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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7月 27日；

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8月 1日

觀察上半年國際經濟情勢，全球經濟情勢呈

溫和復甦態勢。國內部分，雖近期資本設備進

口連兩月負成長，國際油價面臨下跌壓力，及

蘋果新機表現不確定等因素，可能限縮我國出

口動能，然我國上半年進出口貿易及外銷訂單

表現亮眼，工業生產連續二個月呈正成長，新

台幣匯率由升轉貶，與匯損壓力減緩等正面因

素，使得廠商對當月及未來景氣轉趨樂觀。根

據台經院最新調查，本月製造業、服務業與營

建業測驗點皆上升。綜合考量上述因素，台經

院將 2017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修為 2.08%，

較 4月預測提高 0.04個百分點。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6 月底

公布，第一季美國總體經濟數值再次上修 0.1

個百分點，GDP成長年增率為 2.1%。第一季

外需市場表現也因美元走軟，而呈現相對顯著

的復甦。

美國就業市場方面，2017 年 6 月失業率為

4.4%，雖較 5 月些微上升 0.1 個百分點，但

仍為 16 年來相對低點。美國新增就業人數達

22.2萬，意味就業市場持續復甦中。在通貨膨

脹率方面，6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

率為 1.6%。至於近期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

國供應管理研究所（ISM）公佈 6 月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7.8點，較上月增加

2.9 點。另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

為 57.4 點，則較上月增加 0.5 點。美國 PMI

與 NMI走勢雙雙上揚，整體美國經濟景氣仍相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整理∣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當樂觀。

中國大陸方面，上半年 GDP年成長 6.9%。

整體官方用「穩的格局更加鞏固，好的態勢更

加明顯」說明目前中國經濟情勢的特點。其中，

在就業、物價、貿易等各方面均呈良好格局。

經濟展望部分，中國官方製造業，在生產、

訂單與庫存狀況皆好轉的情況下，製造業 PMI

為 51.7，由今年低點反彈至上半年次高水準，

表示製造業擴張速度加快，且連續 11 個月維

持在景氣榮枯線之上；非製造業部分，商務活

動、新訂單、投入品價格及業務活動預期等擴

張速度加快，增加 0.5點來到 54.9，非製造業

活動可望持續增溫。

國內進出口貿易方面，受惠於全球經濟復

甦，帶動電子零組件與資通訊產品出口擴張轉

強，6月我國出口金額年增率從 8.43%上升至

12.97%。出口貨品中，受積體電路需求擴增，

電子零組件出口創歷年單月次高佳績，且多項

主要出口貨品年增率呈現雙位數成長；進口方

面，受半導體設備投資續降與國際原物料價逐

漸墊高影響，半導體設備進口量持續回落，受

半導體設備投資續降及國際原物料價格逐漸墊

高的影響，農工原料進口年增率下滑，使得資

本設備進口年減率擴大，連兩個月負成長。

累計上半年出口較去年同期增加 12.53%，進

口增加 16.54%，出超 228.4 億美元，減幅為

5.28%。

在國內生產方面，受惠於工作天數較上年同

期增加 2天，當月出口年增率較上月大幅增加，

6月工業生產指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3.14%，製

造業增加 3.60%。其中，半導體庫存去化順利，

以及面板需求續強等因素，拉抬電子零組件表

現，該產業已成製造業生產指數主要貢獻來源；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則受半導體檢測設

備需求強勁與手持行動裝置新機銷售增溫，年

減幅度從 5月 12.23%大幅降低至年減 0.04%；

化學材料業則因去年基期較低及市場買氣回

溫，年增 4.01%。總計 2017 上半年工業生產

較去年同期增加 3.24%；製造業增加 4.65%。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6月景氣對

策信號續呈黃藍燈，綜合判斷分數較 5月增加

1分至 21分，主要因製造業銷售量指數由藍燈

轉為黃藍燈；景氣領先、同時指標續呈下跌。

隨全球經濟穩步成長，加上行動裝置創新

升級效應，有助帶動電子產業拉貨效應，改善

我國出口。惟須留意貿易保護威脅仍存、東北

亞地緣政治緊張，以及美國寬鬆貨幣政策轉趨

緊縮等風險。內需方面，物聯網、車用電子及

人工智慧等商機持續拓展，可帶動相關產業投

資。整體而言，國內外機構近期皆預測今年臺

灣經濟表現將較去年優，惟景氣領先與同時指

標持續下跌，國內復甦動能有待強化。

一、景氣對策信號

6月綜合判斷分數較 5月增加 1分至 21分，

燈號續呈黃藍燈；在 9項構成項目中，製造業

銷售量指數由藍燈轉為黃藍燈，分數增加１分；

其餘 8項燈號不變。以下為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 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由下修值 3.9%

增為 4.4%，燈號續呈黃藍燈。

‧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 21.3% 減為 19.4%，

燈號仍呈黃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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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0.2%增為

2.3%，燈號續呈黃藍燈。

‧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 0.82% 增

為 0.84%，燈號續為黃藍燈。

‧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上修值 1.6% 增為

5.4%，燈號仍呈黃藍燈。

‧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

5.9%減為 2.3%，燈號仍呈綠燈。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1.1%

增為 1.7%，燈號由藍燈轉為黃藍燈。

‧批發、零售與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修

值 3.4%減為 3.2%，燈號續為黃藍燈。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 95.47 點增為

96.49點，燈號仍為黃藍燈。

綜
合
判
斷
分
數

綜合判斷說明： 紅燈（45-38） 藍燈（16-9）綠燈（31-23）黃紅燈（37-32） 黃綠燈（22-17）

Total S
cores

圖 1、近一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圖 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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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各構成項目除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之單位為點（基期為 95年）外，其餘均為年變動率；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2. p為推估值；r為修正值。

貨幣總計數 M1B 

股價指數 

工業生產指數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海關出口值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綜合判斷 
燈號

分數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105年（2016） 106年（2017） 

20 23 25 23 24 26 28 29 28 24 21 20

3.9

21.3

-0.2r

0.82

1.6r

5.9r

-1.1r

3.4r

95.47r

4.4

19.4

2.3

0.84

5.4

2.3

1.7p

3.2

96.49

21

    5月        6月
 燈號  %  燈號  %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表 1 、景氣領先指標

圖 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二、景氣指標

▲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0.20，較上月下跌 0.28%。

項 目 105年（2016） 106年（2017）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98 101.82 101.53 101.17 100.80 100.48 100.20

　較上月變動 (%) -0.03 -0.15 -0.29 -0.35 -0.37 -0.32 -0.28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42 100.19 99.94 99.73 99.60 99.59 99.65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100.00 99.91 99.81 99.72 99.64 99.57 99.51

  股價指數 100.05 100.12 100.21 100.30 100.39 100.49 100.59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100.30 100.37 100.36 100.32 100.27 100.20 100.14

  核發建照面積 3 100.00 100.16 100.29 100.37 100.38 100.34 100.29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4 100.98 100.80 100.56 100.27 99.97 99.65 99.33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59 100.52 100.38 100.21 100.03 99.86 99.70

註：1.本表構成項目指數為經季節調整、剔除長期趨勢，並平滑化與標準化後之數值。以下表同。
2.淨進入率＝進入率—退出率。
3.核發建照面積僅包含住宿類（住宅）、商業類、辦公服務類、工業倉儲類 4項建造執照統計資料。
4.SEMI半導體接單出貨比自 2017年 1月起停止發布，故 2017年 2月起以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3個月移動平均）替代。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其中 2項

較上月上升，分別為：股價指數、外銷訂單指

數，其餘 5項：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實質

半導體設備進口值、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

進入率、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以及核發建照

面積均較上月下滑。

80

90

100

110
97.3 98.2 100.2 101.1 103.1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06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指數
高峰（P） 高峰（P） 高峰（P）谷底（T） 谷底（T）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註：陰影區表景氣循環收縮期，以下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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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9.59，較上月下跌 0.50%。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項 目 105年（2016） 106年（2017）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3.14 102.87 102.23 101.47 100.72 100.09 99.59 

　較上月變動 (%) 0.17 -0.26 -0.62 -0.74 -0.74 -0.62 -0.50 

構成項目 1

工業生產指數 100.83 100.74 100.49 100.20 99.91 99.68 99.50 

電力 (企業 )總用電量 101.26 101.15 100.83 100.44 100.02 99.58 99.23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80 100.72 100.50 100.23 99.98 99.83 99.74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74 100.73 100.67 100.62 100.58 100.59 100.6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80 99.83 99.86 99.88 99.91 99.93 99.95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90 100.88 100.74 100.54 100.35 100.25 100.22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1.84 101.54 101.12 100.68 100.22 99.76 99.27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批

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以及非農業部門就

業人數較上月上升外，其餘 5項：工業生產指

數、製造業銷售量指數、電力（企業）總用電

量、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及實質海關

出口值均較上月下滑。

圖 4、同時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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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0.18，較 5月上升 0.04%。

表 3、景氣落後指標

項 目 105年（2016） 106年（2017）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不含趨勢指數 98.46 98.80 99.25 99.68 100.00 100.13 100.18 

　較上月變動 (%) 0.17 0.34 0.46 0.44 0.32 0.13 0.04 

構成項目 1

失業率 99.90 99.96 100.01 100.07 100.12 100.17 100.22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79 99.84 99.89 99.96 100.02 100.08 100.14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46 99.44 99.46 99.47 99.37 99.17 98.90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5 99.97 99.99 100.01 100.02 100.04 100.06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4 99.87 99.91 99.97 100.04 100.12 100.19 

製造業存貨率 99.22 99.49 99.83 100.16 100.43 100.59 100.69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製造

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較上月下滑外，其餘

5 項皆較上月上升，分別為製造業存貨率、全

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失業率、工業及服務

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以及金融業隔夜拆款

利率。

圖 5、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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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根據 8 月 1 日公告的消息，2017 年 7 月，

在連續 3個月擴張速度趨緩後，PMI指數回升

1.4個百分點至 59.0%。

五項組成指標當中，新增訂單、生產數量

與人力僱用持續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呈上升

（高於 50.0%），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仍持續

擴張。

以新增訂單指數來說，指數回升 2.9個百分

點至 61.2%，已連續 17 個月呈現擴張。電子

暨光學產業指數為 68.9%，已連續 6 個月維

持在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基礎原物料產

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分別攀升 2.6與

7.5 個百分點，至 53.8% 與 60.0%，已連續 2

與 9個月呈現擴張。交通工具產業已連續 9個

月呈現擴張，惟指數回跌 14.2 個百分點來到

53.8%。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則中斷連續 4個

月的擴張轉為緊縮，指數下跌了 6.4個百分點

至 45.7%。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僅維持 1個月

的緊縮，隨即回升 7.6個百分點至 55.6%。

生產數量指數在連續第 3 個月擴張速度趨

緩後，回升 4.5個百分點至 61.8%。電子暨光

學產業已連續 5 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擴張

速度，且指數躍升 5.1個百分點來到 68.9%。

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回升 2.5個百分點至

60.0%。食品暨紡織產業及基礎原物料產業指

數皆僅維持 1個月的緊縮，本月指數分別攀升

11.7 與 7.5 個百分點至 53.7% 與 55.1%。交

通工具產業已連續第 17 個月呈擴張，惟本月

指數回跌 14.4 個百分點至 59.6%。化學暨生

技醫療產業指數為 47.8%，已連續 2個月呈現

緊縮。

六大產業 PMI 均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

序為電子暨光學產業 62.8%、交通工具產業

61.2%、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59.8%、食品暨

紡織產業 55.6%、基礎原物料產業 54.1% 與

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50.2%。

圖 6、臺灣製造業 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圖 7、產業別 PMI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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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月 1月 1月 1月 1月7月 7月 7月 7月 7月 日期

擴散指數% 擴散指數%
六月 七月

30.0 20.0

50.0 50.0 49.6

62.1

47.6
50.2

62.8

55.6 53.9 54.1

62.4 61.2

55.8
59.8

70.0 80.0

50.0

62.4
60.6 59.1

54.9

65.2
59.0

57.6
55.8

41.4

47.8
50.3

2017/3

2016/2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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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7年 7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圖 8、臺灣非製造業 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7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已連續 5個月呈現

擴張，指數攀升 1.8個百分點至 54.8%。

四項組成指標當中，商業活動（生產）、新

增訂單以及人力僱用皆持續擴張，供應商交貨

時間呈上升（高於 50.0%）。

7月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五大產業 NMI皆

呈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批發業 59.9%、運

輸倉儲業 59.4%、金融保險業 56.7%、教育暨

專業科學業 55.2%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51.1%。

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42.6% 與零售業 48.8% 則

回報緊縮。僅住宿餐飲業 50.0%回報持平。

2014 2015 2016 2017

8月 7月 7月 7月1月 1月 1月 日期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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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指數%

2017 
7月

2017 
6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化學暨
生技醫療

電子
暨光學

食品
暨紡織

基礎
原物料

交通工具 電力暨
機械設備

臺灣製造業 PMI 59 57.6 +1.4 擴張 加快 17 50.2 62.8 55.6 54.1 61.2 59.8
新增訂單數量 61.2 58.3 +2.9 擴張 加快 17 45.7 68.9 55.6 53.8 53.8 60
生產數量 61.8 57.3 +4.5 擴張 加快 5 47.8 68.9 53.7 55.1 59.6 60
人力僱用數量 57.8 58.6 -0.8 擴張 趨緩 15 58.7 59.4 53.7 52.6 61.5 61.1
供應商交貨時間 58.5 59 -0.5 上升 趨緩 16 52.2 63.4 55.6 48.7 59.6 61.1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55.7 54.9 +0.8 擴張 加快 16 46.7 53.2 59.3 60.3 71.2 56.7
客戶存貨 49.4 45.9 +3.5 過低 趨緩 33 44.6 50 59.3 47.4 55.8 43.3
原物料價格 63.2 58.2 +5.0 上升 加快 17 48.9 65 63 62.8 65.4 66.7
未完成訂單 56.8 54 +2.8 擴張 加快 12 45.7 60.6 51.9 56.4 48.1 56.7
新增出口訂單 56.2 57.9 -1.7 擴張 趨緩 17 46.7 65.4 48.1 46.2 48.1 50
進口原物料數量 56.8 55.2 +1.6 擴張 加快 17 47.8 60.2 63 50 55.8 56.7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63.9 59.1 +4.8 擴張 加快 17 60.9 68.1 55.6 66.7 59.6 47.8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5 36 - - - - 36 31 45 38 27 40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29 29 - - - - 34 27 41 31 23 26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65 65 - - - - 63 60 79 84 56 63

產 業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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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7年 5月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圖 9、產業別 NMI示意圖

除上述 PMI、NMI組成指標外，本月值得注

意之製造業參考指標為『原物料價格指數』、

『新增出口訂單指數』與『未來六個月景氣狀

況指數』。

『原物料價格指數』回升 5.0 個百分點

至 63.2%， 已 連 續 17 個 月 呈 上 升（ 高 於

50.0%）。基礎原物料產業則回報原物料價格

從下降轉為上升，指數大幅回升 14.0 個百分

點至 62.8%，為本月全體製造業原物料價格指

數上升速度加快主因之一。電力暨機械設備產

業 66.7%、交通工具產業 65.4%、電子暨光

學產業 65.0% 與食品暨紡織產業 63.0% 指數

皆達 60.0% 以上的上升速度。僅化學暨生技

醫療產業回報原物料價格較前月下降，指數為

48.9%。

『新增出口訂單』已連續第 17個月呈擴張，

惟本月指數回跌了 1.7個百分點至 56.2%。僅

電子暨光學產業依然回報出口訂單數量較前月

擴張，指數續揚 2.5個百分點至 65.4%。化學

暨生技醫療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分

別中斷連續 13 與 8 個月的擴張，各驟跌 13.7

與 7.5個百分點至 46.7%與 50.0%。交通工具

產業與基礎原物料產業皆回報緊縮，指數各下

跌 7.9與 3.8個百分點至 48.1%與 46.2%。食

品暨紡織產業已連續 5個月呈現緊縮，指數為

48.1%。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回升 4.8 個

百分點來到 63.9%，已連續 17 個月呈擴張。

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上揚 3.1 個百分點至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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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7 
7月

2017 
6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住宿
餐飲

營造暨
不動產

教育暨
專業科學

金融
保險

資訊暨通
訊傳播

零售
運輸
倉儲

批發

臺灣 NMI 54.8 53 +1.8 擴張 加快 5 50 51.5 55.2 56.7 42.6 48.8 59.4 59.9
商業活動／生產 54.8 52.7 +2.1 擴張 加快 5 46.2 51.5 53.4 60.7 44.1 43.1 62.5 60
新增訂單 57.2 53.6 +3.6 擴張 加快 5 42.3 51.5 60.3 59.8 41.2 53.8 58.3 63.2
人力僱用 54.2 52.2 +2.3 擴張 加快 5 65.4 50 53.4 55.4 41.2 50 62.5 57.5
供應商交貨時間 52.8 53.4 -0.6 上升 趨緩 36 46.2 51.5 53.4 50.9 44.1 48.3 54.2 58.8
存貨 52.6 52.4 +0.2 擴張 加快 5 50 54.5 48.3 50 44.1 62.1 41.7 52.5
原物料價格 57.7 56.8 +0.9 上升 加快 19 65.4 56.1 62.1 52.7 52.9 58.6 60.4 56.3
未完成訂單 47.1 43.7 +3.4 緊縮 趨緩 28 23.1 40.9 48.3 54.5 47.1 43.1 52.1 51
服務輸出／出口 47.8 51.1 -3.3 緊縮 前月

為擴張
1 50 35.7 50 78.6 35 25 62.5 57.4

服務輸入／進口 54 47.7 +6.3 擴張 前月
為緊縮

1 46.2 40.5 50 62.5 70 50 65.4 56

服務收費價格 51.6 48.5 +3.1 上升 前月
為下降

1 34.6 50 53.7 58 55.9 50 52.1 51.5

存貨觀感 54.5 53.6 +0.9 過高 加快 36 50 57.6 50 47.3 55.9 58.6 54.2 50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3.2 51.5 +1.7 擴張 加快 6 42.3 45.5 56.9 53.6 64.7 51.7 66.7 56.3

產 業 別

資料儲存及
處理設備

紡織紡紗業

鋼鐵基本工業

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汽、機車
零件製造業

自行車
零件製造業

總製造業

塑膠製品 石化原料

橡膠製品 金屬製品 電線電纜

電力機械
器材製造

通信機械器材 

汽、機、
自行車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業

運輸倉儲業

精密器械

電子機械

運輸工具業

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以 6月為預測基準月 )

68.1%，已連續第 7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的

擴張速度。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基礎原物料

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指數仍持續呈現擴張，且

擴張速度加快，指數分別攀升 4.6、13.0與 3.6

個百分點，至 60.9%、66.7%與 59.6%。食品

暨紡織產業僅維持 1 個月緊縮，本月攀升 9.6

個百分點至 55.6%。僅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

數中斷連 8 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跌幅達 7.2

個百分點，指數為 47.8%。

另在全體非製造業持續承受營業成本攀升

的壓力下，『原物料價格（營業成本）』指數

回升 0.9 個百分點至 57.7%，已連續 19 個月

呈現上升（高 50.0%）。八大產業皆回報原

物料價格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65.4%、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2.1%、運輸倉儲

業 60.4%、零售業 58.6%、批發業 56.3%、

營造暨不動產業 56.1%、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2.9%與金融保險業 52.7%。

『服務收費價格』指數為 51.6%，中斷了

連 3 個月的下降轉上升（高於 50.0%），攀

升幅度達 3.1個百分點。八大產業之中，五大

產業回報服務收費價格呈上升，依上升速度排

序為金融保險業 58.0%、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5.9%、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3.7%、運輸倉

儲業 52.1% 與批發業 51.3%。僅住宿餐飲業

34.6%回報服務收費價格呈下降。營造暨不動

產業及零售業則皆回報持平（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已

連續 6個月呈擴張，且指數回升 1.7個百分點

至 53.2%。於八大產業當中，六大產業回報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為擴張，依指數擴張速度

排序為運輸倉儲業 66.7%、資訊暨通訊傳播

業 64.7%、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6.9%、批發業

56.3%、金融保險業 53.6%與零售業 51.7%。

住宿餐飲業 42.3% 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45.5%

則回報為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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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nd Cybercrime: 
The good and bad news

Singapore Interview with Ann Johnson, 
Vice President, Enterprise & Cybersecurity, Microsof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soon reset the murky world 
of cybercrime – and the 
news is both good and bad.

“We have AI, but so do 
the bad guys,” says Ann 
Johnson, Microsof's Vice 
President,  Enterpr ise & 
Cybersecurity. 

She think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criminal use 
of AI will result in more sophisticated threats 
– such as “malware becoming adaptive in 
the wild, which I don't think is that far off.” 
But she is also optimistic that companies and 
crimefighters, armed with AI, will be able to 
catch threats faster, and use analytics to predict 
when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see malware, we will be able to 
analyse it much more quickly by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Interpol 
World 2017 Congress in Singapore recently. 
"I think AI is the step change that we have all 
been waiting for.” 

Threat intelligence remains fundamental 
to keeping networks safe – here in Asia and 
acros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a keynote 
address to the Interpol gathering, Johnson said 

that organisations with good threat intelligence 
have an advantage because it points to what 
hackers might do in the future. It also offers 
indicators of potential compromises. This 
anticipatory approach means organisations can 
patch their security before problems emerge.

“Threat intelligence comes from companies, 
associations,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s that 
have experienced cyberattacks. As you can 
imagine, that's a lot of data, and it would be 
impractical for individual companies to take on 
the burden of collecting and analysing it for their 
own use." 

This is where Microsoft's Intelligent Security 
Graph steps in. It gathers and analyses billions 
of signals and authentications from across 
Microsoft's more than 200 global services – 

Written by Geoff Spencer, Digital Content Editor, Microsoft Asia

“…you could put on a HoloLens 
and visualize it… it is pretty exciting.”

including emails, Bing and Internet Explorer 
–  constantly watching for signs of trouble and 
then alerting customers. 

New technologies, like security chatbots, 
and HoloLens, let you interact with the graph 
to get insight and help on how to deal with a 
security incident. “You can say: ‘I am seeing 
this scenario. Who else in my organization is 
affected?’ Johnson explains, And, it comes 
back and says: ‘Based our analysis, here is a 
list of affected persons, how they got infected 
and their hierarchy in the organization.”

Johnson further sees a time when machine-
learning will make cybersecurity “a lot more 
intelligent”, predictive even. Imagine a security 
environment that warns of for example: “10 
computers in a data centre are going to go 
down, or a network connection can potentially 
be compromised.”

The AI driven cybersecurity architecture 
will have run through scenarios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like: “What could a bad actor 
exploit in my current environment? What is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certain 
critical resources?”  

“In fact, you could put on a HoloLens and 
visualise it. And, Cortana could say: Based on 
this scenario, this is the weakest link. Solve 
for this first. There is a lot of promise from 
technology. It is pretty exciting.”Johnson's 
enthusiasm for sophist icated solut ions, 
however, is tempered with some down-to-earth 
advice: Do the basics. “You can spe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echnology, but if you don't have 
security hygien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buy.”

Her watchwords are:“Assume Breach”. 
“You always have to assume that you have 
been compromised. In Asia, compromises are 

PowerMap snapshot of botnet infections disrupted 
by the Microsoft Digital Crimes Unit (D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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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detected on average for about 500 days – 
compared with 100 days in the U.S. Think about 
someone being in your network for 500 days 
and the amount of damage they can do.”

Her security“no brainers”include:Stop 
sharing domain passwords; manage admin 
privileges in your company; and always update 
when new patches are released. 

Also, continually educate your  staff and 
executives on how to guard against traps 
like phishing.“About 85 percent of internal 
breaches are not malicious. They are often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careless, or they 
don't know any better.”

Make sure your network is backed up 
properly and have an up-to-date disaster 
plan. Sixty percent of small companies that 
are breached do not recover and go out of 
business.

Johnson says the world must now accept 

that cybercrime is here to stay. “It is not going 
to stop. It is going to get worse. We will have to 
act faster,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stop’it. 
It's like saying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nother 
murder or another bank robbery. 

"Sadly, it is now part of the fabric of society. 
I am talking a lot more nowadays about cyber-
resilience rather than just cybersecurity.”

Meanwhile, the types of actors involved in 
cybercrime are changing. 

“As recently as five or six years ago, we 
used to put actors into categories. Then, you 
had nation state actors, financially motivated 
ones looking for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sell, as 
well as those hacking for fame or activism.

"But  the  l ines  are  incred ib ly  b lu r red 
nowadays. It is a multi-trillion-dollar industry 
... and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ways they 
never did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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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焦點  Market Focus

人工智慧 與  智慧製造

文∣樊晉源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副研究員

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均可說是近年來最為火熱之話題，諸如工業4.0、智慧機械、物
聯網、機器學習，這些都可說是智慧製造領域最為熱門討論的話題，進一步而言，

關於製造類的相關領域，現階段似乎都是偏重在智慧製造這一部分，智慧製造逐漸

成為現階段製造領域之新思想，新革命，甚至許多工業界人士均不斷大聲疾呼，智

慧製造及相關領域均須立刻重視，否則台灣將會在此一浪潮下被淘汰，這部分是否

有這麼重要，抑或只是杞人憂天？

至於人工智慧部分，雖然其熱門程度不如智

慧製造，但在 Alpha go 大勝人類棋王之後， 

這部分之發展馬上受到瘋狂之重視，畢竟以往

人工智慧之發展成果多半僅在研究領域，相關

成果在進一步被領域內之廠商進行使用，人工

智慧不像其他智慧化或至自動化機具一樣受到

一般大眾之注意，畢竟他的切入點較為複雜，

而且人工智慧較偏重於軟實力，基本上人工智

慧可說是內功，透過此一內功，有效驅動各類

型應用與服務，因此嚴格說來，各類型關於智

慧製造相關之服務，是必須要透過人工智慧之

協助，才可以有更為靈活之發展，也就是說，

人工智慧就像是人類的腦袋，他是運用各類型

之先進演算法，進一步協助包含大數據分析、

智慧製造、機器人、等各類型之運用，這多者

之搭配，就像是頭腦與人四肢之搭配，並進一

步完成各類型複雜之工作；因此人工智慧雖然

不如智慧製造或工業 4.0來得名稱響亮，但是

淺談現階段兩者之發展與展望

A I

M
ar

ke
t F

oc
us 背後所付出的努力卻至為關鍵，因為其技術可

說是重點核心，完善之人工智慧發展將可以有

效帶動各類型產業，並且利促產業升級，這所

代表的不將只是智慧製造相關之議題，更是牽

涉到整體之發展；人工智慧所帶來的表現，將

遠遠超過我們之想像。

為此，本篇將優先簡述人工智慧相關之發

展，進一步運用專利，針對現階段世界各國智

慧製造中，人工智慧發展所佔之比重進行一概

要介紹，而後將針對未來之人工智慧對於製

造、機器人，及各類型領域所產生之未來議題，

做一統整與簡介。

1.人工智慧發展史

人工智慧最早是由機率學、統計學及相關人

類思考領域結合而來，最早被定義出人工智慧

之名詞可追朔至 1956 年達特茅斯學院舉行的

一次會議上正式確立了人工智慧的研究領域。

但整體發展並沒有達到人類專家之期望，嚴格

說來大家當初都低估了人工智慧的難度。不過

隨著專家學者不斷之努力，人工智慧逐漸成

長，研究者發現真正讓機器學會學習似乎有點

困難，因此導入了專家系統，專家系統利用邏

輯及相關原則教導人工智慧處理特定領域之基

本問題，這使得人工智慧有了較大之突破，著

名之模糊分析、決策樹，均可是之為此一時期

之產品。

但專家系統在 80 年代末期一樣陷入了發

展的困境，嚴格說來對於特定問題專家系統

有著解答，但超出的情境專家系統較無法進

行判斷，因此為了改善此一過程，改良過後

之神經網路，也就是所謂之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逐漸成為新的解決基石，深度學

習主要是針對資料進行其特定領域之強化式學

習方法。觀測值可以使用多種方式來表示，如

每個像素強度值的向量，或者更抽象地表示成

一系列邊、特定形狀的區域等。這類型學習主

要結合了統計及相關機率領域之應用，更進一

步強化了專家系統，使得現階段之人工智慧有

了突破性之發展。而深度學習更是 Alphago的

背後思考邏輯，這也是現階段之人工智慧主

流。

基本上透過此段敘述，可發覺整個人工智慧

發展史，其實就是圍繞著如何設計出更快速之

演算法，讓機器可以快速的判斷及學習，早期

並未投入足夠之情報暗示，因此機器學習速度

並不如人們設想，因此被譏為弱人工智慧，但

是在添入了專家意見，甚至是進一步教導機器

針對特定圖像或指標進行判斷之後，整個人工

智慧發展有了突破性發展，人工智慧逐漸成為

了新式帶之顯學，那人工智慧對於智慧製造部

份，是否有更新的突破 ?

2.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之分析

為了瞭解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之關聯，特別

針對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相關領域之關鍵字進

行搜尋，此部分主要參考邱明峻之相關研究，

進一步加入本團隊所運用之人工智慧關鍵字，

進行專利分析，此部分期望藉由專利分析部

分，針對現有狀況進行了解，並進一步思考，

智慧製造與人工智慧之關聯性，到底是何種關

係？

透過圖一與圖二，首先針對智慧製造相關領

域之專利申請與核准狀態進行分析，這部分先

從整體趨勢進行分析，透過此兩張圖，可發現

此領域從申請至核准大約有兩至三年之落差，

這部分可由 1998 年申請量逐漸上升，但核准

量至 2011 年開始逐漸成長獲得證實。但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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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及 2016
年申請趨勢逐

漸下降，這部

分值得注意。

2015 及 2016
年核准趨勢爆

增，這部分代

表此一領域技

術逐漸受到重

視。

先從整體趨勢進行分析，透過此兩張圖，可發現從申請至核准大約有兩至三年之落差，這部分可由 1998年申請量逐漸上升，但核准量至 2011年開
始逐漸成長獲得證實。但從整體進行評估，可發覺此一領域在申請狀態上，申請狀況較為穩定，整體可說是屬於成長期但逐漸成熟之產業。

圖一、智慧製造領域專利申請狀況 (1998-2016)

圖二、智慧製造領域專利核准狀況 (200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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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進行評估，可發覺此一領域在申請狀態上，

申請狀況較為穩定，整體可說是屬於成長期但

逐漸成熟之產業。

進一步透過廠商分析，可從圖 3 中發現現

階段此領域之專利廠商均掌握在重點之美國公

司，前 20 名廠商主要以美國大廠為主，包含

IBM、微軟和波音均居此領域前三名，至於德

國西門子、韓國三星及東京電子表現也不錯，

分居前 10 名，概括言之，單純以數量而言，

美國廠商在此一市場仍佔有絕對優勢。另外，

現階段而言，此領域前十名廠商中，雖然製造

相關廠商數目多，但是專利數量仍以軟體、系

統廠商具有數量優式，這代表智慧製造現階段

仍是以智慧，也就是軟體面做為主軸，至於製

造在專利面之廠商，似乎仍待加強。

至於專利相關之關鍵字進行處理分析後，可

發現主要申請領域重點均是智慧領域為主，這

部分基本上包含機械學習、類神經網路，不過

製造相關議題也是發展部分，現階段包含控制

模組、影像處理、機器手臂部分，儲存設備均

也是思考之重點發展部分，透過這部分更可驗

證，現階段此領域智慧帶著製造發展，成為新

Top DWPI Assignee/Applicant

現階段此領域之專利掌握在重點之美國公司，前 20名廠商主要以
美國大廠為主，包含 IBM、微軟和波音均居此領域前三名，至於
德國西門子、韓國三星及東京電子表現也不錯，分居前 10名，概
括言之，單純以數量而言，美國廠商在美國專利市場仍佔有絕對優

勢。另外，現階段而言，此領域前十名廠商中，雖然製造相關廠商

數目多，但是專利數量仍以軟體、系統廠商具有數量優式，這代表

智慧製造現階段仍是以智慧做為主軸，製造在專利面，仍待加強。

進一步針對技術領域進行分析，此部份之技術分類主要參照 IPC，
此領域之第一名之 G06F 19/00 專門用於特定應用的數據計算或數
據加工設備或數據處理方法，第二名則為 G06F 17/30，專門適用
於特定功能的數位計算設備或數據加工設備或數據處理方法，資訊

檢索；及其資料庫結構 ，前三名均為資訊及資料領域相關，關於
機械及製造相關則仍以排行第六之 B25J 9/16 機械手臂製造相關及
A61B 5/00 之光波音波之診斷鑑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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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智慧製造重點專利權人狀況

圖四、專利申請領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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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之關鍵。這也是相關廠商積極值得思考的

地方。

最後，進一步藉由專利之分類號出現之年

代進行分析，藉由最多技術分類出現之年代進

行分析，可探討技術每一年代出現之展望，透

過數據，可發現 2011 年之前，幾乎專利都是

以 G06K 7/10 為主，此類型專利主要定義在

運用傳感器進行動做紀錄部分，但在 2011 年

之後 G06N 99/5 成為主流，這部分即就是機

器學習，智慧學習、人工智慧相關之最重要議

題，這部分成為智慧機械領域之主流，G06Q 

10/06 管理排序部分則是第二重點，這也跟人

工智慧息息相關，這部分更加強敘述智慧製造

領域近年來逐漸從原本單純之製造及感測相關

技術，轉至智慧分析，這代表軟體實力逐漸受

到重視，而相關背景因素不外乎是 90年代後，

人工智慧技術不斷進步，這對於處理大範圍資

料而言，不在僅僅只是紙上談兵，更是現階段

之發展重點，因此也對智慧製造領域，產生重

大影響，成為現階段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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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亦或是製造

透過上述之分析，可發現智慧製造現階段

之發展，逐漸由硬體之製造走向內功軟體之智

慧，也就是人工智慧，這部分應該是其重要之

關鍵，畢竟智慧製造雖然包含感知層 (機械感

知人性 )、認知層 ( 機械間之通訊標準 )、應

用層 ( 實際應用領域 ) 這三大部分，但是真正

的核心，不外乎是就是人工智慧之發展，透過

人工智慧之運用，教導機器學習與溝通，使機

器不再僅僅是單純之個體，而是一能思考之群

體，相信這才是智慧製造之核心。

但人工智慧之下一階段，是否也必須考量對

未來工作機會縮減所必須思考之話題？為此，

現階段包含比爾蓋茲等人也提出機器人刻稅，

或是針對被人工智慧取代之工人進行保障月薪

之方式，這部分仍未有定案，但是明顯的是人

工智慧不斷發生下去所必須注意的問題，因此

人工智慧否與不單單僅與智慧製造相關，相對

的甚至可能取代您我未來的工作，這部分是否

該有因應措施，相信才是我們這一世代之關注

重重點。甚至是人工智慧是否能更進一步發展

之之核心問題。畢竟人工智慧之最大阻力或助

力，仍是“人”，而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之問

題。這些問題可能仍未有一個發展方向，但建

議大家積極思考。

圖五、重點技術領域分析 (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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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    人機互動技術介紹
文∣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研究發展處 蔡汯嶧 博士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 ADAS) 與自動駕駛系統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ADS)，在適當的環境下運行，能有效的提升行車安
全，改善交通順暢度，降低駕駛者的行車操控負擔。因此；ADAS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與ADS 自動駕駛系統，係成為近年來車輛產業發展智慧化、聯網化及電動化關鍵技術
的主軸。截至2017 年6 月全球自駕車已有28 案正式進入道路測試的階段，包括傳統車
廠(GM、BMW、Ford、Volvo)、科技巨擘(Google、Uber) 與新創廠商(EasyMile、
NAVYA、 nuTonomy)，主要運營模式則以新創廠商Shuttle Bus 進行大眾運輸接駁為
目的。

根據國際自動機工程師學會 (SAE)2014 年

針對自動駕駛系統提出SAE-J3016分級標準，

將車輛分為 Level 0到 Level 5共 6個級別 (如

圖 1)。

自動駕駛人機互動需求概述

根據 ABI Research 於 2015 年針對自動駕

駛系統的預測，預計於 2020 年自動駕駛系統

將演化為協同駕駛 (Co-Pilot) 階段，即 SAE 

Level 2~Level 3 的自動駕駛車輛，由系統與

駕駛人共同操作，與現在的駕駛輔助階段不

同，自動駕駛系統可初步具備獨立操控車輛的

能力，而駕駛可釋放車輛的操控權給予系統，

但是駕駛者還是必須隨時注意行駛狀況，系統

必須擁有監控駕駛者狀態，提醒駕駛者回到控

制的能力，於緊急狀況時，駕駛即可立刻取回

車輛操控權，根據 Frost & Sullivan針對 2016

年自動駕駛系統進行的全球市場與產業調查分

析結果顯示，自動駕駛系統 SAE Level 3之車

輛多數時間為自主駕駛，但在駕駛有要求的情

況，自動駕駛系統應即時滿足駕駛的需求，因

此，可預期未來 SAE Level 3的自動駕駛系統

與駕駛間之車輛操控權切換與轉移的功能更顯

重要。國際車廠對於自動駕駛系統相關技術的

開發正處於 SAE Level 2和 Level 3階段，高

度化自動駕駛 SAE Level 4~Level 5整體技術

尚未完全成熟，在 SAE Level 3自動駕駛系統

必須由駕駛視當時的行車狀況決定開啟與否，

自動駕駛系統也必須有能力判斷是否適合啟

動，自動駕駛系統控制車輛時，駕駛仍然必須

注意車況，必要時駕駛必須適時介入接管車輛

之控制，圖 2為車輛中心 SAE Level 3自動駕

駛系統與駕駛之互動架構，其中感知模組負責

車輛周圍環境和行車狀態的感測，如雷達或超

音波等用以感知障礙物的資訊，車輛動態的資

訊，如車速、引擎轉速、加速度、節氣門開度

和方向盤轉角等資訊，這些車輛動態資訊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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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SAE自動駕駛層級定義 資料來源：SAE

感知單元，提供給系統進行車輛動態預測，在

經過了感知與動態預測後，由路徑預測與安全

評估模組評估操作環境的安全性與風險性，確

定車輛行駛在適當安全有效的軌跡，這些預測

與評估資訊會傳遞給仲裁與決策模組，當系統

認為有危險或必須駕駛接管車輛時，即會將訊

息透過人機介面反映給駕駛者；此外，自動駕

駛人機互動系統也必須擁有判定駕駛意圖的能

力，當系統擁有判定駕駛意圖的能力時，系統

與駕駛的衝突就可以減小到最低，進而提高系

統和駕駛在控制上的銜接程度，最後再將這些

經過分析後的相關資訊提供給駕駛和自動駕駛

系統，這些資訊同樣做為仲裁與決策模組計算

決定是否產生控制權限轉移的主要依據。

當駕駛行駛車輛時透過人機介面、油門、

煞車、方向盤、方向燈等方式，對共駕模組進

行旅程路線規劃，旅程目的地設定，提出控制

請求或直接介入控制時，經由路徑預測與安全

評估後，再透過仲裁與決策模組的判定，給予

駕駛者接管車輛或由自動駕駛系統控制車輛的

權限。因此自動駕駛人機互動系統的開發，如

何才能讓自動駕駛系統與人的控制之間不互相

矛盾衝突，並能夠很平順與安全的控制權轉

移，讓駕駛知道他該做什麼，系統目前在做什

麼，是相當重要的一門課題。2016 年 9 月美

國交通部正式頒布「自動駕駛汽車聯邦政策

(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 規

定新的自動駕駛汽車或技術都應滿足自駕車 15

個要點的安全評估才能上路，包括數據記錄和

共享、隱私、車輛網絡安全、人機介面操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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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物體和事件的探測及反應等。其中駕駛與

自動駕駛系統人機介面功能，要求訂定人機介

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HMI)必須明確

的顯示 ADS系統執行現狀相關資訊、ADS功

能啟動判定、HMI顯示 ADS未來控制意圖、自

動 /手動控制的控制權轉移、ADS失效之駕駛

控制權轉移等 5項功能規格，這些規定可作為

開發自動駕駛人機互動系統核心技術的依據。

自動駕駛人機互動系統開發 

根據上述駕駛與自動駕駛系統的控制權轉移

必須經由仲裁與決策機制進行控制，仲裁與決

策機制則是建立在完善的感測、預測與評估的

技術能力底下，SAE Level 3自動駕駛層級存

在著駕駛與自動駕駛系統之間的互動問題，自

動駕駛人機互動的設計，必須建構在以不增加

駕駛者操控負擔為原則進行設計，並且在操控

使用上必須越簡單越親和的使用為佳，避免造

成駕駛者對系統操控上的誤解，若自動駕駛的

人機互動系統無法讓駕駛者對系統的控制有充

分的了解，那麼駕駛者在使用自動駕駛系統就

容易產生困擾或錯誤，進而影響到車輛的動態

控制，甚至造成行車危險；因此一個良好的人

機互動系統，必須能讓駕駛或車輛很平順且安

全的切換車輛之控制權，目前 SAE Level 3的

自動駕駛系統國內外尚在開發階段，並無一個

明確的方法可以確認 SAE Level 3自動駕駛的

人機互動機制是否正確；對此，車輛中心經過

文獻的蒐集以及與國內外專家學者諮詢討論，

彙整提出一個評估方法如圖 3，車輛中心採用

駕駛模擬平台進行人機互動機制的設計與評

估，首先要先了解系統需求、系統模型以及系

統可能需要的人機介面有哪些，並針對這些需

求，對系統介面模型進行規劃，模型的建立包

含了自動駕駛車輛需具備的各項功能，例如：

距離感測、車速與車距控制、自動緊急煞車、

車道維持車道跟隨⋯等。

駕駛者與自動駕駛系統的互動，可以簡化為

車輛控制權轉移的問題，參考圖 4；因此車輛

模型的規劃必須加入各個功能之間的控制流程

與條件，當規劃的功能條件不同，自動駕駛人

機互動的項目便會有所差異，初步完成車輛模

擬的功能規劃後，針對規劃的項目進行系統與

互動決策的演算法進行撰寫，將系統模型架構

感知
傳感 

人機
介面

共駕
裝置

動態
控制

仲裁
與決策

路徑預測
&安全評估

駕駛者

圖 2. 駕駛與自動駕駛系統之互動架構

資料來源：California PATH

於駕駛模擬平台上。由圖 4可以看出車輛中心

提出的自動駕駛系統的人機互動模型，分別為

手動模式、自動緊急煞車模式 (AEB)、介入模

式、請求模式以及自動駕駛模式，並列出系統

與駕駛互動狀態模組，包含：安全判定與接管

機制、以及最低風險機制，圖 4中虛線為系統

主動切換的狀態轉移，實線為駕駛者觸發的狀

態轉移，主要為駕駛者透過按鈕、方向盤、煞

車踏板以及油門踏板等裝置進行的切換觸發。

圖 3. 人機互動系統設計流程

1.系統需求

2.系統模型

3.系統介面

1.場域架設

2.模型建立

3.情境擬定

1.試駕問卷

2.數據分析

3.重複驗證

系統介面模型規劃
系統演算法與駕駛
情境建立

模擬試駕、
問卷與分析

   1 手動模式    3 介入模式

   2自動緊急煞車模式（AEB）

駕駛者涵蓋所有的駕駛任務之判斷與控制，

系統僅提供行駛資訊與車況給予駕駛，輔助駕

駛了解目前駕駛情況，系統於可能造成危險的

情況下警示駕駛者。

當駕駛透過方向盤、方向燈與油門介入自動

駕駛系統之控制時，控制權會回到駕駛手中的

臨時狀態，控制權限完全由駕駛掌控，當系統

認定駕駛執行完控制後，會再度切換回自動駕

駛模式。

係由系統自主觸發的主動煞車系統，當遭

遇緊急情況，駕駛並無踩踏煞車之動作時，系

統會主動執行緊急煞車，或是駕駛者有執行煞

車，但是系統判斷煞車力道不足，輔助控制增

加煞車力道。

   4 請求模式

為系統主動提出要求駕駛者接管車輛之控制

權的模式，當自動駕駛運行時，行駛過程中，

遭遇到系統的安全機制認定為自動駕駛系統無

法認知的情況，系統判定駕駛必須接手，因此

會進入請求模式要求駕駛接管車輛之控制權限，

駕駛如果沒有接管車輛，系統會進入最低風險

的機制內，將車輛開往安全路徑與駐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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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模式與狀態的轉移的機制條件，必須

讓駕駛減少熟悉系統的時間，減少行車時的模

式混淆情況避免可能的操作錯誤，提高行車的

安全性與便利性。

在自動駕駛模組，可以看到有三個主要的系

統功能，車道變換功能、車道維持與跟隨功能、

以及車速與車距控制功能，這個模型主要應用

於高速公路場域，在環境與車況條件允許下，

自動駕駛系統經由三個功能互相搭配進行車輛

控制。當駕駛按下啟動按鈕，意圖啟動自動駕

駛系統時，系統會根據目前各種資訊，進行判

斷目前車輛所在位置是否在操作設計時認可的

場域內，自動駕駛系統是否能夠完全的運行各

項感測與控制功能，當通過自我測試，系統認

定已經控制車輛動態，會警示駕駛能夠放開方

向盤和油門，此一步驟能夠確保系統控制權限

轉換的安全；相反的，當系統為自動駕駛的情

況下，駕駛按下啟動按鈕，意圖解除自動駕駛

的狀態，經由安全判定後，確認目前車況是否

適合進入駕駛接管程序，適合時，系統警示駕

駛手控方向盤與踏板，並經由偵測確認駕駛已

經準備好，以及警示即將完成手動駕駛切換，

持續提示駕駛車輛動態。當駕駛在沒有解除自

動駕駛的情況下，即藉由操作方向盤、油門等

控制介面介入車輛的控制，系統即會針對駕駛

者介入後的路徑規劃做出預測，預測完即執行

駕駛的介入控制項目，當預測完的路徑經過安

全評估認為駕駛目前的行為是可能具有危險性

的，會經由警示提醒駕駛可能會造成危險，介

入模式雖然經過環境安全判定，但是一定會執

行駕駛的控制行為。當駕駛執行完控制，方向

盤維持直行，駕駛者鬆開油門或煞車時，即恢

復自動駕駛模式，並警示駕駛者可以鬆開方向

盤。

車輛中心駕駛模擬平台 HIL模擬系統（圖 5

主要使用 PreScan軟體進行車輛行駛環境的建

構（道路、號誌、建築物、行人⋯等），整合

MATLAB/Simulink進行車輛上電控系統演算法

圖 4. 自動駕駛人機互動系統控制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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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緊急煞車

按壓啟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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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行安全接管動作

最低風險機制

使用場域判定
與系統啟動機制

介入模式

請求模式

設計與系統模擬，並利用 CarSim 進行車輛動

態系統建模設計，當駕駛模擬平台的環境與測

試情境、車輛系統動態模型以及自動駕駛系統

的路徑預測、安全評估以及仲裁與決策機制均

完備之後，經由模擬試駕，了解系統模型控制

權轉移中是否存在駕駛與自動駕駛系統之間的

互動出現矛盾問題或不友善情況發生，接著即

需招募試駕人員進行自動駕駛人機互動模擬系

統的車輛試駕與問卷，問卷內容包含：

人機顯示與聲音提示功能是否清楚指示目前  
使用狀態？

人機提示是否讓你清楚了解如何操作自動駕

駛系統 ?

人機提示功能是否讓你了解必須注意事項？

目前系統啟動、設定、解除的設置是容易使

人明白並使用？

系統配置上那些部分是會造成對操控上的困

惑與困擾？

認為系統哪些部分是多餘的功能配置？

針對系統使用上的情況請提出改善建議？

經由不同駕駛者的試駕，歸納出每個駕駛者

操作自動駕駛系統時的互動情況，統整出自動

駕駛系統的互動機制對駕駛的親和度，駕駛者

是否因此排斥此試駕的互動系統機制，了解駕

駛者是否會對互動系統的控制模式與各種系統

狀態，產生使用上的困擾或容易產生錯誤的操

作，另外，經由試駕的車輛動態的資料擷取，

了解駕駛的駕駛行為，進而調整出更理想的自

動駕駛系統，以達到日後實際應用於車上時，

能夠讓每一位駕駛者在初步接觸自動駕駛系統

時，都能透過互動系統的指示與引導，更快速

的了解自動駕駛系統，輕鬆的操控自動駕駛車

輛，並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開發自動駕駛系

統，可以滿足美國交通部自動駕駛汽車聯邦政

策 15 個要點中對於「駕駛與自動駕駛系統人

機介面功能」的安全評估與要求，尤其對於自

動 /手動控制的控制權轉移、ADS失效之駕駛

控制權轉移等核心技術開發。

結論 

目前車輛中心已經初步規劃出 SAE Level 

3的自動駕駛系統之雛型，也針對人機互動系

統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後續將針對模擬系統

的行駛環境、駕駛情境、與車輛上各個子系統

模型進行優化，以期能夠更貼近真實的行車狀

況，希望能讓人機互動機制能更加完善，使得

往後自動駕駛系統在人機互動的控制切換上能

更人性化。

圖 5. PreScan駕駛模擬平台建模與模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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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人工智慧趨勢下的

項挑戰    3    
文∣工研院產經中心分析師 石立康

近年來全球科技業最熱門的新話題即是「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本身並不是新東西，它

是一種既有的技術及工具；只是在過去數年中，由於演算法(Algorithm)、大數據(Big 
Data)、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三者的日漸成熟，使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在眾多領
域皆有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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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科技業最熱門的新話題即是「人

工智慧」。人工智慧本身並不是新東西，它是

一種既有的技術及工具；只是在過去數年中，

由於演算法 (Algorithm)、大數據 (Big Data)、

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 三者的日漸成

熟，使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在眾多領域皆有了重

大突破。

例如於 2015 年底，微軟亞洲研究院視覺計

算組在參與的 ImageNet大型視覺辨識競賽中，

藉由深層神經網絡 (Deep Neural Networks)

技術，使機器視覺辨識錯誤率可降到 3.57%，

首次擊敗人眼辨識錯誤率的 5.1%；該研究團

隊除使用全新的原則設計神經網絡結構外，

所使用的神經網絡也多達到 152 層。而後在

2016 年 3 月，人工智慧 AlphaGo 終於征服最

後一塊，也是難度最高的遊戲「圍棋」；先擊

敗韓國棋王李世 ，接著再利用隱藏身分網路

對弈的方式擊敗諸多高手後，達到 60 連勝，

最終又擊敗世界棋王柯潔。

同年 9 月在自然語言處理 (NLP) 領域，

Google Translate 也運用了遞歸神經網路

(RNN) 進行網頁中翻英的工作，藉由維基百

科及新聞網站上的內容進行的翻譯測試中，已

讓錯誤率較原有技術降低了 55~85%。一個月

後在類似領域，微軟則發表了新的語音辨識技

術，採用神經語言技術串連，辨識出的文字錯

誤率僅 5.9%，相當於人類水準；此技術將運

用在該公司語音助理 Cortana上，使其能像人

類一樣聽懂對話。

類似這些的重大突破，將促成許多產業的

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過去有許多產業

典範轉移的例子，但人工智慧會造成的影響之

大，可藉由個人電腦 (PC)的興起來對照。PC

與配合軟體的出現，讓企業員工可自行做文書

編輯、簡報、財務試算等工作，除了讓打字員

之類的角色消失，也提升了各產業的效率；而

PC 本身也形成一項獨立產業，具有自己的生

態系及供應鏈。從現在起，我們也將在人工智

慧 (AI)上觀察到相同的現象：各種產業將因 AI

而效率改進 (產業 AI化 )；AI也將形成一項獨

立產業，自有生態系與供應鏈 (AI 產業化 )。 

台灣在面對全球人工智慧趨勢的巨浪下，至少

將面臨三項挑戰；

依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未來產業：自動

化、就業與生產力」報告指出，在分析了 820

個職業與 2000個工種後發現：

① 在 60% 職業中，至少三成以上的工作活動

在技術上可自動化；但真正能夠全面自動化的

職業，不會超過 5%

② 最易受影響的工作活動就是「高度穩定與可

預測環境下」的體力勞動，或是資料的收集處

理；此類工作活動最常見於製造、餐旅、零售、

貿易等行業

③ 而最不易受到影響的工作活動，是「人員的

管理與培養」以及「需要運用相當專業知識者」

所謂在「高度穩定與可預測環境下」的體力

勞動，泛見於各種製造產業內；而所謂「高度

穩定與可預測環境下」的資料收集處理，諸如

零售業的結帳，銀行 / 保險 / 證券業的前台接

單活動，以及像醫療業的醫學影像處理與治療

排程等，皆屬此範圍；這些都將會是人工智慧

技術引入的優先領域。但就如同 PC 普及後，

AI將造成的影響是工作活動內容的轉變，但不

是全面性的失業；雖然某些現有職業會消失，

但某些新職業也將出現，特別是與 AI生態系 /

供應鏈相關的職業；借用微軟全球執行副總沈

向洋在最近 Build 2017大會上說過的話，最適

合表達這一點：「微軟從來不認為人工智慧需

要取代人類，我們思考的是怎樣用它去增強人

類已有的能力，幫助我們獲得更強的生產力。」

國內現有相關的民間廠商與研究機構約數十

圖 1 國內廠商於人工智慧相關產業布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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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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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挑戰是關於個人工作活動
的變化。“

“

“

“
第二項台灣面臨的挑戰是找到在
人工智慧上下游應聚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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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set（如 CPU）

Cloud（如 Azure）

Toolkit（如 Tensor Flow）

Cognitive Service

Solution

製造 金融 醫療 商務 其他

家。從產業上下游來看，最上游的「跨應用平

台」與「開源軟體」的部分，由於我國研發資

源有限及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再加上現有產業

主要玩家皆在努力推廣以擴充自有的生態系，

目前都屬於國際大廠如 IBM、Google、微軟，

或是資料探勘專門商及開源軟體基金會的天

下。

我國現有產業中游除了研究單位外，廠商則

分布於多個不同專門領域，提供解決方案以服

務終端的企業或消費者用戶。現今具最多廠商

者為「視覺」領域，提供影像識別、影音大數

據與分析、智慧安控等服務；另有專注於自然

語音處理相關的「語音」、「語言 /文字」與「客

服」等的應用專門廠商。「商務 / 廣告」也是

新興熱門領域，包含了向國際募資超過 10 億

元的新創公司沛星互動科技 (Appier)；「分析

/預測」也有數家新創公司，協助企業 /消費者

聯結網路與物聯網資訊；至於 PC產業的傳統

ODM廠商，近期也切入「製造 /機器」領域，

像鴻海「關燈無人工廠」即是有名的人工智慧

應用案例。

國內先驅杜奕瑾認為人工智慧如網路通訊

協定，可劃分為一個多層結構；從最底層的

Chipset(如 GPU)、Cloud Stack(如 Azure)、

Toolkit( 如 TensorFlow)、 中 層 的 Cognitive 

Service( 認知運算服務 ) 與 Solution( 解決方

案 / 共通演算法 )，以及最上層透過 Domain 

knowledge微調加值後的諸多垂直應用。將國

內現況套用此多層結構概念可知，在 Toolkit以

下的層次因國內自行開發不具經濟效益，且難

以跟國際現存多個生態系相競爭，故善用國際

大廠及開源軟體的現有資源為最佳選擇。

而國內主要的研發能量與資源應聚焦在建立

中層自有的「認知運算服務」與「解決方案」

架構上，鏈結上下層以促進產業 AI化及 AI產

業化的兩項目標。至於結構最上層關於各種

Domain knowledge的微調加值，可在中層建好

SDK或 API等介面後，再交給國內專門的第三

方資訊廠商或終端垂直應用廠商進行後續開發。

圖 2 人工智慧多層結構概念

資料來源：工研院整理，2017/07

   1懂得內容的能力

   2了解理由的能力

也就是讓人工智慧能像人一樣，會讀懂文

字，看懂影像，聽懂人類的自然語言。

也就是使人工智慧對能夠組織、解釋內容，

連結因果關係或已知結論背後的理由所在。

“

“

第三項台灣面臨到的挑戰在於
除製造領域外，現今對虛擬機
器人的需求遠勝對實體機器人
的需求。

過去台灣有著相當紮實的硬體基礎，在目前

人工智慧浪潮下，國內也是先從機器人實體組

裝 ( 如 Pepper) 或晶片販售 ( 如 Echo Dot) 方

面參與到第一波商機。但人工智慧認知運算，

是建立在三種不同層次上的能力上：

推論層 Reasoning

虛擬健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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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醫療為例展開的人工智慧相關應用

   3真正的學習能力

也就是在累積一定的資料量後，在往後接觸

到類似問題時，能發展出洞察 /洞見 (Insights)

以上三種能力，很明顯都是基於軟體而

非硬體的基礎。由近期日本軟體銀行子公司

SoftBank Robotics 揭露的財報顯示，諸如

Pepper 的人型服務機器人應用市場，仍屬小

眾；真正在市場上創造出相當數量的，仍是像

Amazon Alexa 附著於智慧音箱上，或者是透

過手機與 NB等終端裝置的客服、理財各型式

的虛擬機器人。

人工智慧目前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所用的

運算硬體也仍以 General Purpose 為主；商

業模式的差異化還是仰賴底層的大數據資料與

上方的垂直應用來進行；這一點完全不同於過

去台灣廠商，習慣以硬體研發優勢達到差異化

的方法。由這點也可明白，其實人工智慧最大

的進入門檻在於「資料」；資料的可獲取性、

資料的數量等級都決定了某個項目是否適合導

入；而競爭對手是否已導入人工智慧，則往往

影響了企業使用人工智慧的決心。

面對「個人工作活動的變化」、「找到產業

上下游聚焦處」、及「對虛擬機器人的需求較高」

此三項挑戰，其實台灣最需要的第一套應對方

案，是如美日韓等所提出的「國家級人工智慧推

動政策綱領」，以及成立專責的跨部會機構去推

動如「醫療共享資料釋出」等關鍵性機制。國內

廠商與新創業者對人工智慧市場不會坐看風起，

但完備所需的綱領、機構跟機制，絕對是台灣今

年一項重要的課題；有沒有 AI國家隊並不重要，

完備所需的綱領、機構跟機制後，自然會有具潛

力的國內廠商與新創業者相繼投入，發展相關技

術以打入適合台灣的特定利基市場。



國 ), SOFTBANK ROBOTICS (日本 ), ZIMMER 

BIOMET (美國 ), ABB (瑞士 ) 。

日本富士通 (Fujitsu) 於 2017 年年初宣布

5 年內將在法國投入 5000 萬歐元 ( 約新台幣

17.15億元 )，用以購併、投資新創企業，並與

研究機構合作研發人工智慧 (AI)技術。

法國的研發單位與機構 

• 國際認可學術性機構 如巴黎高科 Mines、高

等電力學院 SUPELEC。

• 法國原子能委員會 CEA List (www-list.cea.fr)  

(2016 誕生新創公司 Sybot)。

• 法國研究室 l’IRT Jules Verne (www.irt-jules-

verne.fr)。

• 法國國家信息與自動化研究所 INRIA (www.

inria.fr) 。

• Ensam法國國立高等工程技術學校 : 2016

於機器人領域提供專門相關科系及文憑

ColRobot。

法國機器人公司及新創 

在法國政府 2013 年底推出的高科技創業政

策 La French Tech 扶植下，法國新創是世界

公認發展速度最快速與蓬勃的國家。

什麼是 La French Tech ?

La French Tech指的是和法國新創團隊一起

工作或是合作的人 (不論是在法國或是世界各

地 )。The French Tech 生態系統由企業家、

投資者、工程師、設計師、開發者、團體組織、

部落客、社群媒體、育成中心等等所組成；且

所有人都一同經歷了新創圈的成長。

法國機器人產業發展概況

產業摘要

法國憑藉本身的優勢成為了歐洲甚至全球機

器人技術的領先者之一 :

擁有數十家專業機器人研發公司及 400 家機

器人系統整合廠 ( 組裝、設計及維修 )；同時

因法國是僅次於美國的航太大國，目前也積極

投入此領域的機器人開發。

另外， 國際知名數十家機器人專業研發公司

也選擇在法國設立據點，特別是在醫學、物流

及維安的領域 : STÄUBLI (瑞士 ), KUKA (德

文∣法協在台協會商務處

法國為工業用機器人世界強國，在

服務型機器人市場也是發展技術與

實驗測試領先的國家。因未來工廠

(Usine du Futur) 的計畫，更促使
法國企業工廠本身使用更多的機器

人(2015 年共購買了3300 台工業用
機器人，預估2019 更將增至4500
台) ，以量而言，是全歐洲排名第四
大國。

法國機器人市場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 
工業用機器人  ( 屬極成熟市場，以大
型集團為主) 及服務型機器人  ( 為新
興市場，以中小企業及新創為主) 。

2.   

3.   

2016 年 Deloitte 德勤所公布的歐洲、東亞

及非洲區高科技、高成長 500 強排名中，法國

佔據領先地位；排名中法國新創企業有 94家，

領先英國與挪威，其分別各為 72家與 50家。

法國已經連續五年蟬聯該榜單上佔有領先

地位並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www2.deloitte.

com。 

• 最 有 名 的 機 器 人 開 發 公 司 : Aldebaran 

Robotics(www.ald.softbankrobotics.com) 與

日本軟銀合作推出世界最出名的 Pepper 機器

人。

• ECA GROUP ( 國防軍事及防衛機器人 ) 

www.ecagroup.com。

屬 Gorgé 集團的關係企業，是國際領導級的

海事、海底用機器人，也是法國第一陸上國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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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機器人研發工業園區

• 盧瓦爾河 - Pays de la Loire : EMC2 (www.

pole-emc2.fr) 競爭力產業聚群 (法語中稱為 

:  pôle de compétitivité 義 近 Cluster 概 念 ) 

(Boing 2016 年已加入此園區 ) 。

• 布列塔尼 - Bretagne : Images et Reseaux 

資訊網絡產業聚群 (www.images-et-reseaux.

com/fr)。

• 格勒諾布爾 - Grenoble : Minalogic 微電子

技術及奈米科技產業創新聚群和 Imaginove 數

位內容產業聚群 : 信息通信技術 、移動、 健

康、未來工廠 、能源 市場。(www.minalogic.

com) (www.imaginove.fr )。

用無人飛機機器人，2015 年營收達 1 億五百

多萬歐元 (年成長 12.1%)。

• BA Systemes ( 物流 AGV 機器人 ) www.

basystemes.com 。

自動領導工業用車領先企業，並與 GE 

Healthcare 和 Kuka企業合作，參與多項新創

計畫，如 :港口物流自動化。

• BALYO (物流搬運機器人 ) www.balyo.com。

2015 與歐洲 Fenwick/Linde 合作共同產出

銷售獨家智慧機器人，也於 2016和美商 Yale/

Hyster合作。

• PARTNERING ROBOTICS (空氣處理機器

人 ) partnering-robotics.com。

• BLUE FROG ROBOTICS ( 陪伴機器人 ) 

www.bluefrogrobotics.com。

Stäubli 公司 – Stara工業機器人Navya公司 - Arma無人巴士

Nantes南特市

南特地區為產業用機器人技術發展重鎮，

是未來產業發展領域最先進之一的 JULES 
VERNE科技研究院及法國產業用機器人的
領導者 Sepro 集團總部所在地。

Bordeaux波爾多

波爾多市及其周邊地區組成很活躍的生

態系統，計有十五多家機器人公司，也

包括航太機器人世界領導者之一的 Kuka 
Systems Aerospace。

Toulouse 土魯斯

土魯斯地區匯聚約十五家相關領域之公司 , 
其中有十家專門型企業 , 其中以農用機器人
的新創公司Naïo Technologies具代表性。

Ile-de-France 法蘭西島

巴黎地區共有九十多家機器人領域

企業 (產業公司 、投資基金、新創、
培訓公司等等 )，其中有二十六家專
門型企業，是 SoftBank Robotics 
及 CRIIF的總部落腳之地。

Lyon and Clermont-Ferrand
里昂 及 克雷蒙費弘

地區的西北部匯集約四十家機器人企

業 , 其中也有許多培訓及研究中心。

Côte-d'Azur 蔚藍海岸

蔚藍海岸有約十家機器人領域相關企

業 , 包括國防機器人的領導者 ECA 
Robotics。

Grenoble and Haute-Savoie
格勒諾布爾及上薩瓦省

地區的東部有約二十五家機器人企

業 , 其中有十二專門型企業。瑞士
Stäubli 公司的機器人製造工廠就是
在上薩瓦省。

4.   
• 巴黎 -Paris : Cap Digital 數位產業聚群 

(www.capdigital.com)、法蘭西島機器人中

心 Centre de Robotique Intégré d’Île-de-

France (CRIIF, www.criif.fr) 。

• 克雷蒙費弘 - Clermont-Ferrand : ViaMéca 

機械工程產業聚群 (www.viameca.fr) 。 

• 艾克斯萊班 -Aix-les-Bains : Coboteam 產

業、交通、健康、人類服務、農業及產業用的

機器人聚群 (www.coboteam.fr) 。

• 土魯斯 -Toulouse : Aerospace Valley 航太

矽谷 (www.aerospace-valley.com) 擁有 8500

位研究學者。

• NAVYA TECHNOLOGY 法國開發的無人駕

駛電動車 navya.tech。

• SILEANE (工業機器人 ) www.sileane.com, 

RB3D ( 骨骼及工業機器人 ) www.rb3d.com, 

NAÏO TECHNOLOGIES (農業機器人 ) www.

naio-technologies.com, AXILUM ROBOTICS 

( 醫 療 機 器 人 ) www.axilumrobotics.com, 

WANDERCRAFT ( 骨 骼 機 器 人 ) www.

wandercraft.eu, E.ZICOM ( 家 事 機 器 人 ) 

www.e-zicom.com。

• SEPRO GROUP (化工機器人 ) www.sepro-

group.com  。

法國最重要的專精於塑料製造的工業用機器

人，唯一的製造工廠在法國，擁有 260位員工，

營業額於 2010-2014年間成倍數成長 (近 7千

萬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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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com/decouvrez-salon) 每年和 Lyon 里

昂城市輪流舉辦。

• Innorobo (Paris- 巴 黎 ) may 2018(www.

innorobo.com)，擁有近 170 展商。

• Smart Manufacturing Summit (Paris- 巴

黎 ) june 2018 (www.smart-manufacturing-

summit.com) 。

法國機器人產業基金 

R o b o l u t i o n  C a p i t a l  ( w w w .

robolutioncapital.com) 首個機器人私募基金。

• 機 器 人 研 究 協 會 Le 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n Robotique (GDR, www.gdr-

robotique.org)  有 1200 家企業會員。

法國主要機器人公司都遍佈在大巴黎地區

Île-de-France及阿爾卑斯區Auvergne-Rhône-

Alpes 另外 Toulouse, Bordeaux 及 Nantes 也

都有許多重要的產業群聚 (clusters)。

主要機器人展覽 

• Industrie (Paris- 巴 黎 ) Marche 2018 生

產技術展，擁有近 900 展商 (www.industrie-

5.   6.   

法國 台灣

土地面積 672,369平方公里 36,193平方公里

人口數 約 6千 7百萬 約 2千 3百萬

國民所得 (2016) USD $39,621 USD $24,027

國內生產總值 (2016) USD $520bn USD $2,118bn

年增率 (%) +1.1% +1.5 %

都市化程度 79.5% 78%

法國小知識與台灣基本資料比較

聯絡方式 – 若有興趣進一步了解法國機器人產業，與台法產業合作事宜，歡迎聯絡法國在台協會商務處

(Business France) – taipei@businessfrance.fr / (02) 2757-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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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與人工智慧－

英國產業策略的核心

1. 機器人照護與協助自主生活：英國有超過

1,080 萬的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因此照顧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是政府的一項重任。和許

多西方國家一樣，英國還面臨越來越多因罹患

一種或一種以上慢性疾病而造成行動不便的病

人。對英國來說，若要提供長期可續的社會照

護，擬定明確的自主生活照護網絡及系統藍圖

就顯得相當重要。此項挑戰在於展示如何將機

器人整合為未來健康照護服務的一部份，以緩

解英國急遽攀升的健康照護成本與壓力。隨同

這項挑戰一起發表的白皮書，檢視了英國推動

社會照護與自立生活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並

闡述了如何打造將住宅、居家照護和住院照護

連結為一體的照護網絡、生態系統和願景。

Britain’s world-renowned expertis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rewarded with 78 Nobel Prizes.  
For cutting-edge medical innovation, choose the UK.

Bionic hand
Touch Bionics

www.great.gov.uk

Training），以及提供獲取最佳資本投資的靈

活安排。 UK-RAS Network還對大眾知識的普

及、國家投資政策與機器人未來發展方向有著

關鍵性的引領作用。

UK-RAS Network 每 年 六 月 的 最 後 一 週

都會舉辦「英國機器人週」（UK Robotics 

Week）。這讓各界更注意到英國在機器人和

人工智慧領域的科技引領地位。這一盛會不僅

展示機器人各領域的最新進展，更推動了英國

未來在這一領域的基礎教育和技能培養。

今年六月舉辦的「機器人週」主題為 UK-

RAS Network所倡導的四大「挑戰」及對應的

四份最新的「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白皮書」：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崛起，使科學界與大眾

對未來充滿了幻想。從製造、運輸、健康、照

護、農糧、物流、安全、零售到營建業，今後

幾乎所有領域都會受到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的影

響。據統計，全球人工智慧市場的規模在 2016

年達到近 2,600 億美元（相當於新台幣 7.9 兆

元），估計在 2024 年前將突破 3 兆美元（新

台幣 91 兆元）。全球各主要工業國家也已把

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列為重要的經濟與政策戰

略。鑑於當前的地緣政治情勢、經濟挑戰和英

國即將脫離歐盟等因素，英國政府日前公佈了

其最新產業戰略，彰顯英國對未來科技創新及

其改變英國經濟的信心與期盼。英國政府將機

器人與人工智慧列為英國「現代」工業戰略藍

圖的核心，並在英國春季預算中確認將在 2017

至 2018 年間投入 2.7 億英鎊（新台幣 107 億

元）。為了加速英國各地在此領域的創新，英

國政府在 2020 至 2021 年間將進一步投資 47

億英鎊（新台幣 1,870億元）。

在英國，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得

力於各資助機構和「英國機器人與自動化系

統聯盟」（UK-RAS Network，網址：www.

ukras.org）的協調而正在快速發展。 UK-RAS 

Network注重英國在機器人和人工智慧領域的

既有優勢，拓展博士培訓計劃，以確保英國擁

有源源不絕的人才資源，以促進機器人與自動

化系統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UK-RAS Network

的目標是促進英國各地的研究合作，輔以人才

培養，強化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領域的研究實

力和跨學科聚集發展。該聯盟努力深化研發和

產業夥伴、用戶之間的互動，同時擴展「英

國工程與物理科學研究基金」（EPSRC）所

資助的博士培訓中心（Centres for Doctorial 

帝國理工醫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哈姆林機器人手術中心（Hamlyn Centre for 

Robotic Surgery）總監兼共同創辦人，同時還擔任英國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網絡（UK-RAS 

Network，網址：www.uk -ras.org）主席，其主要研究領域為醫學影像、感測與機器人。 

UK-RAS Network每年六月都會主辦英國機器人週（UK Robotics Week）活動。楊教授是

英國皇家工程學院院士（FREng）和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得主。

楊廣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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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術機器人與全球醫療：目前，手術機器

人已從專業研究平臺邁向臨床應用。由於安全

性與功效均得以改善，隨著成本進一步下滑，

手術機器人將從只有初期採納者青睞的高科技

轉變成主流手術的一部分。此項挑戰的重點是

建立廉價、高效手術機器人並探索未來能佈署

於開發中國家使用的系統。其它焦點還包括可

進行普通和顯微介入治療，以及人機協作機器

人控制系統。其他面向還包括新型的軟體機器

人設計、微操作和藥物輸送系統。

3. 急難應變、救災與災後重建機器人：由於

天然與人為災害的影響，我們的地球已變得越

來越脆弱。地震、火山爆發、海嘯、洪水和暴

風雨等自然災害無可避免。宗教和政治動亂則

導致區域衝突進一步加劇。此外，拜現代運輸

和人類移居速度加快之賜，全球的連結程度越

來越高，導致主要流行性疾病的蔓延速度比以

往更快。另外，世界人口的結構也在不斷的改

變、都市化和氣候變遷所造成前述災害的衝擊

力也進一步加劇。因此，在建構可使用於極端

環境（例如地震或恐怖攻擊所造成的基礎設施

倒塌、在極地地區監測各種氣候變遷指標等）

中的應變系統時，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可扮演

重要角色。隨同此挑戰任務發表的白皮書除概

述將機器人應用於急難應變、救災和災後重建

的全球性趨勢外，還涵蓋目前該領域最新科技

進展以及未來的發展藍圖。

4. 應用於韌性基礎建設的機器人：機器人在

基礎建設所處的運作環境常會呈現許多挑戰。

例如在市區運作的機器人須應付行人和車輛所

可能引發的風險。在隧道或礦坑運作的機器人

須應付崎嶇地形、狹窄通道和因複雜地理環境

所帶來的挑戰；在離岸和海底運作的機器人須

抵擋極寒和潛海深度所造成的高壓環境。今年

英國的機器人週，對此項挑戰在於展示機器人

與自動化系統在核能、離岸能源、太空、都市

基礎建設、運輸（鐵路、公路和海運）等重要

基礎設施的情境下執行檢查、修理和維護任務

的能力。這次發表的白皮書概述了全球基礎建

設機器人發展趨勢，以及機器人進行基礎設施

維修時對人類活動「零」干擾和對環境「零」

破壞的未來願景。此外，白皮書還介紹了英國

在此領域的策略和投資，以及如何透過合作強

化英國的國際競爭力。

前述四份白皮書均可在 http://hamlyn.doc.

ic.ac.uk/uk-ras/white-papers下載。 UK-RAS 

Network用前述四項挑戰作為今年合作與創新

的催化劑，旨在針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提出新

的解決方案，能為民眾帶來真正的尖端科技。

誠如我最近投書英國皇家工程學院（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雜 誌《Ingenia》

時所言：「當今英國不僅須和新經濟體競爭，

還得和高度自動化的歐美經濟體抗衡；在我們

努力克服種種挑戰的同時，我們必須保持開

放、創新，以對應今後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所帶

來的勞工和技能需求的根本改變。 」我很高興

看到，UK-RAS Network和包括台灣在內的國

際夥伴的密切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機器人與人

工智慧研究並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態系統。

46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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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經濟部推動企業參與產學合作人才

培育，企業常問到與學校合作進行產學合

作人才培育對企業好處為何？

經濟部產業專業人才發展推動計畫於104
及105 年進行「企業進行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意見調查」，約有250 家次企業回覆，
調查結果分析出來，企業認為推動產學合

作培育之效益前3名為，建立穩定的人力資
源管道、提升企業重視人才培育或企業社

會責任（CSR）的企業形象、有效培育企
業中堅幹部或符合企業所需之核心關鍵人

才。

從調查中可了解到，企業推動產學人才培

育最主要的目的在於與學校建立穩定的人

力資源管道，以佈局支持組織策略發展之

人力資源。

本文就本計畫推動經驗與蒐集廠商意見為

基礎，說明在推廣產學人才培育資訊時，

企業較常誤解的2 個重要觀念- 產學培育及
徵才、實習與專班2 種不同形式。

產學合作
人才培育觀念再升級

文∣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VS企業徵才 
差異為何？

「徵才」的概念大家較為熟知，一般來說

就是指在人力銀行刊登職缺，面試應徵者，錄

用為企業員工的過程，當然有些高階人才會透

過獵人頭公司或其他的管道，目的是為了挑選

合適的人才來擔任職務的工作內容，比較側重

「挑選」，依據企業開出的學經歷、能力項目、

專業證照等等條件挑選符合職務工作內容的人

才來勝任工作。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合作對象為學校，

培育對象以在學的學生為主，目的是為了透過

學校與職場交替學習，讓學生可以藉由進入工

作職場接受工作崗位訓練，培養出實務能力，

並且瞭解工作世界及適應職場，當然企業投入

資源培育學生，最終是希望可以從中獲取符合

企業文化及能力要求的人，這種方式有一定比

重的「培養」成本。

1.從目的談起：

實習 VS 專班大不同　該如何選擇呢？

提供實習機會，booking優質人才

開設專班　培育中堅／儲備幹部

2.從用人的時間點來看：

「徵才」 通常較具急迫性，是企業為了遞補

即時人力所採用之方式，從人力市場上有的人

才挑選所需，通常企業希望於 1至 2個月間可

以遞補到所需人才，以降低因人力資源的缺乏

影響生產效率或組織運作。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因為合作的對象是學

校，且培育的對象是學生，故需要配合學校的

學期（2 月、9 月開學）期間，對企業來說，

需透過盤點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瞭解在每年 2

月、6 月、9 月要遞補人才職缺數量或是可用

離職率來估算需遞補之人數，在這個時間點是

學校可以協助學生外出實習及學生畢業可以銜

接企業留用（聘僱）人才的時間點。先前也提

過，產學這樣的人才招募管道比較側重「培

養」，培養則是需要一段時間讓人才的能力成

長到符合職務所需，故很難在短時間內提供符

合職務所需能力之要求的人才。

企業最常採取的產學培育方式為引進實習

生，透過提供學生至企業學習的機會，透過工

作崗位訓練的方式增進學生對於職場的認識，

並學習工作上的專業能力，對於企業而言，實

習生的引進可為企業增加活力及新動能，企業

亦可藉由實習期間觀察實習生的表現，包含專

業能力、人格特質、與企業文化的契合度⋯等

等，選擇適合組織的人才留用。

一般來說，依照實習的期間，分為寒假 (1個

月 )、暑假 (2~2.5個月 )、學期 (4.5~6個月 )、

學年 (9~12 個月 )，企業基於管理制度及學生

學習成效的考量，多數企業提供長時間實習的

機會意願較高。

日本企業推動實習制度的成功經驗，把實習

生視為員工，指派實習生具學習意涵且可對應

到企業核心工作的項目，並且與實習生共同解

決困難，可增加實習生的向心力，提升實習生

的工作技能且增強實習生留用的意願。

透過廠商需求及學校實習需求相互比對分

析，發現企業對於工程類科系的實習生需求量

較大，但學校對於文科、商科類的實習需求需

求量較大，呈現一個需求落差的情形，企業亦

可思考除了工程類科的實習生外，可應用外語

系的學生擔任海外業務的助理或貿易類的實習

工作，亦可考慮引進行銷系實習生，協助企業

在產品行銷上注入新的想法與創新作法，新事

業的發想、市場調查與分析、產品推廣企劃是

日本企業常交付給實習生的工作任務，提供企

業於引進實習生時參考。

根據調查顯示，企業除了引進實習生外，最

常採用的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方式則是，安排公

司資深人員／主管擔任業師至校園協同授課、

委託研究計畫給學校教授、與學校共同合作開

設專班或學程。

開設專班或與學校共同規劃學程培育在學

生，是針對企業對特定人才有一定的需求規模

時（例如因應擴廠需要 15 位設備工程師），

或是勞動市場上較難招募或沒有企業所需之人

才，需要企業自己預先培育的人才，企業則可

與學校共同合作，依據企業所需的人才的規格

（所需科系、專業知識、技能等），與學校共



http://hrd.college.itri.org.tw/CoEdu/
Event/Q201705_Intro/25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提供政府產學培

育相關計畫資訊供企業各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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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小小情報站

9／ 01  企業給實習生的第一堂 tool
9／ 20  產學培育隨堂考（eas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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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規劃必選修課程、實務課程、工作崗位訓練

或實習課程內容。

至於培養的期間，則需視企業與學校合作的

學制進行討論，一般來說專班分為「有學位的」

修畢可取得文憑（例如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產業碩士專班、勞動部雙軌旗艦計畫等），

另一種為「無學位的學程」修畢學分可取得學

程證書。企業可依據用人的需求，包含用人的

時間點、招募人才的難易度、培育企業中堅幹

部 / 儲備幹部等目的，再考量人才養成所需的

時間選擇不同的學制進行人才培育，有學位的

專班，通常需歷時 2年到 4年不等，無學位的

學程通常所需時間較短，約 1年至 2年。

不論是跟學校合作專班或學程的開設，都

是需要和學校共同規劃課程、提供業師協同教

學、投入教學所需設備、共同開發教材，最後

提供職缺聘僱畢業生，這些事項是企業投入專

班開設前，可以先瞭解的，另外，透過調查瞭

解到企業推動產學培育的關鍵成功因素，包含

高階主管的支持、完善培育制度的建立、內部

員工的支持（尤其是功能部門主管），亦提供

企業參考。

歡迎企業加入產學培育優質化活動

經濟部 106 年推動多項活動，以促進企業

更了解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政府資源及實務作

法，引導企業參與產學培育所需人才，健全企

業人力資源提升企業競爭力，本計畫現正推動

「募集企業響應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優質化活

動」，企業可藉由參與此活動開展企業產學培

育知名度，增加與學校合作培育人才的機會，

歡迎企業至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 /產學優

質化專區瞭解活動內容線上填寫同意書加入產

學優質化的行列。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8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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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級影像定位技術

近年來影像定位技術已大量使用在國內外各

產業中，不管在半導體產業、傳統產業、電子

零件業中，皆已透過影像定位技術來輔助既有

製程或檢測設備，進而提高其產品附加價值。

然而影像定位技術主要仰賴國外引進，如機器

視覺函式庫。如此具有重要性、技術性與高價

值之核心技術，完全被國外廠商所掌握，不僅

令國內相關業者必須斥資購置開發版本使用，

且在實際應用上，需要調整設備以適應製程時，

往往因地緣關係而得不到立即且完善的技術服

務，不只會降低產能及良率，更嚴重耽誤產品

交貨時機及提高製造成本。念毅的誕生即是看

到市場的需求，我們擁有技術研發的能量，希

望可以滿足市場，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目前很難單純應用區域匹配 / 樣本比對來滿

足所有的影像定位需求，尤其是同時要求兼具

比對速度、精度及強健性的情況下。故幾何模

型比對被提出來克服上述之需求 - 幾何模型比

對被定義為特徵匹配，而影像灰階 / 彩色比對

被定義為區域匹配。在 2D 影像物件的比對過

程中，其比對效能在工業應用上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然而比對過程是相當耗時的一個步驟，

影像金字塔常被用在影像比對的搜尋策略中，

其搜尋策略分為兩階段，粗搜尋與細搜尋，透

過此架構可加速其影像比對速度。影像金字塔

中其最底層的影像即為原始搜尋影像，然而影

像金字塔係以 2k 次方縮減，其影像金字塔上

層影像採取的是將影像金字塔下層影像進行四

點取一點的策略進行平均灰階值的取樣計算，

透過影像金字塔的策略可節省其影像資料量，

進而增加其運算速度。除了影像金字塔策略

之外，Box-filtering 技術也被應用於影像相似

度的計算量，並使用了多媒體指令集 (SIMD, 

SSE2/AVX2)進行運算的加速。根據文獻結果

在 Intel 的 CPU上，使用 SIMD技術的速度相

較於未使用 SIMD技術快了 4.7倍。

本技術將結合傳統區域比對與特徵比對之

特性，提出一泛用型 2D 影像定位模組，此

模組結合金字塔策略，多媒體指令集與 Box-

filtering技術開發泛用型 2D影像定位技術。並

將此定位技術提升至高速高精度且功能性符合

工業界需求之產品。擁有技術自主性之軟體核

心零組件，在市場競爭之考量上，可提升國內

設備廠商之產品附加價值，並可降低國內廠商

在機器視覺系統的投資成本。透過此技術之發

展，也可增加國內產業對於關鍵技術之掌握，

並提升與國際大廠之競爭能力。

文∣葉郡維 博士、念毅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經理、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自動化科技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本技術已搭載於 MiM-iVision產品之中，以下為 MiM-iVision完整功能列表，

並於 MiM官網提供各項模組細節說明及評估版函式庫下載：

iImage：影像資料結構函式庫

iImgProcess：影像前處理函式庫，支援各式影像濾波器

iColor：彩色影像處理函式庫

iMeasure：2D影像量測函式庫，支援影像點、直線及圓量測

iObject：Blob Labeling 連結體分析與特徵計算函式庫，支援快速連接物體偵測

iMatch：影像比對函式庫，支援灰階及彩色圖像比對（旋轉、縮放及多物件偵測）

iFind：幾何圖像比對函式庫，支援 Shape-based Matching（旋轉、縮放及多物件偵測）

iDXF：可讀取 CAD圖檔 *.dxf，支援量測位置參考設定

iGerber：可讀取 PCB圖檔 *.gbx，支援量測位置參考設定及瑕疵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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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 指出，
在2017 年十大策略性技術趨勢當中，
由深度學習、神經網路、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Language Processing, NLP）
等多種技術所構成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與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透過資料科學其他範疇的協
同與發展，創造出能理解、學習、預測、

適應環境、甚至自行運作的系統
1
。我國行

政院會於105 年11 月通過「數位國家‧ 創
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 年）」，
於數位創新支持跨產業轉型升級上促進產

品智慧化，並培育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人

才
2
。於研發之推動上，科技部自105 年開

始為期4 年之「人工智慧及深度機器學習
專案」，計畫涵蓋深度機器學習方法、電

腦視覺、健康照護以及智慧機器人四個應

用領域，106 年起則推動「數位經濟前瞻
技術研發與應用」旗艦計畫，聚焦包含晶

片在內之人工智慧及相關晶片與巨量資料

等，預計此後4 年每年投入2 億元以補助學
研機構進行前瞻技術研究並加強產學研鏈

結
3
。

鑒於人工智慧技術將帶動產業典範轉移，並

為我國帶來無限創新創業機會，行政院科技會

報辦公室將於今（106）年 7 月 10 日至 12 日

召開「智慧系統與晶片產業發展策略（SRB）

會議」，期望藉由產政學研各界充分溝通討論，

訂定我國未來 4年之人工智慧推動策略。此次

SRB會議將以「智慧科技應用與發展」、「智

慧系統與晶片技術」及「智慧產業發展環境」

等 3大議題為主軸，探討智慧科技在資通安全、

綠能、商務、無人載具、智慧城鄉及防疫等方

面的應用
4
。從智慧應用與解決方案著手，規

劃我國未來智慧科技創新生態體系，包含開放

實驗室、高速運算平台服務、智慧系統整合服

務中心、以及智慧科技研發服務事業，同時也

將盤點相關智慧系統與晶片技術，以帶動新型

態產業發展與開拓海內外市場
5
。

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科技部陳良基部長與

杜奕瑾先生，並於 106年 4月啟動「臺灣人工

智慧實驗室」，宣示「臺灣 AI元年，從此刻開

始」，掌握先機以逐步成為定義人工智慧藍海

1  Gartner's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7, GARTNER, Oct. 18, 2016, http://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
gartners-top-10-technology-trends-2017/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2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01/03，http://www.bost.ey.gov.tw/cp.aspx?n=05CD247F9B265CBC（最
後瀏覽日：2017/06/25）。

3 科 技 部，〈 科 技 部 施 政 成 果 回 顧 及 展 望 〉，2017/02/07，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
uid=bd324554-11de-467f-bea4-9dfab94876c3&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l=CH；劉 靜 瑀，〈科 技 部 推
動 AI 擬每年砸 2 億〉，工商時報，2017/01/20，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120000089-260202（最後瀏覽日：
2017/06/25）。   

4 行政院，〈推動智慧科技產業 行政院舉辦智慧科技 SRB 會議〉，2017/06/13，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
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48D4CE68B747CE4D（最後瀏覽日：2017/06/25）。

文∣王自雄 法學博士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專案經理

5  邱金蘭，〈AI發展策略 下月討論〉，經濟日報，2017/06/14，https://udn.com/news/story/7240/2522827?from=udn-catelistnews_ch2（最
後瀏覽日：2017/06/25）。

6 科 技 部，〈「 臺 灣 人 工 智 慧 實 驗 室 」 啟 動 號 召 AI 高 手 加 入 〉，2017/05/10，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
de t a i l?subS i te=ma in& ar t i c l e _ u id=3 411b f f1- e 471- 4 0 4d - ba 28 -7bc f 02 fd28 aa&menu _ id= 9 aa5 6 8 81- 8 d f 0 - 4eb 6 - a5a7-
32a2f72826ff&l=CH（最後瀏覽日：2017/06/25）。

7 林亭妤，〈杜奕瑾創 AI 實驗室 開放式招攬人才〉，台灣醒報，2017/04/27，https://udn.com/news/story/7240/2429553?from=udn-
catelistnews_ch2（最後瀏覽日：2017/06/25）。

8 臺北市電腦公會，〈參訪 2017 COMPUTEX 陳良基部長：明年度爭取每年 10 億，挺人工智慧產業鏈技術躍升〉，2017/05/31，http://www.
tca.org.tw/tca_news1.php?n=907（最後瀏覽日：2017/06/25）。

市場的領航者和獲益者。在人工智慧的公共性

上，希望透過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設立、程

式碼的開放、以及開放資料的匯入與匯出，降

低人工智慧的跨入門檻
6
。初期工作沒有既定

目標，只有 3種創新：「資料創新」、「演算

法創新」、以及「體驗創新」，先有和使用者

更多元有趣的互動想像，再來進行技術的開發
7 。為達「臺灣 AI元年，從此刻開始」之目標，

科技部並表示將透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

位建設」，以 4 年（106-109 年）共 20 億元

的規模，推動「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

畫，並將以 4 年 50 億的規模，建構人工智慧

所需之「雲端服務及高速運算平台」。為了讓

硬體的高速運算及製程研發與時代需求同步，

另規劃自 107 年開始爭取每年 10 億的經費，

投入人工智慧產業供應鏈的核心技術研發
8
。

鑒於上述技術趨勢與國內相應政策措施，本

文初步嘗試盤點國際重要國家與國際組織之新

近法制政策與焦點議題，俾供各界參考。

美國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於 2016 年 10月 12日公布「為

人工智慧的未來準備」報告（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稱「人工智

慧」報告）
9
。美國國家科技理事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下設之技

術委員會（Committee on Technology）之網

絡與資訊技術研發分項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亦於隔日（2016

年 10月 13日）隨同公布「國家人工智慧研發策

略方案」（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10
。「人工智慧」報告除歸納整理目前對人工智

慧之相關定義外，並分從人工智慧所能帶來之

公共利益、管制面的議題、研發與人力、以及安

全性等面向進行探討。

對於何謂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報告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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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ll與 Norvig合著之教科書，將人工智慧

分為 4類：（1）以類似人類之方式思考的系統，

例如認知架構（Cognitive Architectures，由

電腦模仿複雜的認知過程，例如語言習得）與

類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2）以類

似人類之方式行動的系統，例如經由自然語

言的處理過程通過圖靈測試（Turing test）、

知識表徵（knowledge representation）、自

動 論 證（automated reasoning） 等；（3）

能理性思考的系統，例如邏輯運算器（logic 

solvers） 與 最 佳 化 演 算 法（Optimization 

Algorithm）；（4）能理性行動的系統，例

如智慧型軟體代理人（intelligent software 

agents）以及能夠經由感知、推理、學習、

溝通、決策等行為完成任務的人型機器人

（embodied robots）。

在管制面上，「人工智慧」報告提出 5項建

議：（1）各部會機關，尤其是主管職人員，就

人工智慧相關產品研擬管制政策時，應善用適

當之技術專業；（2）各部會機關應透過人力

規劃與流用，強化聯邦機關人員對技術現狀的

多元觀點；（3）交通部對於如何增加與安全性、

研究與其他目的相關之資料的共享，應與產業

及研發界合作解決；（4）美國政府應對自動

9  Executive Off ice of the President,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 tif icial Intelligence (Oct.,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sites/default /f iles/whitehouse_files/microsites/ostp/NSTC/preparing_for_the_future_of_ai.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10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he National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Oct., 
2016), https://www.nitrd.gov/PUBS/national_ai_rd_strategic_plan.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化並具高度延展性（highly scalable），且能

完全適應於自動領航型航空器之先進空域交通

管理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的發展與落實，進行投資；（5）交通部應持

續發展管制架構，俾令管制架構能夠讓全自動

載具與無人飛行器（包括新型載具設計）安全

地整合進入交通運輸系統。

針對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所可能造成的衝擊，

美國白宮於2016年12月20日公布「人工智慧、

自動化與經濟」報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11
。本報告是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2016 年 10 月 12 日公布

之「人工智慧」報告的後續政策文件，針對人

工智慧對經濟所造成之影響，提出分析與因應

策略。在這當中，對於那些長久以來需要大量

人力投入之產業別而言，人工智慧帶來的自動

化（AI-driven automation）對個人、社會與

經濟形成諸多新的契機，但也對數以百萬計的

美國人民生計產生衝擊。政府除了瞭解最新的

產業技術趨勢，也必須強化並在政策面有所回

應。

本報告共提出 5項人工智慧在經濟面所可能

造成的衝擊：（1）對於生產力成長的聚合效應，

人工智慧能帶來正面貢獻；（2）人工智慧改

11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Dec.,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
archives.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Artif icial-Intelligence-Automation-Economy.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12 Id. at 8-25.

變了就業市場所需之技能，包括對於更高水平

技術能力的需求；（3）人工智慧帶來的衝擊，

因不同產業別、薪資水平、教育程度、工作類

型與地點等而異；（4）人工智慧讓就業市場

發生劇烈變動，許多工作類型將因此消失或形

成，司機與收銀員就是極有可能消失的行業；

（5）人工智慧將在短期內造成失業，且若政

策面無所回應，失業的情況恐將持續更長時

間
12
。依現有資料顯示，社會對於以上這些衝

擊的感受度有多強烈，以及這些衝擊會在什麼

時候來臨，仍充滿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可以

確定的是，會有更多人因為技能不再符合就業

市場所需，而必須接受協助與重新訓練。人工

智慧帶來的自動化與其造成的經濟面衝擊，也

很難與其他形式的技術變遷、全球化、市場競

爭力的下降、過往之公共政策選擇所形成的效

應、以及勞動者協商能力（worker bargaining 

power）等因素完全切割。政府面對諸多不確

定性，應準備好面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政

策面的回應也應以整體經濟為對象。

對此，本報告提出之因應策略為：（1）就

人工智慧可能帶來之益處，應投入資本與人力

進行研發；（2）針對未來可能之工作型態改變，

進行教育與訓練；（3）於轉型期提供相關工

作者協助並提升其能力，以確保在最大範圍內

共享之經濟成長。針對以上因應策略，本報告

亦提出詳細的執行細節。而政府、產業界、技

術與政策專家、以及社會大眾間的持續投入與

努力，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以釋放美國公司與

就業人口在創新上的潛力、促進人工智慧技術

社群的多元化與涵容性、並確保美國在人工智

慧領域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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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歐洲議會（the European Parliament）法律

事務委員會（the Legal Affairs Committee）14  

委託 Nathalie Nevejans 教授之「機器人民事

法律規則」（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研究報告，於 2016 年 10 月完成並公布 15
。

2010年至 2014年，歐洲機器人平均銷售量平

均以每年 17% 的速度成長，2014 年的成長率

更是高達 29%。研究報告中提及機器人可能造

成失業率上升，進而造成貧富分配不均，隱私

保護與資安也是問題。

在「機器人民事法律規則」研究報告中，

「智慧型自動化機器人」（smart autonomous 

robots）被定義為：（1）透過感測器以及 /或

是與環境交換資料（互聯性）而獲得自主性

（autonomy）並且交換與分析資料；（2）具

備自我學習之能力（此項為任擇性標準）；（3）

具有實體支撐物；（4）能調整其行為與活動以

順應所處環境
16
。

機器人若具備經驗學習之能力並能夠獨立作

出決定，則在概念上將更趨近於一種「代理人」

（agent），而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機器。因此，

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例如在有預見可能性並

有義務避免損害發生之情況下，是否應歸責於

製造商或機器人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便成為重

要的法律問題。再者，損害賠償責任應如何界

定亦為問題，因為這涉及如何看待（不同類型

的）機器人：如果機器人被看成是一種帶有高

度安全風險的商品，可能就要適用無過失責任

或嚴格責任；如果機器人只被視為是一般商品，

則適用一般產品責任即已足。最後，基於風險

分配，應為機器人之侵權行為設計責任保險，

並在歐盟區域內建立機器人登記系統與使用執

照制度。

在道德規範方面，「機器人民事法律規則」

研究報告提出「機器人工程師道德準則」（Code 

of Ethical for Robotics Engineers），要求機

器人的研發與設計人員應考量並尊重人類的尊

嚴、隱私以及安全。本研究報告並提出「研究

倫理委員會準則」（Code for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建議所有相關研究機構都應設

置適當的流程以監管研究行為，相關研究並應

在完成前取得倫理許可（ethics approval），

並確保當相關研究在未來產生改變時，仍可持

續受到監管
17
。

歐洲議會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17年 1月 12

日以 17 票贊成、2 票反對、2 票棄權的表決

13 Id. at 26-42.

14 歐洲議會法律事務委員會下設有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Robotics and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並定期召開工作
會 議， 參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mittees/en/juri/subject-files.html;jsessionid=BC99F48A4A420741A24E04FD184C3
4C6.node2?id=20150504CDT00301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15 Nathalie Nevejans, European Civi l Law Rules in Robotics (Oct., 2016), ht tp: //www.europar l.europa.eu/RegData/etudes/
STUD/2016/571379/IPOL_STU(2016)571379_EN.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16 Id. at 8.

17 Id. at 19.

18 European Parliament, Robots: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calls for EU-wide rules (Jan. 12, 2017), http://www.europarl.europa.eu/
sides/getDoc.do?type=IM-PRESS&reference=20170110IPR57613&language=EN&format=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19 Mady Delvaux, Draf t Repor 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Robotics (2015/2103(INL)) 
(May 31,  2016) ,  h t tp: / / w w w.europar l .europa.eu /s ides /getDoc .do?pubRef = - / /EP//NONSGM L%2BCOMPA RL%2BPE-
582.443%2B01%2BDOC%2BPDF%2BV0//EN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20 European Parliament, Robots and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MEPs call for EU-wide liability (Feb. 16, 2017), http://www.europarl.
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70210IPR61808/robots-and-artif icial-intelligence-meps-call-for-eu-wide-liability-rules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結果通過報告，除了針對前揭之「機器人民事

法律規則」（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提出建議外，並敦促歐盟執委會就機器人與人

工智慧的運用與創設制定法規，包括以「電子

人格」（electronic personhood）來確保多

數人工智慧所衍生之權利與責任問題
18
。主筆

本報告之歐洲議會議員（MEP），盧森堡籍的

Delvaux 表示，歐洲迫切需要創設法律框架，

以因應技術發展的現實並確保機器人持續為人

類服務
19
。

報告針對機器人所建議的法律人格，類同於

公司在法律上所擁有的人格，包括作為訴訟上

的主體。報告另就以下 5個面向提請歐盟予以

特別關注：（1）於歐盟層級創設機器人與人

工智慧之特別機構；（2）於法律上定義何謂「智

慧型自動化機器人」（smart autonomous 

robots），並針對當中最先進之技術產品建立

登記制度；（3）為相關工程師擬訂建議性質

的行為準則，以令機器人的設計、生產製造、

以及利用符合道德規範；（4）建立公司報告

制度，要求公司針對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對社

會安全與公司營收之貢獻度進行報告，有關

公司營收貢獻度的報告是基於稅捐稽徵之目

的；（5）建立新形態的強制保險（mandatory 

insurance），投保範圍涵蓋相關公司所設計或

生產製造之機器人所致損害。

報告亦特別關注自動載具之發展，並指出

自動駕駛車輛亟需歐洲與全球立法管制，分化

的管制態度將有礙於相關法規的實施，並傷害

歐洲的競爭力。此外，報告考量了部分具有顯

著能力的機器人，可能會帶來大規模失業的風

險，因此呼籲對於基本所得（basic income）

保障進行研究。目前各界對報告之疑慮，主要

在於對機器人賦予法律上人格的作法，可能不

易為設計或生產製造該些機器人的公司所接

受。例言之，如果公司設計出機器人，而該機

器人又創造出某項可被賦予專利保護的產品，

此時專利權人是公司還是機器人？若該公司販

售該機器人，則該機器人所創設取得之智慧財

產，是否連同買賣契約一併移轉予買受人？

歐洲議會（the European Parliament）最

終於 2017年 2月 16日，以 396票贊成、123

票反對、以及 85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以絕對

多數（absolute majority）通過決議，建議歐

盟執委會（the EU Commission）建立泛歐之

法律框架與道德準則，以因應機器人與人工智

慧技術在可預期未來的廣泛應用
20
。根據國際

機器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IFR）資料顯示，2015 年全球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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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器人出貨量增加 15%，總金額達 460億美

元。醫療、家用及個人使用的服務型機器人，

需求也持續上升。歐洲議會指出，歐盟有率先

制定相關標準之必要，以免屆時被迫依循其他

國家所制定之標準。依歐盟相關組織規定，執

委會並無遵守本建議之義務，但須陳明不予遵

守之理由。

然而，此項決議否決了原提案所建議的「機

器人稅」。依原提案，為了提供資金以挹注因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技術而喪失工作之勞工的職

業訓練，應向機器人所有人開徵機器人稅。業

界普遍反對此稅目之開徵，認將阻礙創新。不

過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認為，如果勞工要繳納

所得稅與社會安全稅，則取代勞工的機器人應

該也要比照納稅。其次，自動化提高生產力，

由此產生更多獲利，課稅可以針對機器人所有

人，也可以針對因取代人力且效率提升致生之

獲利。第三，機器人稅可用於培訓包括長照與

特教等人力短缺，但需要從業人員之同理心與

細微觀察力的職業。將被機器人取代的人力導

入這些職業，是唯有政府才能完成的工作。

英國

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於 2016

年 10 月公布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報告 21
。近來

因電腦運算能力提升、資料增加、以及深度學

習等技術的發展，促使機器人與人工智慧領域

更加進步。儘管目前人工智慧系統能力較為侷

限，但已逐漸改變生活型態，例如無人車、超

級運算電腦協助醫療診斷行為。報告指出，這

些改變帶來社會、倫理、與法律上議題，因此，

考量重點在於如何減少人工智慧系統建立時產

生之誤差、確保相關決策透明性、以及運用方

法證明人工智慧技術之運作為有意義之進行，

避免非自願性以及未預期之行為產生。此外，

報告建議英國應設立人工智慧委員會，執行相

關發展應用，提供政府建議並成為與公眾溝通

之橋樑樑。

在倫理與法律議題部份，科技委員會針對兩

點提出說明。首先，在安全性與控制方面，可

歸結為以下 5 個面向 22
：（1）認證與驗證：

對於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須提供方法能驗

證系統運作之安全性，避免非預期之行為產

生，當中包含邏輯、數據、以及各項機率分

析；（2）決策透明性：目前針對人工智慧系

統能達到某特殊決策，鮮少說明能達成之原

因。然而，預計在 2018 年施行之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其中規定解釋之權利（right to 

explanation），因此使用者得要求對自動演算

決策進行解釋，而未來英國如何在國內法做出

因應之規範，此為後續待討論之問題；（3）

減少誤差：目前對於人工智慧系統設計可能產

生潛在的誤差以及限制等問題，尚未有明確注

意。儘管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定有避免限制之

規範，但對於人工智慧的誤差問題仍少有人討

論；（4）隱私與同意權：在人工智慧應用的

同時，隱私保護規範尚待注意，其中一項良好

的執行方式為成立資料倫理委員會，來平衡隱

私、匿名化、安全性與公共利益之問題；（5）

21 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Robotics and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Fif th Report of Session 2016-
17) (Oct. 12, 2016), 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617/cmselect/cmsctech/145/145.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22 Id. at 16-26.

23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botics, automation and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GOV.UK,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publications/robotics-automation-and-artif icial-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責任歸屬：目前多半仍在討論自動駕駛以及智

慧武器之議題，主要的問題仍在於，當產生問

題時，責任應歸屬為何。未來針對人工智慧的

應用問題，仍建議英國可在原有個規範架構之

下進行修改因應新科技的產生。最後，在藉由

標準與法規進行管制時，與公眾之間對話為重

要的課題，主要目的為建立公眾信任以及提高

接受程度。

2016 年 10 月， 科 技 委 員 會（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對首相提出信件，建

議英國應對機器人、自動與人工智慧（Robotic, 

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AAI）

做出行動，此封信並提出以下 3 個建議行動
23
。第一，辨識出經濟機會與具有國家級重要

性的挑戰領域，讓英國能聚焦並促進合作。政

府、RAAI 商業與研究社群應合作尋找英國應

聚焦的跨科際挑戰領域，並且這些挑戰領域應

符合以下條件：英國有潛力保持或成為世界領

導角色的研究領域、在高價值全球市場中提供

高度生產力與品質，讓英國可以吸引投資並保

有長期價值、可提供英國或全球所面臨的挑

戰解決辦法。並應與 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DARPA）合作，

並分享在 RAAI 領域軍事與民間的專家，利用

政府系統發展創新並採用有效的解決方法。本

分文件指出符合以上條件的兩個領域包括健康

與社會照顧和有害環境（如核能、水底探險與

油氣基礎設施維護等），並應近一步繼續探索

可能領域。

第二，增加展示性與轉譯性（translational）

的設施（facilities）來減少商業投資的風險，

提供企業與技術建議，交互培養創意與合作

活動。政府應該著重企業的設施需求，讓企

業了解如何取得 RAAI 裝置、測試與觀察應用

成效、可租用空間、如何和其他企業互動並

如何取得進入市場的建議，協助技術研究應

用到市場中。新的設施應該提供可以提升研

究到技術實用性的工程與系統整合協助，並

與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合作成為一

個可以整合英國 RAAI地理上分散的研發實力

的角色，並與既存的機構如圖靈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 或 加 速 器 網 絡（Catapult 

network）、或其他自駕車測試實驗室互補。

第三，發展英國進階技術與研究能力，以建

立科學基礎與加廣轉化應用系統與工業的關鍵

實力。應提升並保持英國於研究領域的優勢能

力，因此建議提升 EPSRC的博士 doctoral訓

練計畫，以支持工業與其他領域的需求。並且

應注重系統工程師（system engineers），以

解決連結不同 RAAI 領域與真實世界的需求，

並增加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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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科學辦公室於 2016年 11月 9日，發布

「人工智慧：未來決策之機會與意涵」報告，

其第一部分簡介「人工智慧與應用」：人工智

慧不僅將現有的流程自動化，還包含制定目標，

並利用電腦程式實現這些目標。其應用範圍相

當廣泛，生活常見案例像是線上翻譯、語音辨

識、搜尋引擎篩選排序、垃圾郵件過濾、透過

用戶回饋改善線上服務、預測交通流量、環境

或社會經濟趨勢發展觀察等。近年來，因資料

有效性及電腦運算力提升，促成機器深度學習

已漸漸投入實際使用，尤其是在電腦視覺和語

音識別中，已成為各種領先技術的一部份
24
。

報告的第二部分則與人工智慧對社會及政

府帶來的益處與衝擊有關。人工智慧針對提高

生產力有巨大的潛力，最明顯的就是幫助企業

或個人更有效地運用資源，並簡化大量資料的

處理，例如 Ocado 及 Amazon 這樣的公司正

充份利用人工智慧改善倉儲及銷售網路系統，

使得客戶可便利快速購得網購商品。更重要的

是，可開啟全新商業模式和用新方法解決就業

問題，例如：在醫療保健中，使用機器學習技

術分析來自智慧手機、智慧手環的資料，改善

慢性疾病的管理、預測及預防急性疾病發作；

在工作事務管理上，可使管理軟體透過學習，

輔助任務優順序的排序，或透過之前類似郵件

的回覆，協助起草擬稿，或財務報告和簡報產

生。在法律領域，像 ROSS、CaseText 等團

體利用人工智慧篩選與案件相關的判決、判

例、法律記載等文件。以上案例都是利用軟體

來做與人類相同的事，但在更多情況中，可分

析或處理超越人類能力極限的事情。

目前，政府也日益增加相關技術的運用，例

如：將透過預測需求及量身訂製的服務，提高

衛生、社會護理、緊急需求之服務的效率，使

資源做到最佳化分配；使官員容易透過更多的

資料做決策，減少被誤導或錯誤的決定；使政

府決策更加透明化；確保各部門能更了解相關

人民的意見。因政府為特別機構，具有不屬私

人組織、行為方式透明、應遵守正當程序及對

公民負責之性質和義務，故利用人工智慧及巨

量資料之政府分析員應遵守政府內部資料科學

工具的倫理使用指南，以期兼顧實用性並注意

相關法律影響。在法律限制上，除了 1998 年

通過的英國資料保護法及 2016 年通過的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外，還有一些具體法律規

範，保護個人資料隱私及確保公平待遇，以便

在安全及可控制的環境中研究尖端技術，了解

人工智慧相關應用機會及風險。並由政府數位

服務（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團

隊領導跨部門間之協調及分享最佳經驗
26
。

在巨量資料、機器人、自動系統對於勞動市

場的衝擊一直都是關注的議題，然而各界對自

動化所造成失業影響有不同闡釋，例如德勤會

計事務所的研究發現，未來 10到 20年間英國

將有 35％的工作會受自動化影響，而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表示在英國有 10％工作

處於風險，25％工作任務結構將面臨顯著的變

化。對於面臨未來工作結構的轉型及相關技術

人員的進修及培養，應主動積極學習並作靈活

調整，以適應未來的轉變。

24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decision making, 5-7, 
ht tps://www.gov.uk /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 i le/566075/gs-16-19-ar tif icial- intelligence-ai-
report.pdf (last visited June 25, 2017).

25  Id. at 8.  ／ 26   Id. at 11. ／ 27  Id. at 12. ／  28 Id. at 14  

報告的第三部分討論道德及法律風險的管

理。人工智慧除了帶來巨大利益外，在某些用

途上可能潛在相關道德倫理問題。許多專家認

為政府應積極管理並降低可能出現的任何風

險，並從兩個面向廣泛思考：（1）研究機器

學習與個人資料運用結合時，對個人自由、隱

私和同意等概念的影響；（2）調適由人工智

慧作決策行為時的歸責概念和機制
28
。以實例

說明，統計分析技術係用過去的資料預測不同

模式下可能的行動或質量。在保險業可用來評

估風險，在商業可用來預測消費行為模式，在

執法維安單位，可更準確評估威脅性。然而，

根據其種族、生活方式或居住地作不當的區別

時，恐有歧視的問題，尤其是執法單位在應用

預測技術時，應避免以種族、國籍、地址作為

標準，並嚴守無罪推定原則，以防止民眾受到

歧視或不公平的指控。透過人工智慧可以從公

開資料推測出某些私人訊息或其親朋好友的消

息，此訊息即可能超出原先個人同意披露的內

容。針對人工智慧功能日益強大，原先匿名化

及去識別化的訊息，可能將重新被識別，故須

定期檢視該保護措施是否足夠。另外，人工智

慧的演算偏差亦可能導致偏見的風險，為了降

低這種風險，技術人員應識別其中的偏差，並

採取對應措施。關於相關管理問題和實際應對

措施也是各地研究機構討論的議題，例如：算

法創建者的認證；人工智慧使用的行為準則；

對社會潛在危害和利益評估等。其中，有些想

法已在行業協會或私人公司有進展，但要作為

政策規範，尚須作進一步審查。

另外，針對責任及疏失的判斷，目前尚無太

多的實務案例，此將有待法院藉由實務經驗，

形成一套案例法。雖然目前對於人工智慧抉擇

的責任性質尚有不確定性，但仍需有明確的歸

責制，可能有必要讓首席執行長或高級主管對

人工智慧做出的決策負最終責任。如果無此措

施，可能無法保持對使用人工智慧的信任。此

作法亦鼓勵或確實要求責任保險作為使用人工

智慧開發的必要條件。許多專家建議，部分內

容須保持透明度，例如：哪些算法被使用，哪

些參數，哪些資料，及什麼目的，以確定技術

使用時是否有盡到相關注意責任。最後，將透

過與公眾不斷的討論，以取得大眾的信賴，並

面對新技術的革新與挑戰，邁向成功的途徑。

結論

對於人工智慧與智慧型機器人之法規整備，

綜整本報告研究之各國實務，謹建議可分從以

下面向持續進行觀察並預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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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人格、責任歸屬、與責任保險

機器人若具備經驗學習之能力並能夠獨立作

出決定，則在概念上將更趨近於一種「代理人」

（agent），而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機器。歐

洲議會於 2017 年敦促歐盟執委會就機器人與

人工智慧的運用與創設制定法規，包括以「電

子人格」來確保多數人工智慧所衍生之權利與

責任問題。針對機器人所建議的法律人格，類

同於公司在法律上所擁有的人格，包括作為訴

訟上的主體。

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相關問題包括但不限

於：（1）在有預見可能性並有義務避免損害

發生之情況下，是否應歸責於製造商或機器人

之所有人或使用人？（2）利用人工智慧預測

地震、颱風、海嘯等自然災害，結果失準致生

損害時，是否產生法律責任？（3）人工智慧

自動生成之網頁，有毀損他人名譽之內容時，

是否成立誹謗罪？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涉及

如何看待（不同類型的）機器人—如果機器人

被看成是一種帶有高度安全風險的商品，可能

應適用無過失責任或嚴格責任；如果機器人只

被視為是一般商品，則適用一般產品責任即已

足。最後，基於風險分配，應為機器人之侵權

行為，建立新形態的強制險，投保範圍涵蓋相

關公司所設計或生產製造之機器人所致損害。

惟應注意之處在於，在藉由法規進行管制

時，與公民社會間之對話尤為重要，以建立公

眾信任並提高新技術被公眾之接受程度。

2.智慧財產權

若賦予機器人以法人格，可能招致設計或生

產製造該些機器人之公司的反對，其衍生議題

包括但不限於：若公司設計出機器人，而該機

器人又創造出某項可被賦予專利保護之產品，

此時專利權人是公司還是機器人？若該公司販

售該機器人，則該機器人所創設並取得之智慧

財產，是否連同買賣契約一併移轉予買受人？

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慧而產生之創作物，與

人工智慧自行生成之創作物，兩者雖然可能難

以區分，但是否為了「鼓勵創作與創新」而給

予後者之研發者以對價請求權？其保護期間是

否與一般著作物相同？此外，資料作為演算之

客體，資料蒐集與是否形成寡占或獨占？透過

一般人為方式與透過人工智慧技術所混合之資

料庫，與純粹透過人工智慧技術所建立之資料

庫之間，著作權應如何保護等相關法律問題，

亦值進一步研究與釐清。

3.隱私保護、安全性與正確性

無論是人工智慧或自動系統，都需要蒐集、

處理、利用大量資料，例如將資料運用在新的

商業模式或系統自動搜集員工資料，故針對隱

私保護，應透過設計保護隱私，並簡化歐盟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對於匿名化、假名化等去識別

化措施之規定，使實際上能更廣泛利用去識別

化技術。透過人工智慧可以從公開資料推測出

某些私人訊息或其親朋好友的消息，此訊息即

可能超出原先個人同意披露的內容。原已匿名

化或去識別化之資料，可能將重新被識別，故

須檢視相關保護措施是否足夠。是否針對包括

人工智慧與巨量資料在內之資料科學與應用，

建立資料倫理委員會以平衡隱私保護、安全性

與公共利益等問題，為可供思考之方向。

針對演算法與人工智慧之安全性與正確性，

英國下議院科技委員會表示，應提供方法以驗

證人工智慧系統運作之安全性，避免非預期之

行為產生，當中包含邏輯、數據、以及各項機

率分析。目前對於人工智慧系統設計可能產生

之潛在誤差與相關限制，亦少有討論。為了降

低人工智慧之演算偏差可能導致之偏見，技術

人員應識別其中的偏差，並採取對應措施。人

工智慧技術的應用之一，是對於大量資料進行

多層演算後，做出特定之預測，例如在保險業

可用以評估風險，在商業上則可用來預測消費

行為模式。此時應留意是否賦予種族、生活方

式或居住地以不當之區別而造成歧視。針對人

工智慧所能做出之特定決定，目前鮮少能夠說

明其之所以做出該決定之原因。對此，歐盟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當中規定之要求解釋之權利，

或可作為討論相應規範之起點。

4.登記與使用執照、貢獻度報告、
    以及財富重分配

歐洲議會呼籲，應針對人工智慧與機器人

技術當中最先進之產品，建立登記與使用執照

制度，並應要求公司針對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對

社會安全與公司營收之貢獻度進行報告—有關

公司營收貢獻度的報告，是基於稅捐稽徵之目

的。此外，一部分具有顯著能力的機器人，可

能會帶來大規模失業的風險，因此應對基本所

得之保障進行研究。換言之，若人工智慧使勞

動市場發生重大變化，相關法制應考量就業權

並建構新型態的社會安全網，並應考量保險制

度崩壞的可能性。因應產業結構的轉變，亦應

制定有關人才流動之法制政策。

至於是否開徵「機器人稅」，存在正反兩方

之意見。反對者認為機器人稅之開徵將阻礙創

新，支持者之論據則包括：（1）若勞工要繳

納所得稅與社會安全稅，則取代勞工的機器人

應該也要比照納稅；（2）開徵機器人稅，能

用以挹注資金於因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技術而喪

失工作之勞工的職業訓練—機器人稅可用於培

訓包括長照與特教等人力短缺，但需要從業人

員之同理心與細微觀察力的職業，而將被機器

人取代的人力導入這些職業，是唯有政府才能

完成的工作。機器人稅之稅基，則係由於自動

化提高生產力並有更多獲利，課稅可以針對機

器人所有人，也可以針對因取代人力且效率提

升致生之獲利。



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簡介

標章設計

以 Taiwan Robot Standard (TARS) 為設計

主軸劃分左右邊，左邊為既有的人類技術與智

慧，右邊象徵未來科技世代的蒞臨，危險高勞

力的工作將由機器人所取代。標章圖樣所代表的

意義為『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結合』。

標章申請說明

台灣機器人標章屬自願性的申請，標章適用

於各類機器人，依據機器人整機及零組件產品

安全與性能設計，針對機械安全、電氣安全、

功能安全、電磁相容、精度、可靠度、環境、

噪音等安全與性能檢測和驗證。透過標章之取

得，實證該公司為機器人產業之優良廠商，廠

商並於產品經過驗證通過後，可申請機器人標

章，自行印製貼紙，貼於機器人本體上。

由機器人業者向智動協會提出申請，填具

「台灣機器人標章申請書」，本會彙整相關資

料後，送交檢測實驗室測試。檢測完成後，檢

附測試報告及技術文件，送產品驗證機構審查

及進行驗證作業。驗證通過後，核發產品驗證

證書，本會審查並彙整相關資料後，核發台灣

機器人標章。

S
E
P
C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相關的技術涵蓋電機、機械、資訊、通訊、電子、能源、材料及創意內

容，為一個高度技術整合、高關聯性且具有高附加價值的明星產業。

為建構國內機器人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基礎環境，「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積極展開

機器人產業相關標準制修訂，透過標準引導關鍵技術及機器人產品開發與應用。同時，推動

機器人檢測驗證作業，以符合國際標準之要求，循以市場誘因導向的機制，強化對產品安全

的重視與要求，及產品品質之管理，並維護使用者之安全，鼓勵廠商投入符合安規標準之機

器人產品的開發，並藉由公正第三方實驗室及驗證機構進行測試、驗證，以提高機器人產品

品質、建立國產機器人優質品牌形象，促進機器人產業永續發展，提升台灣業者在機器人市

場競爭力與擴大市場。

標章種類

台灣機器人產品檢測驗證及標章申請流程

標章符號 標章類型 驗證項目 (標準 )

安規驗證 電器安全及機械安全

電磁相容驗證 電磁相容性

性能驗證 精度、可靠度、環境、噪音、能源效率…等

零組件驗證 相關零組件的安規、可靠度或材料…等

S
E
P
C

舉例說明：

台灣機器人標章上有 

代表通過安規驗證及電磁相容驗證。

台灣機器人標章上有

代表通過安規驗證、電磁相容驗證及性能驗證。

S

S

E

E P

S
E
P
C

0.25cm

0.25cm

0.25cm

文 |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標章申請� 產品檢測� 產品驗證� 標章核發�

機器人業者
向智動協會
提出申請	  TARS ISO	  17025測試實驗室 ISO	  17065產品驗證機構 台灣機器人標章

 Taiwan UL 

標章申請� 產品檢測� 產品驗證� 標章核發�

機器人業者
向智動協會
提出申請	  TARS ISO	  17025測試實驗室 ISO	  17065產品驗證機構 台灣機器人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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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核發

(1)申請台灣機器人標章，依本會訂定之『台

灣機器人檢測與驗證標章申請辦法』審核通過

後，核發之。需檢附國內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

認可之實驗室及產品驗證機構出具之測試報告

及產品驗證證書。( 實驗室及產品驗證機構需

為智動協會簽約認可之機構 )

(2)若客戶已通過多國認證，需檢附相關 CB

測試報告及 CB證書，即可申請。(國際認證機

構 (CB) 需為國家認證機構 (NCB)，應具有能

力及資格，其範圍應能涵蓋發證之要求 )

(3) 或該機器人產品以自我宣告 (EC 符

合 性 聲 明 書 ) 方 式， 需 檢 附 符 合 歐 盟 機

械 指 令 (MD_2006/42/EC)、 低 電 壓 指

令 (LVD_2014/35/EU)、 電 磁 相 容 指 令

(EMC_2014/30/EU) 等之測試報告及 CE 證

書，即可提出申請，智動協會及產品驗證機構

保有審核之權利。( 該認證機構或檢驗機構需

具有能力及資格可執行此項業務，且其範圍至

少需涵蓋足以滿足機械指令、低電壓指令及電

磁相容指令之要求 )

(4) 若已取得中國機器人認證證書 (China 

Robot ,CR)，需檢附測試報告及認證證書，即

可申請。( 實驗室及產品驗證機構出具之報告

及證書，需為國評中心及智動協會簽約認可之

機構 )

以上需實施工廠檢查及機器人產品需可適用

於台灣的使用環境，若有區域性之差異，需加

測差異性測試。

兩岸機器人產品轉證與互認

智動協會為台灣唯一的機器人檢測驗證及

標章服務平台，現已結合國內法人機構及國際

驗證機構檢測驗證能量，可提供國內機器人業

者，符合國際標準規範之要求，先取得台灣機

器人標章 (TARS) 後，透過智動協會與中國機

器人檢測驗證聯盟之平台，檢附合格之國際標

準及國家標準 (ISO/IEC、GB) 之測試報告，

送交大陸認證機構，轉發 CR證書取得中國機

器人認證。藉由此服務平台，可協助台灣業者，

只做一次測試，即可同時取得兩岸之機器人認

證。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 關節式機器手臂

型號 : RA605-710-GB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S

P

上銀科技為加速在全球市場布局，積極配合台

灣智慧自動化協會 (TAIROA) 所制定的台灣機器
人標章 (TARS)，取得『安規』與『性能』上的
認可，經由符合國際規範的實驗室做相關測試，

並透過驗證工程師與實驗室交互討論，取得符合

國際標準 ISO報告，在產品的安全與功能驗證上，
又立下新的里程碑，本次驗證產品規格為外型輕

巧的關節式機器手臂 RA605-710-GB。

本產品特色為藉由多自由度與高靈活度的特

性，可應用於物件的搬運、高精度的組裝作業與

複雜的加工任務，如物件取放與堆疊、工件去毛

邊與打磨、零組件組裝等。值得一提的是其關鍵

零組件大都來自上銀科技自行研發設計，包含機

構、電控、軟體都有培養強大的研發團隊進行研

發與測試。本次獲得 TARS認證的肯定，更加說
明上銀科技的關節式機器手臂 (RA605-710- GB)
不管在 MD( 機械指令 )、LVD( 低電壓指令 )、
EMC(電磁相容指令 )、RoHS(禁限物質指令 )等，
透過認證確認產品在安全性、功能性、電磁相容

性、以及可用性上皆符合國際級的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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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具備高速化、高精密、複合化、生活化與環保

化之關鍵元件，完整的產品系列包括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動力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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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與

系統件，廣泛應用於高精密工業、醫療及智慧自

動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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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 關節式機器手臂

型號 : RA605-710-K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上銀科技為加速在全球市場布局，積極配合台

灣智慧自動化協會 (TAIROA) 所制定的台灣機器
人標章 (TARS)，取得『安規』與『電磁相容』上
的認可。經由符合國際規範的實驗室做相關測試，

並透過驗證工程師與實驗室交互討論，取得符合

國際標準 ISO報告，在產品的安全與功能驗證上，
又立下新的里程碑，本次驗證產品規格為外型輕

巧的關節式機器手臂 RA605-710-K。

本產品特色為藉由多自由度與高靈活度的特

性，可應用於物件的搬運、高精度的組裝作業與

複雜的加工任務，如物件取放與堆疊、工件去毛

邊與打磨、零組件組裝等。值得一提的是其關鍵

零組件大都來自上銀科技自行研發設計，包含機

構、電控、軟體都有培養強大的研發團隊進行研

發與測試。本次獲得 TARS認證的肯定，更加說
明上銀科技的關節式機器手臂 (RA605-710-K)
不管在 MD( 機械指令 )、LVD( 低電壓指令 )、
EMC(電磁相容指令 )、RoHS(禁限物質指令 )等，
透過認證確認產品在安全性、功能性、電磁相容

性、以及可用性上皆符合國際級的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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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具備高速化、高精密、複合化、生活化與環保

化之關鍵元件，完整的產品系列包括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動力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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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與

系統件，廣泛應用於高精密工業、醫療及智慧自

動化產業。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 史卡拉機器手臂

型號 : RS-406-601S-H-B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上銀科技為加速在全球市場布局，積極配合台灣智慧自動化協會 (TAIROA)所制定的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取得『安規』與『電磁相容』上的認可。經由符合國際規範的實驗室做相關測試，並透過驗證
工程師與實驗室交互討論，取得符合國際標準 ISO報告，在產品的安全與功能驗證上，又立下新的里程
碑。本次驗證產品規格為 SCARA機器手臂 ( RS-406-601S-H-B)

本產品特色在於適合在平面範圍內實現對物件的快速取放或裝配，廣泛應用於塑料產業、汽車產業、

電子產業、藥品產業和食品產業等領域，且具備多樣的安裝方式，如檯面式與吊掛式。值得一提的是其

關鍵零組件大都來自上銀科技自行研發設計，包含機構、電控、軟體都有培養強大的研發團隊進行研發

與測試。本次獲得 TARS認證的肯定，更加說明上銀科技的 SCARA機器手臂 ( RS-406-601S-H-B) 不
管在 MD(機械指令 )、LVD(低電壓指令 )、EMC(電磁相容指令 )、RoHS(禁限物質指令 )等，透過認證
確認產品在安全性、功能性、電磁相容性、以及可用性上皆符合國際級的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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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生產具備高
速化、高精密、複合化、生活化與環保化之關鍵元件，完整的產品系列包括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動力

刀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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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與系統件，廣泛應用於高

精密工業、醫療及智慧自動化產業。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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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70 71Sep  2017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 六軸機器人

型號 : RH-12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勤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79年，致力於專業生產高精度自緊式鑽夾頭，並創立了 EVERMORE
品牌。自動化及機械手臂部門成立於 2008年，主要從事專業工業機器人製造、系統整合銷售及自動化產
線設備規劃設計。透過自主研發及國內外技術合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工業機器人產品，從 6公斤到 180
公斤所有一般載重範圍可供客戶選擇。

勤堃機械機器手臂採用垂直多關節串聯結構，具有寬廣的工作範圍，採用高剛性、輕量化的手臂殼體，

再配合大功率的 AC伺服馬達，使其產品精度及運行速度大大提升。並廣泛應用於工業生產，代替人工完
成危險、單調、頻繁的長時間作業，例如在搬運、碼垛、去毛刺、裝料、沖壓、壓力鑄造、熱處理、焊接、

塗裝、塑膠製品成形、機械加工和簡單裝配等工序上，完成對人體有害物料的搬運或工藝操作，進而提

高生產效率減少人工成本，提升產品品質，增強產品競爭力。

勤堃機械另外提供自動化末端手指夾爪及零件夾具的設計及生產製造，可針對不同產業及加工需求，

從半成品的進料到完成品的出料，提供一條龍的整線規劃及完整的解決方案。

達明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品名 : TM5

型號 : TM5-700,TM5-900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達明機器人為廣達集團旗下廣明光電的自創機器人品牌，其中所研發的 TM5 為全球第一內建視覺辨識
的協作機器人，同時也是全台第一台協作型機器人，搭配創新直覺的圖像式使用者介面 (HMI)，以及手拉
式引導教學，讓使用者使用工業機器人就像使用手機一樣簡單。過去需要一個多月的系統整合，縮減至 5
分鐘就可完成，不僅可省下硬體建置成本，更省下 5000倍的時間成本。此外，軟體與硬體皆為自行研發，
100%在台灣生產製造。達明機器人盼 TM5讓人類與機器人共同於產線互助協同合作，共同完成製造任
務，減少工人來自 3k―辛苦、危險、骯髒工作的傷害。因此，TM5聰明、簡單、安全的產品核心理念，
讓使用工廠快速提升生產效率和全球競爭力。

TM5三大特色

聰明：全球第一個有眼睛的協作機器人，可從事物件形狀、位置、條碼、顏色辨別。且擁有智慧視覺

定位，機器人不需固定位置，機台可隨時調動至不同工作站，具高彈性佈署功能。

簡單：全圖像化的人機使用介面流程，使用直覺手拉式引導機器人紀錄路徑。從未使用機器人的人員

都能輕鬆上手。

安全：符合協作機器人 ISO 10218人類與機器人合作條款。當機器人感應到物體撞擊，會立刻停下動
作保障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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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勵德 100%自行開發設計的機械手臂，在操作
介面上把繁瑣的程式語言轉化成簡單的勾選、確

認介面，操作者只要使用勾選、確認的方式，就

可以輕鬆的完成機械手臂的軌跡教導，在產線上

與進口的機械手臂相比，光同一應用的機械手臂

軌跡教導時間，就可以節省約 50%的時間。

目前有四種規格 : LD2-R620可負載 2KG，最
大可達半徑 620mm，重複定位精度±0.03mm、
LD7-R700可負載 7KG，最大可達半徑 700mm，
重複定位精度 ±0.04mm、LD12-R1450 可負載
10KG，最大可達半徑 1450mm，重複定位精度
±0.06mm、LD20-R1660 可負載 20KG，最大
可達半徑 1660mm，重複定位精度±0.1mm，全
系列機械手臂都有通過歐盟 CE認證。

勵德自動化有限公司

品名 : 6-Axis Robot

型號 : LD20、LD2、LD7、LD12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在整合應用上也開發出 3D 果凍雕花機，將藝
術家的巧手，包含非常細膩柔軟的手指繞曲動作，

完整經由 Robot模擬體現出來。透過視窗介面操
作便可進行各種花型編輯，包含花瓣數量、花瓣

層數及傾斜角度等，設定完成，Robot 同時整合
周邊設備系統，馬上精確執行立體雕花，達到 3D
果凍雕花製作，其速度是人工 3至 5倍，提高工
作效率、提升產值及利潤、 穩定執行降低不良率。

另外也開發出智慧機器人鞋底 ( 面 ) 噴膠機，
智慧 3D 掃描系統可判讀範圍內任意擺放之物件
資料，透過互聯網系統架構，3D 掃描資訊即刻
演算、交換傳遞軌跡至 Robot執行，提供 Robot 
運行軌跡、執行速度、傾斜角度等多種參數改變

功能。

S
E

74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歡迎參加面試

2017 智動化技術
    人才媒合活動

活動聯繫人:04-2358-1866 陳小姐#52
Email:Fion@tairoa.org.tw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第一場
時間:2017年9月9日(六)
10:00AM-14:30PM

              第二場
時間:2017年10月27日(五)
10:00AM-14:00PM

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取得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之產品介紹說明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事業群

品名 : 台達 SCARA工業機器人

型號 : DRS40L / DRS60L  

標章種類 :   ■安規         ■電磁相容         □性能         □零組件S E P C

S
E

台達研發出的 SCARA工業機器人可廣泛應用在消費性電子產品、電子電機、橡塑膠、包裝、金屬製
品業的插件、鎖螺絲、組裝、塗膠、移載、銲錫、搬運及包裝等應用領域，輕鬆簡易地結合週邊控制單元，

進而打造出精簡、高整合性的機器人工作站。

採用高彈性、高整合性的台達 SCARA工業機器人，以及週邊自動化零件 (如伺服系統、視覺系統、
線性模組等 )，不僅滿足單機或結合移載平台應用，更可因應產線變化，實現多機種混線生產、快速製程
重組，同時維持品質一致性，滿足客戶需求。

台達 SCARA工業機器人具備容易且快速導入產線自動化的優勢，在製造系統中呈現更高的靈活性，
逐步實現智能生產，體現高效率的自動化，有效提升品質、生產效率、節省工時與降低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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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上數一數二，銷售額在世界市場上占

50％，在日本國內占 70％。而 FANUC 公司

不僅在日本本國加快工具機的發展，並且整

體增加全世界在工具機發展上的水平，可以

說是影響力不容小覷的大企業，它在市場競

爭上不僅有獨自的專業開發技術，更有完整

占領世界市場的國際戰略，FANUC 目前在歐

洲、美洲、亞洲，已先後成立許多合作公司以

及服務中心。在南韓、中國、臺灣、法國、香

港等等地方建立了公司網路，提供產品銷售。

而 FANUC 的零件，是雇用本地的技術人員進

行裝配，在當地銷售，形成 FANUC 本地供應

服務機構，其正確的戰略戰術，擴展手臂市場

上的策略相當的完善，再加上公司內部強大的

研發實力，和嚴謹的審核步驟，有志於發展更

穩定、更高端的產品，透過了解自己的客戶、

了解市場的需求，不斷的研發新產品，正是

FANUC成功的關鍵。

3.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VS)是微軟公司

所開發的工具套件系列產品，其中 VS 是一個

基本完整的開發工具集，它包含了整個軟體所

需要的工具，比如說：整合式開發環境（IDE）、

UML 工具、代碼管控工具等等，而 Visual 

Studio包含的開發工具有：Visual C#、Visual 

J#、Visual Basic 以及 Visual C++，當然還

有其他用於簡化、解決小方案的軟體、開發和

部署的技術。而本篇所使用的，就是 Visual 

Studio C#，這軟體最大的優點，就是擁有使用

方便的人機介面，可以依照使用者的喜好，任

意的進行更改，我們還有用到 Microsoft SQL 

Server進行資料庫的連結，讓工程師在查詢參

數可以更加快速。

4. 軟體開發過程

本產學合作計畫是要將 FANUC 手臂的參

數進行分析，方便使用者再做編輯與使用，

參數有分三大系統：系統參數 (NC)、PMM、

PMC，而這些參數相當複雜，直接觀看的話非

常吃力。我們所研發的軟體，就是能夠將這些

參數加以分析轉換，除此之外還增加：編輯、

搬移、搜尋、比對、覆蓋、說明、儲存、列印

等功能，讓一個軟體多元化，不用開啟過多的

額外程式方便使用者使用。本團隊研究的工作

順序是 PMM、PMC 最後才是系統參數，因

為先從較不複雜的參數著手，大致了解架構、

查詢會使用到的語法程式，再針對比較複雜的

NC參數之完成有較快的效率。

PMCPMM NC

簡單 複雜

圖 1. 工作順序圖

5. 軟體功能

5.1整理

   因為 FANUC 的手臂參數如果從機台拿

出來查閱的話相當複雜，所以必須要將參數

(PMM、PMC、NC)，分別照著各自的規則進

行排列顯示，其中PMM最單純，NC最為複雜，

PMC又另外分為 T、C、K、D參數。

5.1.1 NC

NC 的一組參數最少 1 個最多達 20 個如： 

N02676Q1A1P0A2P0A3P0A4P0A5P0A6

P0A7P0A8P0A9P0A10P0A11P0A12P0A1

3P0A14P0A15P0A16P0A17P0A18P0A19

1.前言

在現今的產業界裡，用機械手臂進行生產、

製造是越來越常見，而手臂的「參數」，則是

控制一切的關鍵，但這些參數卻會因為不同

公司的生產而有所差異，在這邊要分析的是

日本數一數二的手臂大廠「FANUC」公司，

在快速變動的市場機制中，工業的生產力、對

市場的反應速度、以及東西的品質，都大大

影響著公司的營利，而在這當中，都脫離不了

「效率」一詞，效率在產業界中，是非常關鍵

的事情，增加工作效率不僅能加快產能，還能

增加時間，為其它的部分做更詳細的確認，所

以說，如何增加工作效率便是任何產業都必須

擁有的。而本產學合作案，就是為了增加使用

FANUC 手臂的使用效率而設計的程式，其主

要是利用 Visual Studio C#設計一款快速判斷

NC、PMM、PMC參數的程式，讓工程師在進

行檢測、維修上可以更方便的使用，進而增加

工作效率，如何快速的解讀手臂參數所代表的

意義，方便工程師使用，正是本計畫的核心目

標。

2. FANUC手臂

本篇討論的重點是「FANUC 控制系統之參

數整合技術研發」，而 FANUC 公司 ( 發那科

公司 ) 在設計、製造、研發、銷售實力，目

FANUC控制系統之
參數整合技術研發

執行學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執行單位∣電子工程系所

研究群名稱∣智慧型機器人導航與控制研究群

計畫主持人∣黃國興 教授
計畫參與人∣林笙、簡弘彥

本研究計畫提出將FANUC 手臂的參數進行分析讀取，方便工程師使用，參數分
為三大部分：系統參數、PMM、PMC，而這些參數並不是表面上看的單純，如
果要使用者直接觀看的話，非常吃力，而且相當的耗時。分析了上述的不便之

處，本計畫使用Visual Studio C# 進行軟體開發，將這些參數加以分析轉換，
解決觀看上的不便之處，除此之外還增加：編輯、搬移、搜尋、比對、覆蓋、說

明、儲存、列印等功能，讓一個軟體多元化，不用開起過多的額外程式方便使用

者快速查閱使用，達到省時、便利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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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PMC(T參數 )

圖 5. PMC(C參數 )

圖 8. 8-Bit編輯器

圖 6. PMC(K參數 )

圖 7. PMC(D參數 )

編輯器快速編輯，防止編輯錯誤。在讀取數值

時，會分成兩步驟判斷是否為 8-Bite參數，首

先會讀取參數的數目，一定要等於 8才進入下

一個迴圈；接下來就是判斷 0 或是 1，如果 8

個數字有其中一個數字不是 0、1，就絕對不是

8-Bite參數，不僅如此，如果參數是 1就會先

自動把 checkBox 等於 true，如果是 0 就會把

checkBox等於 false，讓工程師在使用不會眼

花，方便作業。而 PMC 的參數有經過轉換再

做顯示，為了避免使用者搞混，編輯的部份選

用黃底表示。圖 8為 8-Bit編輯器。

5.3搬移

   如果使用者要保存某些範圍的參數，可

以利用此功能選取出參數進行保存，利用上

方 [ 參數範圍選取 ] 選出需要的指定範圍，再

按一下 [ 範圍選取 ] 鍵，下方的參數說明顯示

會自動切換成參數選取資料，並且搬移選擇的

範圍參數，如果需要移動單一參數，可以點選

右鍵單選新增，範圍刪除同範圍選取的操作方

法，如果要單項刪除已經選取的資料檔，可利

用單項刪除直接刪除該檔，或是點選最左方再

按下「Delete 鍵」，也可進行刪除。之後可

以對修改過後的 NC檔或是參數選取資料進行

存檔。在研究這功能的時候，一開始是使用

P0A20P0、N00021Q1P0 、N00000Q1L1

P00000010L2P00000000L3P00000000L

4P00000000、N00020Q1P4等等，我們是利

用陣列加上 ASCII碼進行判斷，將一串未知的

參數轉成文字，再一一放入陣列之中，按照順

序讀取文字，按照 NC 參數中的規則，例如：

A1P0、A2M、L1P00000000 等等，可以知道

結尾一定是 M 跟 P，也就是 ASCII 中的 77 跟

80，再引入程式的觀念，就是讀到 77、80 開

始讀取，而讀到不是數字的時候就停止，也就

是 ASCII小於 42與 ASCII大於 57以此類推，

在搭配 Substring 的語法，切割字串將多餘的

去掉，顯示在 dataGridView 物件中，保留所

需要的數字，給使用者方便觀看的參數。圖 2

是 NC顯示結果。

5.1.2 PMM

PMM 跟 NC 比較起來還單純得非常多，

它 的 組 成 參 數 是：N000P10000010、

N003P10000000、N021P003 等 等， 不 需

要將 NC 參數傳成陣列再做判斷，直接用

圖 2. NC顯示

圖 3. PMM顯示

Substring進行切割，再用 dataGridView的物

件進行顯示即可。圖 3為 PMM顯示結果。

5.1.3 PMC

    PMC 跟 PMM 的 組 成 方 式 很 像， 如

N600002 P166、N600008 P3、N600066 

P0、N699971 P0、N695745 P0、N695755 

P0等等，其中最大的差別就是 PMC又再另外

分成 T 參數、C 參數、K 參數、D 參數，所以

我們利用 tabControl 進行頁面切換，就能夠

在同一張頁面切換 4種的顯示方式，也因為顯

示了四種模式，有可能導致使用者不知如何編

輯的問題，所以我們用底色來做區分：黃色底

色是使用者編輯的地方；綠色底色是連接資料

庫說明的部分。顯示圖 4 為 PMC T 參數、圖

5為 PMC C參數、圖 6為 PMC K參數、圖 7

為 PMC D參數顯示結果。

5.2編輯

   為了方便使用者在使用時，如果需要編輯

的參數是 8-Bit類型，可以利用程式中的 8-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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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PMC覆蓋

圖 14. 儲存結果

開頭

需要顯示的參數

5.6儲存

利 用 dataGridView 的 Rows 跟 Cells， 搭

配 for 迴圈、if 的判斷，針對 dataGridView 的

Rows 跟 Cells 來回讀取、存檔，將輸入的參

數進行儲存成 TXT、PAR、PMM、PMC 檔，

而為了將輸入前的格式套在儲存後的格式，在

進行存檔前，會利用 while 抓取參數讀取 N，

也就是 ASCII 碼的 78 之前的所有資料，在將

這些字串加入參數的開頭，再依 NC、PMM、

PMC看是否結尾要加上 %的符號。

圖 15. 說明系統新增頁面 圖 16. 資料庫功能圖

設定連接字串給資料庫

開啟資料庫

刪除資料

更新資料庫

新增資料

開啟資料庫

開啟資料庫

命令刪除資料

導入修改後的資料

新增資料

確認資料是否存在

設置資料庫

取出資料

關閉資料庫串流

開啟資料庫

圖 9. 搬移功能選項

圖 10. NC搬移顯示

圖 11. PMM比對

圖 12. NC列印

dataGridView 搭配 Check 進行測試，但是因

為外掛兩個物件的原因，又同時大量勾選檔案

(2000~ 5000)，導致速度極為緩慢，造成使用

上的困擾，最後我們乾脆直接拿掉 check改用

如圖 9的方法，直接進行複製、搬移，不用額

外透過另一個物件，直接做到搬移的功能。圖

10為 NC搬移顯示。

5.4比對

分別輸入兩個參數，比對彼此不同的參數並

用黃色標出來，此功能最大的難度，就是比對

的兩者參數的列數不一定是一樣的，所以在比

對之前，要先比對此參數的字首代號，如果有

缺值，就要補一個虛的列數在上面，這樣比對

才不會出問題，補齊缺值之後即可開始比對，

如果有差異的地方就用底色 (Back Color)，顯

示成黃色。還增加了列印功能，方便管理。

5.5覆蓋

    圖 13為覆蓋功能展示，可以將完整的參

數檔覆蓋在需要修改的參數檔上，一開始跟比

對的方法一樣，要先抓出彼此的缺值並補上，

之後套上撰寫的規則：

A：如果 A檔有該參數 B檔也有該參數，會

取用 B檔的參數。

B：如果 A檔有該參數 B檔沒有該參數，會

取用 A檔的參數。

C：如果 A檔沒有該參數 B檔有該參數，會

取用 B檔的參數。

D：如果 A檔沒有該參數 B檔也沒有該參數，

皆不取用。

最後的步驟就是進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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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系統整體架構圖

圖 17. 程式選項 (NC、PMC、PMM、說明 )

參數

NC、PMM、PMC

Visual Studio C#

輸入

勾選

比對

編輯

資料庫

覆蓋

單選、多選

搬移儲存 儲存

儲存、列印 儲存

說明
顯示

NC、PMM、PMC

參考文獻

[1]智庫百科 FANUC(民 104年 1月 29日 )。取自 https://goo.gl/
VcXNbe

[2]蔡文龍、曹祖聖 (民 102)。Visual C# 2012程式設計經典。
碁峰。

[3] 維基百科 Microsoft Visual Studio(106 年 3 月 6 日 ) 取自
https://goo.gl/wG7Dwb

6. 資料庫

    首先要先宣告連接字串，之後再宣告準

備下給 SQL server 的命令物件，再宣告一個

SQL本身的語法字串，接下來就是設置資料庫

的資料，再指定資料的位置與連接資料庫。在

讀取資料庫時，要先確認這筆資料是否已經存

在於 SQL裡面，確認結果為 True時，再去搜

尋資料庫裡面的位置，並且取出資料，連結讀

取資料庫資料的元件，執行 ExecuteReader()

的指令，將讀出的資料再放到指定的 textbox

當中，關閉讀取資料庫資料的元件，關閉資料

庫串流。在搜尋到資料庫有此筆資料時，可以

做資料更新或刪除，更新與刪除之概念和前面

搜尋的方式相同，同樣要先確認此資料是否存

在，才能做更新或刪除的動作。

7. 測試結果與結論

    圖 18為整體架構圖，主要功能包括了勾

選、比對、覆蓋、編輯、比對，在經過我們多

次的測試與實驗，使用上確實方便許多，不用

像之前一樣，需要帶著厚重的說明文件到處

跑，對一本書反覆的查詢，有了現在的軟體，

只需要點選參數位置，程式就會抓取參數路

徑，再連接資料庫對應的位置進行顯示，不管

是 NC、PMM 還是 PMC，都能夠準確的查詢

資料庫的位置並顯示其資料，而其它功能的使

用，也大大提升工程師調整機台的時間，縮短

檢修其它機台時的效率，可以更加快速的完成

指定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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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y optimization - ACO) [13] 是目前最具

潛力的人工智慧之一，也是應用相當成功的群

體智慧 (swarm intelligence) [14, 15]，群體

智慧的目標是藉由社會昆蟲 ( 例如螞蟻 ) 的覓

食行為去設計一個多重代理人系統，蟻群演算

法將以覓食行為為設計之機制，做為路徑選

擇之依據，螞蟻將藉由化學費洛蒙 (chemical 

pheromone) 之濃度作為彼此溝通及路徑選擇

之工具與依據。之前的研究 [16]，為發展一套

以 S型態為路徑打掃方式的家用掃地機械人，

然而只討論固定矩形區域之打掃區，為了提昇

圖 1打掃機器人之路徑規劃

圖 2 第一種打掃區域 (25節點 )

圖 3 第二種打掃區域 (61節點 )

圖 4 第三種打掃區域 (81節點 )

打掃效率並縮減打掃時間，以節省電力，故擬

研發一套以蟻群演算法為路徑計算機制之機器

人路徑規劃系統 (如圖 1)，並探討四種打掃區

域 (25 節點、61 節點、81 節點及 125 節點 )

之最短打掃路徑，相關四種打掃區域如下圖

2~5所示。其中之第二、三、四種打掃區域係

為置放不同之障礙物，能增加打掃的困難度，

據此能探究以蟻群演算法做為路徑優化的效

益，此外，本研究亦將探討打掃路徑以 (1) 穿

越式最短路徑為打掃方式及以 (2) S 型態為路

徑打掃方式之優化後的差異區域。

圖 5 第四種打掃區域 (125節點 )

以蟻群演算法進行
輪式自走吸塵機器人之

最佳路徑設計 文∣邱銘杰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教授

在追求工作效率的今日，發展快速且有效的家用掃地機械人，一直是業界努力的

目標。為了達到上述家用掃地機械人開發之目的，本計劃將探討四種不同掃地障

礙之打掃空間，將打掃空間分割成不同之節點，節點代表掃地機械人行走之路

徑，並透過蟻群演算法，模擬並探討走過所有節點之最短總路程之路徑規劃，如

此，不但能有效打掃每個區域，且能大幅有效地縮減打掃之時間。

關鍵詞：蟻群演算法，路徑規劃，掃地機械人。

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規劃打掃機器人的最短

打掃路徑，分別針對四種不同打掃困難度之打

掃區域 (25 節點、61 節點、81 節點及 125 節

點 )( 如圖 2~5) 進行打掃路徑之最佳規劃，並

透過蟻群演算法搜尋穿越式打掃法之最短打掃

路徑，此外，亦將探討傳統 S型態打掃法之最

短打掃路徑，最後，將比較此二種打掃法對四

種打掃區域之最短路徑。

文獻探討

當前在建立自動化機器人系統的難題之一，

是如何發展一強健的機器人路徑規劃系統 [1, 

2, 3]，典型的機器人路徑規劃由於要滿足各種

地形及障礙之限制，因而變得複雜，為了能從

路程起點安全且有效地通過充滿各種限制與障

礙，而到路程之終點，強健的路徑規劃邏輯將

是關鍵，許多研究人員提出各種路徑規劃的機

制，但其存在許多缺點，Barraquand [4] 發展

一套潛在區域法 (potential-field method)，此

法能以最陡傾斜之目標的方式，找尋滑順之路

徑 [5]，然而，計算費時，此外，此法求得之

解為區域解 [6, 7, 8, 9]，無法達到全域之最佳

解 [10]，近來，遺傳演算法已被用於機器人的

路徑規劃 [11, 12]，然而，其基因序之編碼採

用可變長度，使得計算複雜，蟻群演算法 (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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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蟻群演算法之計算流程

圖 7 調變參數 m對最佳總路徑數的影響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表 1 調變五種蟻群演算法之控制參數之最短路程優化結果 [第一種
打掃區域 ]

圖 8 調變參數 e對最佳總路徑數的影響 [第一種打掃區域 ] [穿越式
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9 調變參數α對最佳總路徑數的影響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數學模式

在 1990年代，Marco Dorigo 等人 [17, 18, 

19] 首創蟻群演算法，化學費洛蒙 (chemical 

pheromone) 之濃度作為彼此溝通及路徑選

擇之工具與依據 [20] ，蟻群演算法已成功

運用於銷售員問題 (the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TSP)，本研究之家用掃地機械人之

打掃節點，將類比於銷售員行經之城市，對於

具有 n個城市之計畫，城市 i與城市 j之間的距

離 dij如下 :

當第一隻螞蟻完成一趟由城市 i至城市 j的覓食

旅程後，其費洛蒙之濃度表示為 

第 k隻螞蟻完成一趟由城市 i至城市 j的覓食旅

程後，其費洛蒙之濃度表示為

                                                          

其中，Q為總費洛蒙數，L為城市 i至城市 j的

距離，m隻螞蟻完成第 t次由城市 i至城市 j的

覓食旅程後，其費洛蒙之濃度表示為

                                                           

在城市 i至城市 j之間遺留的費洛蒙總濃度為

其中 e 為費洛蒙之蒸發率

第 t次拜訪路徑 (城市 i至城市 j)之機率

為 

其中          是第 k隻螞蟻未完成拜訪之城

市，      是由城市 i至城市 j的能見度，其反比

於城市 i 與城市 j 間的距離，α 是調整費洛蒙

指數之參數，β則是調整能見度指數之參數。

 

最短路徑之優化分析

為了進行蟻群演算法在打掃機器人的最短打

掃路徑優化分析，初步之參數設定可為α=1、

β=5、e=0.5、Q=100，蟻群演算法之計算流

程如圖 6。

逐次調變五種蟻群演算法的控制參數，

五種控制參數包括 (1) 調整化學費洛蒙濃度

(chemical pheromone)    的參數 α、(2) 調

整螞蟻可見度 (insight)     的參數β、調整總

螞蟻群數的參數 m、調整費洛蒙濃度衰減率

(decay rate of the pheromone)的參數 e、及

調整螞蟻群總搜尋次數的參數，針對以第一種

打掃方式 ( 穿越式最短路徑 ) 為打掃方式，其

第一種打掃區域 (25 節點 ) 的蟻群演算法最短

路徑搜尋結果，如表 1所示，其參數調變對最

佳總路徑數的影響，如圖 7~11所示。

由表 1之穿越式最短路程優化結果顯示，五

種蟻群演算法的最佳控制參數組 (m, e,α,β, 

itermax)為 (200,0.1,2,5,1000) ，此第一種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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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CO穿越式打掃法與 S型態打掃法之路徑比較

算法的五項參數 – m (人工螞蟻數 )、α(費洛

蒙調整參數 )、β( 可見度調整參數 )、e( 費洛

蒙蒸發率 )、itermax (人工螞蟻搜尋圈數 )為重

要的最佳化因子，五種蟻群演算法的控制參數

對路徑優化的影響如圖 7~11 所示，相關四種

穿越式打掃區域最佳化後之路徑如圖 12~ 圖

15，相關四種傳統 S 型態打掃法對四種打掃

區域之優化路徑如圖 16~ 圖 19 所示，比較蟻

群演算法 (ACO)與傳統 S-Type法之最佳化路

徑則如表 2所示，表 2顯示，第一種打掃區域

之穿越式打掃與 S 式打掃，所需路徑分別長

為 25.4公尺與 32公尺，而第二種打掃區域之

穿越式打掃與 S 式打掃，所需路徑則分別長

為 72.1公尺與 78公尺，再者，第三種打掃區

域之穿越式打掃與 S式打掃，所需路徑分別長

為 99.7 公尺與 108 公尺，最後，第四種打掃

區域 (25 節點 ) 之最短路徑優化，如圖 12 所

示，以此控制參數組進行其他第二、三、四種

打掃區域之最短路徑優化，其結果如圖 13~15

所示。

此外，針對以第二種打掃方式 (S 型態最短

路徑 )為打掃方式，其第一至第四種打掃區域

之最佳路徑圖如圖 16~19所示，此二種打掃方

式 ( 穿越式及 S 型態 ) 之最短打掃路徑之優化

結果之比較，如表 2所示。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已成功開發一套以蟻群演算法作為打

掃機器人的最短路徑計算系統，並分別針對四

種打掃區域 (25、61、81及 125打掃節點 )進

行穿越式打掃路徑之最佳規劃，其中，蟻群演

圖 13最佳打掃路徑 (61節點 )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4最佳打掃路徑 (81節點 )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5最佳打掃路徑 (125節點 )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6最佳打掃路徑 (25節點 ) [S型態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7最佳打掃路徑 (61節點 ) [S型態第二種打掃區域 ]

圖 18最佳打掃路徑 (81節點 ) [S型態第三種打掃區域 ]

圖 19最佳打掃路徑 (125節點 ) [S型態第四種打掃區域 ]

圖 10 調變參數β對最佳總路徑數的影響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1 調變參數 iter對最佳總路徑數的影響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圖 12最佳打掃路徑 (25節點 ) [穿越式第一種打掃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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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穿越式打掃與 S式打掃，所需路徑則分

別長為 154.2公尺與 186公尺，由上述結果顯

示，以蟻群演算法求解之穿越式打掃路徑遠短

於 (優於 )傳統 S-Type的打掃路徑，此外，二

者在第一區 ~第四區之路徑差，分別為 6.6公

尺、6 公尺、8.2 公尺、31.8 公尺，對於打掃

路徑之區域 (複雜度 : 第四區 >第二區 >第三

區 >第一區 ) ，其以穿越式打掃之蟻群演算優

化者，則複雜度越高者則效果 (與 S式打掃法

比較 )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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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以及散熱器之冷卻性能研究等，而水冷式

電池電源供應式之冷卻循環通路對冷卻效率之

影響，以及相關的電力來源與溫度控制的機制

等課題卻鮮少探討。本研究主要探討未來電動

車熱致冷晶片水冷卻循環散熱模組製作實驗分

析。(1)

二、前言

現今包含個人電腦主機的散熱模式是以強

制對流為主，而製造此強制對流機制的主要來

源為風扇的設置，但綜觀目前市場對風扇的風

量、位置、數量以及所造成的流場卻甚少有詳

細的設計探討，各廠商一般皆有各自的設計，

不同廠牌甚至不同型號就有不同的散熱考量。

(2) 本研究係以一矩形之微小空調系統為探討

對象，其空調系統之平板內部埋有內管路，並

以流體流經內部管路做熱交換達到散熱的效

果。主要係利用數值模擬軟體 Fluent 分析單

相水流體於層流下，流經之水冷式散熱器內

部管路時受熱面的溫度場及流場之變化。運

用計算流體力學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模擬出在不同的流速下，經由不同

的內管路與出入口配置，對其熱傳行為所造成

的影響，並將模擬解析之所得結果用以評估水

冷式散熱器的最佳化配置，另一重點為探討流

體流速改變時，對其散熱影響效果之差異。本

論文主要是在探討超薄水冷式散熱器運用於筆

記型電腦 CPU 之設計。這冷卻系統設計的原

理是將水柱直接衝擊在 CPU（熱源）處以達到

高性能冷卻之效果。水流穿過放射狀的鰭片，

在熱傳遞時，水和熱源之間的溫度差幾乎保持

一定。利用 STAR-CD 3D 軟體分析相關參數

對系統散熱的影響。根據分析，可得超薄水冷

式散熱系統的最佳化設計。而本文所分析的水

冷式散熱器其尺寸約為直徑 40mm和厚度少於

10mm。當 CPU 溫度保持在 70℃以下，水冷

式散熱器其熱傳遞量在 60W 以上。而且，用

一台小的幫浦替換嘈雜的風扇，噪音將被大大

減少。(3) 模擬結果發現，N 型流道中，擋板

切割間隙的設計，會影響散熱座的流場分佈，

故此設計主要為了使流場更均勻，並能夠吸收

足夠的熱量後再帶出，以提高散熱座整體的效

能。以本論文兩個擋板的實例可發現 :入口方

的擋板有間隙，出口方的擋板沒有間隙，經由

流場分佈的結果，可得到最小的熱阻值。最後

將實驗的數據和數值模擬做比較，發現兩者有

誤差存在，可藉由加強壓力與散熱膏兩方面來

使實驗更接近模擬結果。

另外，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顯示，不斷提昇

工作流體的流量，熱阻值雖都有下降情況，但

減緩會趨近於一定值。因此，選擇適當流量來

節省抽水馬達所輸出的功率，才符合經濟效益。

三、特色說明與產業分析

近年來，隨著半導體技術不斷進步，電子系

統效能不斷的提升，但伴隨著高發熱量的問題

也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此問題發展了許多形

式的散熱裝置，其中水冷散熱系統也是眾多發

展的項目之ㄧ。電子設備不斷在縮小化及高效

能上精進，促使電子散熱裝置日趨重要，進而

發展許多不同形式散熱裝置，未來更將朝向水

冷方面發展。因此，本論文的目的在設計一個

高效率的水冷式散熱模組，且此散熱座的體積

較一般散熱座小。

熱致電晶片水冷卻
循環散熱模組
最佳化分析

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環境變遷，從前一直仰賴石油動力的設備及產品，在近幾年開

始慢慢轉變，改使用鋰電池來取代原本的原油動力，尤其是在於電動工具、園藝

工具、電動車等產品的應用，那麼鋰電池的能量需求也越來越大，重量也相對地

越來越重，進而我們把運用在這些產品上的鋰電池統稱為動力電池。

隨著動力電池的市場需求增加，原本生產3C 產品鋰電池的企業，也紛紛投入研
究及製造生產，然而一開始企業所遭遇到的就是因為動力電池所產生的熱量所帶

來的性能及效率減低與過熱的問題。

關鍵字：致冷晶片、冷卻循環散熱模組、田口方法。

“

文∣南亞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副教授 王士榮
       南亞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助理教授 王月花
       南亞技術學院機械與電機研究所碩士生 鍾育勳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環境變遷，從前一直仰賴

石油動力的設備及產品，在近幾年開始慢慢轉

變，改使用鋰電池來取代原本的原油動力，尤

其是在於電動工具、園藝工具、電動車等產品

的應用，那麼鋰電池的能量需求也越來越大，

重量也相對地越來越重，進而我們把運用在這

些產品上的鋰電池統稱為動力電池。

隨著動力電池的市場需求增加，原本生產

3C 產品鋰電池的企業，也紛紛投入研究及製

造生產，然而一開始企業所遭遇到的就是因為

動力電池所產生的熱量所帶來的性能及效率減

低與過熱的問題。

且近年來，電子設備不斷在縮小化及高效能

上精進，促使電子散熱裝置日趨重要，進而發

展許多不同形式散熱裝置，未來更將朝向水冷

方面發展。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設計一個高

效率的水冷式散熱模組，且此散熱座的體積較

一般散熱座小。熱電制冷已有許多研究文獻，

但大多著重在熱電材料或是散熱模組性能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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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研究電路設計圖

圖 6田口法實驗流程圖圖 4本研究實體組立圖

圖 5 本研究水冷式冷卻扇及抽水馬達與控制開關實體圖

本研究將利用田口實驗法來減少實驗次數，

同時讓實驗結果準確且有效率，目的在於產品

變異最小的設計參數組合及最佳的產品機能的

穩健設計，以延長機件之壽命達到最佳化，並

找出影響輸出氣量的主要因子。

六、結果與討論 :

6.1熱致冷晶片水冷卻循環散熱模組設計說明

由試驗得知，本裝置採用 7812 晶片，在裝

置輸入 12VDC 的電源時可以使 TE-COOLER 

晶片發揮適當效能，且不會影響使用壽命。另

外以 5K 可變電組調整在使用感測溫度模組進

行測試，在溫度調整效果上極佳。同時也可以

在小區域的溫度範圍內啟動抽水馬達以達到有

四、傳統式大型熱電致冷器與微型熱電致

冷器之比較

(1) 傳統式大型熱電致冷器

1.最大瓶頸在於熱電材料沒有突破性的發展

及 C.O.P過低，導致吸熱量無法提高及後段散

熱模組無法負荷。

2.對熱點進行散熱，會造成熱點外之區域過

度冷卻。

(2) 微型熱電致冷器

1.針對熱點進行散熱。

2.因尺寸微型化，各界面之接觸阻抗顯得格

外重要。

圖 1 Mini-contact之架構

圖 2 晶片溫度分布

3.目前以 mini-contact之微型熱電致冷器散

熱模組的概念對熱點移除最為有效，使用傳統

式微型熱電致冷器散熱模組未必可將熱點移除。

五、田口實驗法簡介

田口法（Taguchi method, TM）[4~6] 是日

本田口玄一博士於 1960 年代，結合英國統計

學家 R.A.Fisher 在農業實驗中所建立的變異數

分析法，以及印度學者 Rao用規劃實驗的直交

表，所發展出來的實驗計劃法，稱為田口實驗

設計法（Taguchi Methods）是由田口玄一改

良傳統部份因子實驗法而來，又稱為穩健設計

法 (Robust design》。所謂穩健是指所設計產

品品質受到周圍環境影響敏感度最低，且田口

方法其主要精神，能夠以較少的實驗次數 ( 相

對於全因子實驗 )快速得到最佳實驗組合，來

獲得有用的統計資訊，雖然理論上會有精度的

損失 (偏見通常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對解決工

程品質問題的目的而言，田口方法常常是足夠

的。田口實驗計劃法是運用計劃的實驗直交表

及從實驗的數據中分析得出的 (S/N比 )信號一

雜訊比，直交表最大的特色是能夠使我們進行

各種不同實驗的組合，彈性高且可大幅減低實

驗次數，S/N比可使實驗者分析數據並很容易

找到影響產品品質因素的最佳組合。於一般工

程人員在學習上較困難，再者其需要多次的實

驗才能達到最佳化的目的。因此為了使沒有統

計背景的工程人員也能容易的學會實驗設計，

此實驗方法為一種有效率且可得到製程參數最

佳化組合，以提升產品品質及穩定性。可以在

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改善品質，依據控制因子

（參數）及水準值選擇適當的直交表，用以減

少實驗的次數，在學習應用上亦較容易。

效的升降溫效能。此成果可以應用在相關的節

能減碳相關產品的需求上。以下以圖號呈現熱

致冷晶片水冷卻循環散熱模組之部分及完成如

圖下說明，圖 3為本研究電路設計圖及圖 5為

本研究實體組立圖包含水冷式冷卻扇及抽水馬

達與控制開關等實體圖。

依據實驗得到之數據及驗證均能得到最好的

成品，若更精確的掌握時間進而改善操作之設

備，製作出更精美的成品指日可待。未來進而

探討業界尚未使用的致冷晶片水冷卻循環散熱

模組並提出適合該製程於不同操作條件下的最

佳化分析藉以了解不同溫度冷卻循環散熱差異

情形。可讓合作廠商獲得重要技術整合及製程

分析與檢測能力，並訂定一套標準規範在相關

領域建立具主導地位並具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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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項製程參數與水準

表 2 L9田口分析法直交表的實驗配置表

表 3 本實驗 L9各組實驗風扇量測溫度值

表 4 各組實驗 S/N比數據資料輔助表

圖 7 S/N比反應圖

表 5為各因子影響結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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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因素 Lelel1 Level2 Level3

(1)熱源溫度 70ºC 80ºC 90ºC

(2)冷卻水溫度 15ºC 20ºC 25ºC

(3)管路材質 (內徑為 1公分 ) 銅管 透明塑膠管 橡膠管

實驗參數 A B C

LELVEL.1 9.52 102 12.13

LELVEL.2 15.0 13.9 12.13

LELVEL.3 13.57 13.35 13.3

EFFECT 4.05 3.7 1.17

EXP A B C

1 1 1 1

2 1 2 2

3 1 3 3

4 2 1 3

5 2 2 1

6 2 3 2

7 3 1 2

8 3 2 3

9 3 3 2

A:熱源溫度
(ºC)

B:冷卻水溫
度

C:管路材質 控制因子 風扇量測溫

度 (ºC)

70ºC 15ºC 銅管 111 13.6

70ºC 20ºC 透明塑膠管 122 15.6

70ºC 25ºC 橡膠管 133 23.4

80ºC 15ºC 橡膠管 213 13.6

80ºC 20ºC 銅管 221 20.0

80ºC 25ºC 透明塑膠管 232 21.4

90ºC 15ºC 透明塑膠管 312 12.6

90ºC 20ºC 橡膠管 323 19.0

90ºC 25ºC 銅管 331 23.6

矩陣實驗表 量測 SN

1 13.6 -22.67078

2 15.6 -23.86249

3 23.4 -27.38432

4 13.6 -22.67078

5 20 -26.0206

6 21.4 -26.60828

7 12.6 -22.00741

8 19 -25.57507

9 23.6 -27.45824

6.2田口實驗法分析說明

田口實驗步驟說明

圖 6田口法實驗流程圖 :1.配置直交表，2.參

數導入模擬軟體 3. 計算 S/N 比 4. 最佳化結果

5.結果與討論。

(1)重要參數之效應

此步驟必須先選定改變結果中要因子如表

1.為本研究製程參數與水準表與表 2.為本研究

L9田口分析法直交表的實驗配置表及表 3.為本

研究 L9各組實驗量測溫度值。

(2)參數導入統計軟體

可以由公式 (1)(2)得到 S/N值其結果如表 4

所示，計算得到Ｓ /N比數據資料製作成反應圖

如圖 6與表 4反應表，反應圖表可以很直接的

比較出各因子的重要性排序如表 5為各因子影

響結果的程度。S/N比反應圖可以更容易找本

研究的最佳組合。

(3)計算 S/N比

可以由公式 (1)(2)得到 S/N比數據資料

(4)最佳化結果

表 6 為計算出各因子影響結果的程度，其

計算式為將因子各水準之 S/N 最大值減去最

小值即可，例 :A 因子水準 3 之 S/N 為 -13.57 

dB 減去 A 因子水準 1 之 S/N 為 -9.52 dB 得

4.05dB，B 因子水準 2 之 S/N 為 -13.9 dB 減

去 B 因 子 水 準 1 之 S/N 為 10.2dB 得 --3.7 

dB，C 因子水準 3 之 S/N 為 13.3dB 減去 C

因 子 水 準 1 之 S/N 為 12.13dB 得 1.17dB，

實驗結果得到 A 因子影響程度最大 >B 因子

>C 因子影響程度最小。圖 7 為判斷選定各因

子水準之最大值做為最佳化之因子水準，選定

A2B2C3最為最佳化組合。

1.配置直交表

此步驟必須先行選定改變結果重要的因子，

以及各因子的水準變動值，以本文選定水冷卻

循環散熱模組值之降低溫度實驗因子為 : 熱源

溫度、冷卻水溫度、管路材質 (內徑為 1公分 )

如表 1所示，以及選定各因子之水準變動值如

表 3 為 : 熱源溫度為 (70℃、80℃、90℃ )、

冷卻水溫度 (15℃、20℃、25℃ )、管路材質 (內

徑為 1公分 ) (銅管、透明塑膠管、橡膠管 )，

接著排列直交表如表 2所示，本文以 L93
3說明

以 9次直交表實驗取代全因子實驗，並且各因

子水準實驗次數相同，保持著全因子特性。而

表 3. 則為本實驗 L9各組實驗風扇實際量測溫

度值。

七、結論

1.所得結果用以評估熱致電水冷式散熱器的

最佳化配置，另一重點為探討溫度及管路材質

改變時，對其散熱影響效果之差異。另出入口

位置的變化也明顯影響了散熱效果。

2.實驗結果得到 A因子影響程度最大 >B因

子 >C 因子影響程度最小。圖 7 為判斷選定各

因子水準之最大值做為最佳化之因子水準，選

定 A2B2C3最為最佳化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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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 IF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16 年的年度

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工業機器人的銷售

量達到 25.4萬台，較 2014年成長 15%。

市場規模占比來看，中國占了 27%最高，

其次是南韓 15%。2016 年預計全球產量

將達 29 萬台，2019 年則有機會攀升至

41.4 萬台，2017~2019 年的平均年成長

率為 13%。

中國在 2015 年提出的《中國製造 2025》

中，即將機器人列為重點發展項目。根據《中

國製造 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中的敘述，

2011~2019年全球地區別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變化及預測 (單位 : 萬台 )

201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銷量達 5.7萬台，成

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並預估 2025

年將達到 26 萬台的銷量，保有量上升至 180

萬台。在整體目標上，期望至 2020 年時，中

國自主品牌以及國產關鍵零組件的國內佔有率

皆達 50%，並培育出 2-3家產值規模超過百億

元人民幣的企業。並且在戰略層面上加強機器

人基礎共性標準、關鍵技術標準和重點應用標

準的研究制訂，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國

際機器人協會 IFR 則是預計至 2019 年，全球

有 40% 的工業機器人將被銷往中國，2017-

2019 年的平均年成長率達 20%，高於全球的

平均值 13%。

資料來源 : IFR(國際機器人協會 )、DIGITIMES

中國政策助力下，目標 2020年品牌與關
鍵零部件達 50%國產化

2015年全球機器人銷售量增長 15%，中
國占比第一

“

我的同事是機器人?!

文∣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關燈工廠」聽過嗎? 指的可不是要關閉啦，事實恰恰相反，關燈工廠指的是工廠
導入工業機器人，因此不需開燈也能進行生產。工業機器人一詞從德國在2011 年拋
出「工業4.0」後受到強烈矚目，而事實上機械手臂的應用早已悄悄展開，關燈工廠
就是一個例子。除了德國有工業4.0 之外，2014 年台灣提出「生產力4.0」，南韓提
出「製造業創新3.0」，而緊接著中國也在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這些計畫的
推出，將資訊產業與製造工業的連結性逐漸透明化，IoT 與大數據的概念導入工業製
造，使得製造業在歷經精密化後將進一步進入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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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IFR(國際機器人協會 )

2013-2015年全球主要產業的工業機器人使用量 (單位 :千 )

在應用領域中，全球有 70% 的工業機器人

被應用於汽車、電子電器與金屬三大產業，其

中汽車業是最主要的應用場域。而 IFR統計，

電子電器產業的成長率最高，2015 年成長率

18%, 金屬產業 16%，汽車產業 10%。

由於工業機器人多是被應用於高度精密

化的產品生產上，生產線上仍有人員參與生

產流程，因此如何確保機器人的使用安全性

十分重要。目前最被廣泛採用的國際標準為

ISO10218，無論是歐盟、美國或日本的標準

皆以此為主要架構而衍生。此外，功能安全標

準以及機器人用電纜標準 (Robot Cables)都是

機器人產品的重要測試項目。德國萊因 TÜV呼

籲為了確保產品符合國際標準，強化國際競爭

力，智慧機器人產業鏈的生產商都應該注意及

執行以下三種標準 :

1.ISO10218

該國際標準可分為兩項子標準，ISO10218-1

是針對機器人本身的安全要求，在本體的設計

和結構上提供安全指導原則。而 ISO10218-

2 則是針對機器人整合至最終生產線的安全要

求，提供機器人系統整合、安裝、功能測試、

運行、維護與維修過程中的人員保護指導方

汽車、電子電器、金屬為三大應用行業

9,450 9,670 9,915 12,580

13,650

17.0%

2.30%
2.50%

26.90%

8.50%

2014 2015 2016(E) 2017(F) 2018(F)

單

位

:

新

台

幣

百

萬

元

產值 成長率	  

15 23 23
37

57
69

90

110

130

16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F) 2017(F) 2018(F) 2019(F)

台灣發展智慧機器人的優勢在於，多年來於

ICT產業與精密加工業所打下的深厚基礎，但

受限於內需市場規模小，智慧型機器人產業多

2010-2019 工業機器人輸往中國的銷量分析與預測 (單位 : 千 )

2014-2018年台灣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 : IFR(國際機器人協會 )

資料來源 : 工研院 IEK

數以出口為主。台灣在三軸以下的機器人產品

已具備世界競爭力，主要的品項為直角座標型

機器人。根據工研院 IEK的統計，台灣工業機

器人的海內外產值於 2015年為 96.7億台幣，

2016 年預計為 99.15 億台幣，2017 則有機會

迎來大幅成長，預估年成率可達 27%。

台灣在 ICT與精密加工業加持下，2017
年成長預估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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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工業機器人的導入使得產線進入自動化生

產，加快了生產速度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

能夠提高產品精度與強化品質一致性。使用工

業機器人取代傳統人力能夠使人員免於職業傷

害，以往無法避免派員進入的高風險區域，如 :

爆炸、粉塵或毒害的環境，都能夠因為工業機

器人的應用而以刃而解。相對地，機器人本身

的安全性受到廣大的重視，當機器人失效時如

何保護人員的安全 ? ISO10218便由此而生，

當機器人失效時可能造成其他設備的損害，更

危險的是對人員造成擠壓或高速撞擊的危險。

目前國際上先進國家皆採用此標準來制定各自

的國內標準，產品通過此標準將有助於國際的

認可度，順利將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

2.功能安全標準

功能安全是安全的其中一部份，仰賴系統或

設備對輸入的訊號 / 指令進行正確地運作。換

言之，當系統或設備 (機器人 )對輸入 (訊號 /

指令 / 感測器 ) 沒有正確地動作，造成人員、

環境或產品的損失，即為功能安全的範疇。因

此，越來越多研發團隊關注於電子 / 電機 / 可

編程電子安全相關系統開發過程及其零部件的

正確使用，防止系統性失效以及隨機性失效。

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61508第一版 (1999年 )

已對電子 / 電機 / 可編程電子安全相關系統提

出要求，提供開發人員指導方針，使其產品更

加安全、可靠。國際機器人標準 (ISO 10218)

引入該機械功能安全標準 EN 62061以及 ISO 

13849，其中涉及的安全相關功能，都需遵守

該標準進行開發及符合要求，目的是保護使用

者安全，使產品設備不受損害，提供安全的作

業環境。

3.德國萊因 TÜV機器人用電纜標準

機器人電纜等於是機器人的神經，控制機器

人的動作與反應，但目前卻缺乏機器人用電纜

的相關標準，企業只能跟著整機廠的要求進行

生產，這表示標準是各自表述，缺乏共通性的。

有鑑於此，德國萊因 TÜV 基於對電纜行業的

了解，綜觀行業的特殊性、測試合理性、成本

結構與動態變化等幾個維度，同時與日本企業

合作，使用該公司 20年的生產經驗作為依據，

定義測試的極限值，於 2016 年 8 月份正式推

出了 2 PfG 2577標準。德國萊因 TÜV觀察到

整機廠越來越重視電纜的折舊率，因此該標準

進一步考慮到線纜運行過程中，結構遭破壞的

情況下，是否會影響信號的傳輸。此外，為協

助企業提升產品品質，德國萊因 TÜV依據經驗

提供原料參考清單以及協助廠商根據買家要求

進行合理、適度的設計。希望透過此標準的建

立，推動機器人電纜的品質提升，有助機器人

產業的整體健康發展。

除了具備以上的測試能量與服務，TÜV萊因

同時積極參與相關協會與產業聯盟，繼加入中

國機器人聯盟、上海機器人協會、廣州機器人

協會後，2016 年底成功加入東莞機器人產業

協會，成為協會首屆理事會中唯一一家機器人

第三方檢測認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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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國際展覽行事曆
掌握技術發展、市場脈動、拓展市場

2018年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01.17-01.19 2018年日本國際智慧工廠展 Smart Factory Expo 2018 Tokyo Big Sight | Japan

01.17-01.19 2018年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2018 Tokyo Big Sight | Japan

03.04-03.06 SIAF-2018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04.02-04.04 2018上海國際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覽會 上海新國際展覽中心

04.09-04.11 2018第六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 (CITE2018) 深圳會展中心

04.12-04.15 (21屆 )廈門工業博覽會暨海峽兩岸機械電子商品交易會 (廈門工博會 /台交會 ) 中國廈門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04.13-04.16 2018香港春季電子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4.24-04.28 2018年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博覽會 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展覽中心

05.15-05.17 2018法國服務型機器人展 INNOROBO PARIS Docks de Paris

05.23-05.25 2018年第 9屆中國（廣州）國際物流裝備與技術展覽會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廣

交會展館）

06.13-06.15 2018北京國際工業智能及自動化展覽會 北京國際展覽中心

06.20-06.23
2018年泰國國際組裝暨自動化機械零組件展 Assembly ＆ Automation 
Technology 2018

泰國曼谷 BITEC國際貿易展覽

中心

06.27-06.29 2018年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 深圳會展中心 

07.04-07.07 CIROS201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2018 雙年展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06.19-06.22 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展 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國際展覽中心

06.28-06.30 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 北京新中國國際展覽中心

09.10-09.15 20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備註：本表為預訂行程，實際執行情況請來電洽詢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會 (TARIOA) -業務組 
          TEL: 04-2358-1866 (#21 林小姐、#23朱小姐、#24 黃小姐、#25張小姐 )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106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9/21-9/229/28-9/29 機器人檢測安規系列課程 24 台中

9/21-9/22 機器伺服控制應用實務 12 台中

10/19-10/20 物聯網核心技術、原理與應用 12 台中

10/19-10/2、10/21-10/27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24 台中

11/4-11/12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人才培訓班  16 北中南

11/4-11/12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人才培訓班 24 台北

11/18-11/19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中南

•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鄭 /Fion 陳  
•  貴公司有培訓計畫及需求嗎？智動協會可提供您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領域的「客製化」培訓課程規劃及辦理！歡迎您來電詢問企業包班詳情。
•  智動協會提供海外人才培訓服務，歡迎企業及團體與我們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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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2017年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09.06-09.09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TAIROA主辦 )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台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一館一樓

09.06-09.08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ARIS)及 2017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

台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一館五樓及六樓會議室

09.13-09.16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參展優惠 )
韓國首爾 Kintex-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09.27-09.28 美國機器人商務展 ROBO Business
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10.06-10.07 第六屆大田研究與開發展 6thO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ir
日本大田

Ota City Industrial Plaza 1F

11.07-11.11 上海國際工業博覽會 China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中國上海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2017年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地點

11.16 11.21 深圳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CHINA HI-TECH FAIR 中國深圳 -深圳會展中心 

11.22 11.25 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機械展覽會 METALEX 泰國曼谷 BITEC, Bangkok

11.26-12.02 iREX 2017日本國際機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

11.29-12.02 日本國際機器人展 iREX(參展補助 )
日本東京

Tokyo Big Sight, East Hall

產業行事曆  Industrial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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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台灣智慧化

與機器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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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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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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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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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為您創造最寬廣的廣告效果。

廣告專輯價目表

封面裡

內頁廣告

跨頁廣告

50,000

30,000

45,000

90,000

54,000

81,000

170,000

102,000

144,000

249,000

149,000

224,100

320,000

192,000

288,000

55,000

35,000

50,000

99,000

63,000

90,000

198,000

119,000

160,000

273,000

174,000

249,000

352,000

224,000

320,000

一期 項目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非會員 

二期 全年度（四期） 一年半（六期） 兩年（八期）

備註 1:期刊內頁廣告 21cmx28cm（出血 21.6cmx28.6cm）  期刊內跨頁廣告 42cmx28cm（出血 42.6cmx28.6cm）
備註 2:上述表格之刊登時程選擇，將按訂購表收件日後期數推算。備註：上述金額為含稅價。

付款資訊

廣告稿提交日期

付款方式

廣告諮詢聯繫
銀行：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0288-940-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2017年 12月 2017/10/15前
備註 :廣告供稿日期或因為搭配公開發送之活動會有所調整 ,將另行事先通知。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張小姐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TAIROA) 
EMAIL: iris@tairoa.org.tw
住址 :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8號４樓 
電話 : +886-4-2358-1866 #25  
傳真 : +886-4-2358-1566   
協會網址 : www.tairoa.org.tw

1.支票訂購：請開立即期支票，支票抬頭台
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並註明禁止背

書轉讓，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會。  
2.匯款：付款資訊請參考上面說明。

廣告預定基本資料表 （支票、電匯訂購填寫）
填寫後請放大傳真 04-23581566或 email至 iris@tairoa.org.tw

   廣告訂購方案
   

封面裡廣告／
封底裡廣告

□

□ 內頁廣告

□ 跨頁廣告

□ 單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半年 2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全年度 4期

□ 一年半 6期

□ 兩年 8期

□ 單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半年 2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全年度 4期

□ 一年半 6期

□ 兩年 8期

□ 單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半年 2期（□3月  □6月  □9月  □12月）

□ 全年度 4期

□ 一年半 6期

□ 兩年 8期

NT$ 50,000
NT$ 90,000
NT$ 170,000
NT$ 249,000
NT$ 320,000

NT$ 30,000
NT$ 54,000
NT$ 102,000
NT$ 149,400
NT$ 192,000

NT$ 45,000
NT$ 81,000
NT$ 144,000
NT$ 224,000
NT$ 288,000

NT$ 55,000
NT$ 99,000
NT$ 198,000
NT$ 273,000
NT$ 352,000

NT$ 35,000
NT$ 63,000
NT$ 119,000
NT$ 174,300
NT$ 224,000

NT$ 50,000
NT$ 90,000
NT$ 160,000
NT$ 249,000
NT$ 320,000

項目 廣告期限 會員價 非會員價

追加優惠方案： ① 凡已訂購TAIRC 版位者，購買期刊廣告，可再享 95折優惠。  ② 本期刊將於協會官網，以電子書形式同步刊登。  

公司名稱                                                                                    部門名稱                                                                               

收件人：                                                                     □ 先生 □ 小姐 

連絡電話（日）：                                                         分機：                                  傳真：                                                

信箱 (Email) ：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您希望廣告傳遞的服務產業別是： 

□ 13.運輸物流    

□ 14.學校    

□ 15.公協會    

□ 16研發單位    

□ 17.其他（請說明）   □ 01.半導體   

□ 02.零組件    

□ 03.產業機械    

□ 04.模具類

□ 05.工具機類    

□ 06.自行車

□ 07.食品加工

□ 08五金

□ 09.電子產業    

□ 10.手工具    

□ 11.機械加工    

□ 12.醫療產業

（一則）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訂閱服務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為使產業交流更多元與不設限，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自 105 年 3 月改由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發行，

這是一本專屬服務智慧自動化及機舉人領域的出版品，

內容涵蓋產品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展覽推廣、國際商情、創新拓銷、學術研究計畫推廣…等內容。 

廣告訂購提醒 : 期刊發行單位保有廣告刊登日期協調與

是否受理刊登購買之權利。

訂閱聯繫

付款資訊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張小姐

電話：04-2358-1866   傳真：04-2358-1566 

Email：iris@tairoa.org.tw

銀行：玉山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0288-940-027-199 

戶名：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備註：匯款後，敬請提供憑證供會計查核。

刊  期

發行時段

發行區域 

印 刷 量

發行對象

報導內容

全年 4 期  

3、6、9、12 月  

臺灣、大陸   

1,000-3,000（視活動與展會量而有

所調整）

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各產業機械

加工 與製造業等跨產業之經營者、

高階主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包含智動化及機器人產業最新訊息

與技術發展、產學合作、市場策略

與應用、焦點展會觀察與最新相關

統計資料等。

訂閱戶基本資料表  ( 支票、電閱訂閱填寫 )

填寫後放大傳真 04-23581566 或 email 至 iris@tairoa.org.tw

訂閱【智慧自動化產業】電子期刊 □ 一年價格 NT$ 500 元 

收件人：                                            □ 先生 □ 小姐 

收書信箱 (Email) ：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連絡電話（日）：                                         手機：                                     傳真：                                        

您服務產業別是： 

□ 13. 運輸物流    

□ 14. 學校    

□ 15. 公協會    

□ 16 研發單位    

□ 17. 其他（請說明）   □ 01. 半導體   

□ 02. 零組件    

□ 03. 產業機械    

□ 04. 模具類

□ 05. 工具機類    

□ 06. 自行車

□ 07. 食品加工

□ 08 五金

□ 09. 電子產業    

□ 10. 手工具    

□ 11. 機械加工    

□ 12. 醫療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