參與人才培育及協助青年

學子就業。

各部會皆考量政策推動及產業人才需求較高

之產業作為補助對象，其中經濟部的方案為促進

企業透過產學培育彌補所需人才，針對基礎工業

及重點產業推動，以「產業技師培育計畫」補助

圖1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方案規劃流程圖

事前
準備

結業
留用

學校
洽用

合作
培育

1.企業盤點未來人力需求

2.確定組織需解決之人才
問題及目標(人才類型)

3.選擇合作對象(學校或訓
練機構)

4.依目的及人才類型選擇合
式方案(政府資源)

5.運用產業職能基準與學校
共同規劃課程內容

6.甄選實習生或培訓對象

7.提供業師參與教學(專業
技能及企業文化課程)

8.安排實習階段導師及評核
學生能力(專業人才能力
鑑定)

9.設計留才/引才機制

10.擇優錄取符合企業
所需人才

11.檢討規劃下一個合
作培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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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辦理產學培育，及「產業人才扎根計畫」補

助學校辦理實務課程並提供修課成績優秀同學獎

學金，引導學子進入工具機、紡織、機械、模具

等產業服務。

教育部為提升學生之實務及就業能力，主要

以「學生至企業實習」及「企業與學校開設專

班」2種形式為主，另針對高階研發人才則逐步

推動結合「企業研發主題」作為碩博士學生論文

題目的方式進行，近期技職司主力推動的方案為

「產業學院計畫」，主要精神是為企業量身打造

所需人才，企業可透過「學分學程」的開設，並

結合實習的學分，與學校共同討論課程內容及實

習期間，投入師資、教材、設備與學校共同培育

所需人才。

勞動部以促進青年就業為目的，主要透過

「雙軌旗艦計畫」讓學生在學校學習理論並於事

業單位（企業）演練實務能力的方式進行，培育

對象分為高職生與專科/科大學生。

各部會之方案就其目的性有所差異，建議中

小型或首次投入產學培育的企業，可以選擇先從

「引進實習生」的方案開始，中大型企業或有15

人以上長期培育需求的企業，則可選擇「與學校

共同開設專班」的方案，以培養出企業特定需求

及核心能力之人才。 

歡迎企業踴躍提出產學合作人才培育需

求

企業面臨尋求不易之情況，紛紛投入產學合

作人才培育，提早至校園「預約」或「訂製」所

需人才。經濟部為促進廠商運用政府資源自主培

育人才，建置「經濟部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

網」提供廠商查詢各項方案內容、產學方案選案

工具、線上登錄需求、企業活用實習生指引手

冊、產學合作人才培育企業及產業公協會案例

等資源與服務（如圖3），主要服務項目說明如

下：

圖2政府產學合作人才培育主要措施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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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人才培育需求登錄及轉介媒合服

務：廠商有產學合作人才培育需求，可於1月及7

月至網站登錄，經濟部將於彙整廠商需求，轉介

至教育部與勞動部，由學校及勞動力發展分署與

廠商聯繫，省卻廠商找尋合作對象及逐一洽談之

人時成本。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方案查詢及選案工具：經

濟部為服務廠商，已將勞動部、教育部、科技部

等20項產學相關之方案整理成摘要表，並提供申

請須知等資料下載服務，若廠商不知道如何選擇

政府方案，也提供線上選案服務，廠商只需要選

擇「您用人的目的」及「您培育人才的類型」系

統則會建議出您適合的方案，供您參考。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企業成功案例：為引導企

業投入產學培育，縮短投入企業之學習曲線，網

站提供企業成功經驗分享，醫產業分類整理，包

含電子光電產業的群創光電案例、機械產業有上

銀科技、順德工業、永詮及東台多家企業案例，

船舶/運輸產業的中鋼運通，塑橡膠產業的正新輪

胎等案例介紹。

最後，呼籲有用人需求之企業，可至經濟部

工業局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 （http://college.

itri.org.tw/co_education/）瞭解各項方案，並踴躍

提出您的需求。

參考資料：

1.萬寶華集團《白皮書 - 人才短缺持續困

擾雇主 角色多變的人力資源單位如何解決此

問題 (中文) 》，104年5月1日取自https://www.

manpower.com.tw/index.php?option=com_phocadownl

oad&view=category&id=3&Itemid=899&lang=zh

2.麥肯錫從教育到就業報告《From Education 

to Employment by McKinsey & Company》104年

5月1日取自http://global-apprenticeships.org/best-

practices/from-education-to-employment-by-mckinsey-

company/ 

2.經濟部工業局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 

http://college.itri.org.tw/co_education/

圖3經濟部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主要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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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全球化中，人才的流動率日益增加，人

才資本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在企業中人才的競

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如何選用人才、培育人才

都是企業的重點之一，大部份企業對於如何培

養人才及提高個人績效，並未有一套完善的系

統，現在勞動力發展署建立完整且具公信力的人

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TTQS）建置訓練品質管理體制，辦理

訓練品質評核與輔導服務及服務品質之管理、訓

練品質管理及訓練課程規劃，能達到訓用合一，

更能找出職能落差並擴大企業訓練的深度強化事

業機構與訓練單位之相關能力與績效，做為培育

人才之辨識工具，

目前政府針對人才培訓之發展有積極補助申

請資格如以下表1彙整出相關職業教育訓練及後

續相關資料。

利用推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培訓計畫(訓用

合一)其相關資訊以下3點做敘述：

1.申辦資格：

(1) 依法設立登記且組織章程或執行任務具有

辦理訓練相關項目。

(2)掌握事業單位用人需求並接受其委託辦理

培訓。

2.補助對象：

失業者(申請單位招募及培訓對象之條件，

需配合工作性質訂定並不得有不當限制)。

3.補助金額：

補助總訓練費用為65%(事業單位和參訓學員

共同負擔35%)，補助上限為100萬元。

人才職能補助
相關資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林文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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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委託民間訓練單位辦理職前訓練其相關

資訊：

1.申辦資格：

以勞務採購方式規劃辦理失業者訓練計畫，

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以準用最有利標決標

為原則。

2.補助對象：

各訓練班次均應規劃以年滿十五歲(含)以上

之失業者為招生對象，不得招收在職者參訓。

3.補助金額：

具特定失業者身分之參訓者，得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訓練單位申請免繳自行負擔費用。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1.申辦資格：

(1)勞工在職進修計畫：大專院校、職業訓練

機構、法人團體等。

(2)勞工團體辦理勞工在職進修計畫：勞工團

體。

2.補助對象：

年滿15歲以上，具勞工保險、農民保險身分

之在職勞工。

3.補助金額：

每位參加訓練學員3年內最高補助金額為新

臺幣7萬元(一般在職勞工身分補助80%訓練費

用，特定對象在職勞工身分補助100%訓練費用) 

。

小型企業人才提升計畫：

1.申辦資格：

具有保資格50人以下(未滿51人)之事業單

位。

2.補助對象：

國內依法辦理設立登記或營業(稅籍)登記，

且受雇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50人(含)以下之

民間團體。

3.補助金額：

每一訓練計畫案之訓練課程以10萬元為原

則。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1.申辦資格：

民間團體、就業保險投保單位、公私立高中

(職)或大專院校。

2.補助對象：

15~19歲本國籍青年，但不含日間部在學學

訓練者身分別 培訓單位 事業單位 

職前訓練

 1.堆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培訓計畫

(訓用合一) 

2.委託民間訓練單位辦理職前訓練

1.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2.推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

培訓計畫(訓用合一) 

3.明師高徒計畫 

在職訓練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1.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2.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3.充電起飛計畫 

表1職業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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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夜間部在學學生。

3.補助金額：

每名學員每月12000元為上限，訓練課程為3

個月為限。

在推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培訓計畫(訓用合

一)相關資格：

1.申辦資格：

依法公司或商業登記且並領有設立登記且具

用人需求之單位。

2.補助對象：

失業者(申請單位招募及培訓對象之條件，

需配合工作性質訂定並不得有不當限制) 。

3.補助金額：

補助總訓練費用為50%(事業單位和參訓學員

共同負擔50%)，補助上限為100萬元。

明師高徒計畫以下資訊：

1.申請資格：

(1)受雇於十人以下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

(2)具備訓練職類專長，且實際工作五年以

上。

2.補助對象：

18~29歲本國籍青年，非在學之未就業青

年。

3.補助金額：

師傅每月補助五千元，徒弟每月補助一萬

元，一名師傅最多指導二名徒弟。

充電起飛計畫：

1.申辦資格：

(1)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

之加強輔導型產業、受衝擊產業或受損產

業者或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之適用

對象。

(2)為受雇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滿五十一

人以上之民間投保單位。

2.補助對象：

(1)受雇於事業單位15~65歲具就保身分之員

工。

(2)事業單位之受雇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

滿五十一人以上者。

3.補助金額：

個別型補助上限200萬元，聯合型補助上限

300萬元，加強輔導型補助上限350萬元。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1.申辦資格：

(1)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間事業機構、非營

利法人或團體並有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

件。

(2)為受雇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滿五十一

人以上之民間投保單位。

2.補助對象：

(1)受雇於事業單位15~65歲具就保身分之員

工。

(2)事業單位之受雇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

滿五十一人以上者。

3.補助金額：

個別型補助上限95萬元，聯合型補助上限

190萬元，產業推升型補助上限200萬元

上述的資訊提供勞動者最需要的政府補助，

因應環境快速的變遷全球競爭力的提升，強化人

力資源的競爭力，能幫助產業及勞動者有效取的

技能並增加市場的競爭力，如何迅速地彌補自己

的弱點，要靠借力使力，政府的計畫都有助於強

化人才找到屬於自己的競爭優勢，人才管理與發

展目前是企業所追求的制度化與永續經營的重要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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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編輯部 

地址：40850 台中市工業區 27 路 17 號後棟 3 樓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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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1.	 針對廠商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

2.	 提升企業員工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領域的研發設計及技術應用能量。

3.	 增加受訓學員對於產業關鍵技術的掌握。

執行方案

1.	包班運作模式：

針對單一企業、關係企業、上下游整合性廠商或有興趣廠商，依據所需設計課程辦

理員工培訓，協會提供講師、場地安排、行政事務等一切庶務，節省企業執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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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地點：可在公司內部場地上課或是貴公司認為適合的公共設施場地。

III.	內容：依公司需求編排課程內容。

IV.	講師：企業指定講師，或由協會尋找適合的優秀講師。

2.	協會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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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講師保持良好合作關係，開設「感測系統」、「機器視覺」、「多軸機械手

臂」、「機械夾爪」、「自動化系統整合」、「專案管理應用與實作」等專業課

程，亦配合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開辦教育訓練課程，提供受訓學員多元化知識

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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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讓受訓學員掌握最新、最具價值的技術內涵。

III.	補助：協助公司爭取政府人才培育相關計畫，補助學員培訓學費節省企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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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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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24 機件幾何公差標註操作練習〜進階班    12 新竹 
06/24-25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高雄 
07/01-02 機器視覺技術與應用實務      12 台北 
07/08-09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台中 
07/10-11 金屬材料性質與加工應用      12 台中 
07/14-15 航太加工與高速切削應用技術     12 台南 
07/14-15 智動化工廠/設備線的建構技術及演示    12 新竹 
07/15-16 製程設備 SECS / GEM 連線技術     12 台北 
07/21-22 內藏永磁馬達設計與分析      12 新竹 
07/21-23 工具機自動化上下料技術應用     18 台中 
07/22-23 AS 9100：2009航空、太空及國防工業品質管理系統  12 台中 
07/28-29 結構疲勞與最佳化設計分析     12 新竹 
07/29-30 液靜壓軸承設計與應用      12 台中

104年度【經濟部工業局】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由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執行之「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結合具備精密機械實際

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辦理工具機、機械零組件、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模具、智

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及一般機械產業之中高階技術人才培訓課程，藉以強化產業人力資源

，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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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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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
並做客製化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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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工研院機械所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洽詢課程
聯絡人

電話
課程日期
(104年度)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

課程
費用課程名稱

06/15~06/30 汽車沖壓零組件設計開發與實務(含設備及材料單件、系統件)  36 高雄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06/27~07/12 2015 銲接訓練技術研習班-B      36 高雄 4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06-07  汽車沖壓鈑金模具、零組件估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12 高雄 4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11、07/18 金屬鍛造成形之模擬與可成形性分析     12 台北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07/13-14   先進汽車沖壓鈑金模具、零組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實務  12 高雄 13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20-21   先進汽車沖壓鈑金製程與實務      12 高雄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eeia.org.tw/＊洽詢專線：02-
27293933#24  蕭小姐＊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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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dia.org.tw/school/
＊洽詢專線：02-29995108 高先生＊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         
    http://www.tairoa.org.tw/training/tr_course_list.aspx
＊洽詢專線：04-23581866  鄭小姐、武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7/07-08 透明導電膜製程與設備技術人才培訓班  12 台北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6/12-18 車銑複合加工機設計及應用課程   12 台中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7/30-31 模具及產品精密加工製造實務   12 台北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6/25-26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07/02-03 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12 台中
07/23~31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24 台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training.mirdc.org.tw/  
＊洽詢專線：07-3513121#2476/2478  林先生/林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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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3-24 機件幾何公差標註操作練習〜進階班    12 新竹 
06/24-25 精密機械設計技術實務      12 高雄 
07/01-02 機器視覺技術與應用實務      12 台北 
07/08-09 機件幾何公差之解析與實務     12 台中 
07/10-11 金屬材料性質與加工應用      12 台中 
07/14-15 航太加工與高速切削應用技術     12 台南 
07/14-15 智動化工廠/設備線的建構技術及演示    12 新竹 
07/15-16 製程設備 SECS / GEM 連線技術     12 台北 
07/21-22 內藏永磁馬達設計與分析      12 新竹 
07/21-23 工具機自動化上下料技術應用     18 台中 
07/22-23 AS 9100：2009航空、太空及國防工業品質管理系統  12 台中 
07/28-29 結構疲勞與最佳化設計分析     12 新竹 
07/29-30 液靜壓軸承設計與應用      12 台中

104年度【經濟部工業局】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由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工業技術研

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執行之「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結合具備精密機械實際

研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辦理工具機、機械零組件、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模具、智

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及一般機械產業之中高階技術人才培訓課程，藉以強化產業人力資源

，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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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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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
並做客製化企業包班之服務，若您對工研院人才培訓課程感興趣，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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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工研院機械所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洽詢課程
聯絡人

電話
課程日期
(104年度)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

課程
費用課程名稱

06/15~06/30 汽車沖壓零組件設計開發與實務(含設備及材料單件、系統件)  36 高雄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06/27~07/12 2015 銲接訓練技術研習班-B      36 高雄 4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06-07  汽車沖壓鈑金模具、零組件估價及同步開發實務   12 高雄 4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11、07/18 金屬鍛造成形之模擬與可成形性分析     12 台北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07/13-14   先進汽車沖壓鈑金模具、零組件業工程管理及製商整合實務  12 高雄 13500  鍾先生 07-3513121 #2443
07/20-21   先進汽車沖壓鈑金製程與實務      12 高雄 4000  林先生 07-3513121#2471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eeia.org.tw/＊洽詢專線：02-
27293933#24  蕭小姐＊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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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mdia.org.tw/school/
＊洽詢專線：02-29995108 高先生＊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         
    http://www.tairoa.org.tw/training/tr_course_list.aspx
＊洽詢專線：04-23581866  鄭小姐、武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電子設備協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7/07-08 透明導電膜製程與設備技術人才培訓班  12 台北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6/12-18 車銑複合加工機設計及應用課程   12 台中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7/30-31 模具及產品精密加工製造實務   12 台北

課程日期
(104年度)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課程
時數

開課
地點課程名稱

06/25-26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07/02-03 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12 台中
07/23~31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24 台北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training.mirdc.org.tw/  
＊洽詢專線：07-3513121#2476/2478  林先生/林小姐  
＊詳細課程內容請洽詢承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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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海機器人展(CIROS)�參展團�

【時間】2015/7/8∼7/11 

【地點】中國．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展覽簡介】�

上海機器人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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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 2014 年參展商超過 216 家，展出面積 1.6萬平方公尺，

專業觀眾達 38,572人次;今年展出面積更達 2.4萬平方公尺，並移置新展館

‐虹橋國家會展中心舉辦，展品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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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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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參展會員現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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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時間】2015/7/1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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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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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10/28∼10/31�

【地點】：南韓．首爾�韓國國際展覽中心�

【展覽簡介】�

韓國國際機器人產業大展(International Robot Industry Show, iRIS   2015)

為世界三大機器人展覽會，為第 10 屆舉辦，主辦單位為韓國產業通商資

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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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機器人學會等單位共同承辦。伴隨此展覽活動

韓國機器人產業大產、韓國機械展、金屬展、工具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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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辦理參展團。該展於 2014 年的參展商達 109 家公司、共計 9 個

國家參與；今年韓國產業大產展出總面積 100,000平方米、30 個國家、參

觀人數達 140,000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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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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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日本機器人展(IREX)�參展團�

【時間】：2015/12/2∼5

【地點】：日本．東京國際會展中心�

【展覽簡介】�

由《日本機器人協會/Japan Robot Association》和《日刊工業新聞社/The 

Nikkan Kogyo Shinbun, Ltd.》共同主辦的日本國際機器人展為兩年一次之國

際性展覽，今年為第 21 屆。本展規模為世界機器人展之最，每年吸引大

量來賓到場參觀，歷屆平均入場人數多達 10 萬人。以 iREX歷屆的優良記

錄，每每帶給參展商與參觀者滿意的成績。 

機器人科技顯然成為推動製造業進步的關鍵，不只在製造業，未來機器人

將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服務型機器人及工業用機器人已趨近成熟

且已實際運用於各個領域，各國對於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抱持著非常大的期

望，今年 IREX的主題為機器人工藝，機器人在未來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並橫跨各個產業。IREX將展出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機器人科技，也將成為

該領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2013 年第 20 屆展覽共 334 家廠商參展(18國 53 家海外企業)，展出面積

11,000m2，專業參觀者達到 100,000人，為全球前 3 大機器人展。 

【招展窗口】�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聯絡人：李專員（dennis@tairoa.org.tw） 

TEL：04-23581866 FAX：04-23581566 

 

 

2015�ROBOT �WORLD�參展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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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

業的發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

認學員學習成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

單機自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關鍵技術、產品開發、

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培訓類別】

短期班技術課程—12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4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5/7~5/8 機械夾爪開發設計實務   12 台中 

5/16~5/17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6/4~6/12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24 台北 

6/25~6/26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8/20~8/21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模擬分析   12 台中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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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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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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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的發
展，規劃出系統性、實務性、趨勢性的培訓課程內容，同時可搭配自動化工程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
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自動化、系統單
元及整線與整廠自動化、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的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關鍵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培訓類別】 
短期班技術課程—12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系列班人才養成—36 小時(含)以上培訓時數。 
客製化企業包班。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預期效益】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104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6/25~6/26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招生中~ 12 台中 

7/2~7/3 機器伺服控制實務            ~招生中~ 12 台中 

7/23~7/31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24 台北 

8/20~8/21 智慧自動化系統規劃及模擬分析   12 台中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10 月 自動化工程師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1 月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台北/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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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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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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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工程師證照考試能量聚集

車輛發光警示裝置之研發

以無線ZigBee模組結合PC-based之遠端監控自動化
倉儲系統之研製

提升自我價值，擺脫窮忙一族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四

年

六

月

證照人才 能量提升

產學合作 企業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