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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11月 27日；

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12月 1日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美國、歐元區前三

季經濟成長率呈逐季成長態勢，儘管中國第三

季經濟成長較前兩季些微下滑，但仍符合市場

預期，另環球透視 (GI)也上調今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預測，顯示著全球經濟呈現穩健成長。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公布

2017 年第三季美國總體經濟數值，GDP 成長

年增率達 2.3%，為 2015年第三季以來最高。

相較去年同期，民間消費成長率達 2.6%，民

間投資成長率高達 4.2%。美國第三季內需表

現相當亮眼，提供了成長主要動能。而外需部

分，第三季商品與勞務進口以及出口成長年增

率分別為 3.2%與 2.3%。

美國就業市場方面，2017年 10月失業率為

4.1%，較上月失業率下滑 0.1個百分點，且為

17年以來新低，顯示美國就業市場持續復甦。

另在通貨膨脹率方面，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為 2.0%。至於近期景氣展望方

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ISM）公佈 10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8.7點，

較上月下滑 2.1點。另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NMI）為 60.1點，則較上月增加 0.3點。

美國 PMI與 NMI皆顯著高於 50臨界點以上，

且廠商多持樂觀看法，顯示近期美國經濟景氣

仍處擴張階段。

雖全球景氣持續回溫，但中國大陸在人民幣

升值的影響下，10月出口金額年增率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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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上月下降 1.1個百分點；進口在內需仍高的

情況下，年成長為 17.2%。在生產與商業活動

方面，中國在 10 月製造業 PMI 為 51.6%，較

上月下降 0.8 個百分點，其中生產、新訂單、

原材料庫存以及供應商配送時間等主要指標均

呈下滑；非製造業活動部分，同樣在主要分類

指數均下滑的情況下，整體指數由近期高點回

落至 54.3%，減少了 1.1個百分點。整體而言，

雖中國製造業 PMI與非製造業活動指數均呈下

降，但仍維持在景氣榮枯線之上，代表著製造

業與非製造業將維持擴張趨勢不變。

國內進出口貿易方面，受惠於全球景氣復

甦，出口年增率連續 13 個月呈正成長。以出

口貨品來看，因全球智慧製造趨勢，海外機械

及擴廠需求旺，加上電子終端產品旺季拉貨效

應，帶動了機械與電子零組件業出口續呈雙位

數成長。塑橡膠、化學品、基本金屬等貨品，

則受惠於國際原物料價格走高，增幅亦優於平

均水準，然而受到基期因素干擾，其出口年增

率均較 9 月下滑；在進口方面，受國際原物

料價格回升、出口衍生需求，以及基期偏高

因素交互影響，10 月進口貿易金額年增率為

0.13%。

在國內生產方面，受惠國際原物料價格攀

升、品牌行動裝置新品接連上市、全球景氣穩

定擴張，工業生產指數連 6個月呈現正成長，

然而受到工作天數較去年同期減少以及國內鋼

鐵大廠歲修影響，10月工業生產指數從 4.77%

滑落至 2.85%。終端電子新品陸續推出，帶動

了半導體高階製程需求擴增，使整體電子零組

件業之生產指數創歷年單月最高，年增 7.63%；

基本金屬業則受設備檢修影響，產能下滑，生

產指數由正轉為負；化學材料業受惠國際原物

料價格走高，拉抬廠商提貨需求，再加上多數

設備已完成定檢，產能提升，指數較去年同

期成長 2.52%；機械設備業受惠產業需求強

勁，加上自動化蓬勃發展，帶動相關生產設

備同步擴增，已連續第 12 個月正成長，年增

15.46%。總計今年 1至 10月工業生產較去年

同期增加 3.28%；製造業增加 4.29%。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全球景氣穩

步向上，加以貿易動能延續，有助於我國出口

動能增溫；惟需注意美國經貿政策、地緣政治

情勢，以及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走向等風險。內

需部分，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充高階製程投資，

帶動了國內相關供應鏈業者擴大投資，加上

政府積極排除投資障礙，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及

「五＋二」產業創新計劃等，有助於民間投資

增溫；民間消費受惠於國內就業市場改善、各

銷售通路年底促銷活動激勵，以及股市交易熱

絡，動能應可維持。整體來說，各主要預測機

構皆上修了今明年經濟成長率，顯示著國內景

氣持續向上，未來景氣審慎樂觀。

一、景氣對策信號

10月綜合判斷分數較 9月修正後之 28分，

減少了 5 分至 23 分，燈號續呈綠燈；以下為

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  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由 4.39% 增為

4.48%，燈號續呈黃藍燈。

•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 15.0% 增為 15.2%，

燈號維持黃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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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下修值 4.7%減為

1.4%，燈號由綠轉黃藍燈。

•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 0.83%增為

0.84%，燈號續呈黃藍燈。

•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 10.2% 減為

8.8%，燈號維持綠燈。

•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上修值

5.9%增為 8.9%，燈號為綠燈。

•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下修值 8.6%

減為 0.3%，燈號由黃紅燈轉為黃藍燈。

•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修

值 6.0%減為 3.7%，燈號由綠轉黃藍燈。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 101.7 點減為

100.7點，燈號由黃紅燈轉為綠燈。

圖 2、 一年來景氣對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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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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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氣領先指標

二、景氣指標

▲  

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1.58，較 9月上升 0.26%。

項 目 106年（2017）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61 100.55 100.66 100.85 101.07 101.32 101.58

　較上月變動 (%) -0.21 -0.06 0.10 0.19 0.22 0.24 0.26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99.57 99.63 99.80 99.96 100.10 100.21 100.31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75 99.73 99.74 99.76 99.78 99.79 99.80

  股價指數 100.18 100.25 100.33 100.39 100.45 100.50 100.55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100.26 100.20 100.14 100.08 100.02 99.96 99.90

  核發建照面積 3 99.85 100.08 100.42 100.85 101.29 101.73 102.18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100.48 100.09 99.65 99.21 98.84 98.56 98.35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99.89 99.89 99.99 100.15 100.32 100.47 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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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有 5項較

上月上升：外銷訂單指數、核發建照面積、股

價指數、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以及實質貨幣

總計數M1B；其餘 2項則較上月下滑，分別為：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實質半導體

設備進口值。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3 、領先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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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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9，較上月上升 0.5%。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項 目 106年（2017）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09 100.03 100.38 100.99 101.72 102.38 102.89 

　較上月變動 (%) -0.43 -0.06 0.35 0.61 0.72 0.65 0.50 

構成項目 1

工業生產指數 99.82 99.76 99.83 99.99 100.19 100.37 100.53 

電力 (企業 )總用電量 99.74 99.62 99.76 100.07 100.48 100.94 101.31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99.82 99.85 100.02 100.25 100.49 100.68 100.81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99.99 100.14 100.40 100.75 101.14 101.50 101.83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91 99.92 99.94 99.95 99.96 99.98 100.00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14 100.22 100.42 100.64 100.80 100.83 100.74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0.21 99.99 99.88 99.93 100.09 100.29 100.46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實

質海關出口值較上月下滑，其餘 6項皆較上月

上升，分別為：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電力（企業）總用電量、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

進口值、製造業銷售量指數、非農業部門就業

人數，以及工業生產指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9.90，較 9月上升 0.11%。

表 3、景氣落後指標

項 目 106年（2017）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01 100.04 99.95 99.84 99.78 99.80 99.90 

　較上月變動 (%) 0.26 0.03 -0.10 -0.10 -0.07 0.02 0.11 

構成項目 1

失業率 99.99 100.03 100.08 100.14 100.22 100.31 100.40 

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 99.93 99.99 100.06 100.12 100.17 100.22 100.27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57 99.45 99.33 99.29 99.35 99.50 99.74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99.99 100.01 100.03 100.05 100.06 100.08 100.10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98 100.02 100.05 100.08 100.10 100.12 100.13 

製造業存貨率 100.55 100.54 100.38 100.13 99.83 99.52 99.24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製造業

存貨率下滑外，其餘 5項皆較上月上升：製造

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工業及服務業受僱

員工人數、失業率、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以

及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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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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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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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根據 12 月 1 日公告消息，2017 年 11 月，

PMI 指數已連續 21 個月呈擴張，指數為

57.2%，創 2012 年 7 月指數創編以來最長擴

張期。

五項組成指標內，新增訂單、生產數量與人

力僱用續呈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則為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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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續跌 3.0個百分

點至 55.6%，已連續第 21 個月呈現擴張，惟

擴張速度趨緩。電子暨光學產業已連續第 10

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指數

續跌了 2.6 個百分點至 60.5%。交通工具產

業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皆已連 3 個月

呈擴張，惟指數分別下跌 2.6 與 10.8 個百分

點至 62.0% 與 53.3%。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與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皆呈現擴張速度加快走

勢，分別續揚 1.3與 2.2個百分點至 55.1%與

55.8%。六大產業中，僅基礎原物料產業呈現

緊縮，且指數續跌 4.6個百分點至 43.3%。

生產數量指數為 57.7%，較 10 月微跌 0.2

個百分點，指數已連續 9個月呈現擴張。電子

暨光學產業指數已連續 10 個月呈擴張，惟本

月續跌 2.6個百分點至 59.7%。化學暨生技醫

療產業指數已連 4個月呈現擴張，惟擴張速度

趨緩，指數回跌 3.1個百分點至 56.7%。交通

工具產業指數回跌 4.8個百分點至 64.0%，已

連續 3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的擴張速度。電

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連續 21 個月呈擴張，

指數攀升了 5.2 個百分點至 60.3%。基礎原

物料產業與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則皆由緊縮轉

為擴張，指數分別上升 3.3 與 5.6 個百分點至

52.2%與 53.8%。

六大產業 PMI 全數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

排序為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60.8%、交通工具

產業 60.0%、電子暨光學產業 59.5%、食品暨

紡織產業 53.8%、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53.6%

與基礎原物料產業 52.0%。

圖 7、產業別 PMI示意圖

擴散指數%
十月 十一月

20.0

50.0

54.1

61.8

51.1
53.6

59.5

53.8
51.9 52.0

62.9
60.0

54.6

60.8

80.0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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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灣製造業 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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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4、2017年 11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11月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已連續第 9個月呈

擴張，且指數回升 0.4個百分點至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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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非製造業八大產業中，六大產業 NMI

皆呈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66.2%、金融保險業 61.1%、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7.9%、批發業 54.0%、運輸倉儲業 50.5%與

營造暨不動產業 50.4%；零售業 50.0%回報持

平，僅住宿餐飲業 40.6%續呈緊縮。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7 
11月

201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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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57.7 -0.5 擴張 趨緩 21 53.6 59.5 53.8 52.0 60.0 60.8
新增訂單數量 55.6 58.6 -3.0 擴張 趨緩 21 53.3 60.5 55.8 43.3 62.0 55.1
生產數量 57.7 57.9 -0.2 擴張 趨緩 9 56.7 59.7 53.8 52.2 64.0 60.3
人力僱用數量 54.5 57.3 -2.8 擴張 趨緩 19 54.4 56.0 51.9 48.9 58.0 59.0
供應商交貨時間 61.0 59.7 +1.3 上升 加快 20 53.3 64.1 51.9 54.4 62.0 73.1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57.0 54.8 +2.2 擴張 加快 20 50.0 57.3 55.8 61.1 54.0 56.4
客戶存貨 46.4 48.2 -1.8 過低 加快 37 48.9 48.4 44.2 46.7 38.0 39.7
原物料價格 76.8 72.5 +4.3 上升 加快 21 77.8 77.0 78.8 74.4 70.0 82.1
未完成訂單 54.4 54.5 -0.1 擴張 趨緩 16 50.0 58.1 53.8 47.8 50.0 56.4
新增出口訂單 55.4 57.1 -1.7 擴張 趨緩 21 56.7 60.1 57.7 42.2 54.0 56.4
進口原物料數量 55.9 58.7 -2.8 擴張 趨緩 21 54.4 60.9 53.8 46.7 52.0 55.1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60.0 59.1 +0.9 擴張 加快 21 65.6 64.5 63.5 46.7 56.0 59.0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7 35 - - - - 38 32 48 48 24 41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30 29 - - - - 40 26 36 34 25 29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70 64 - - - - 70 61 97 77 72 69

產 業 別

圖 8、臺灣非製造業 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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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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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7年 11月臺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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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存貨數量』、『原物

料價格指數』與『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指數』。

『客戶存貨數量』指數下跌 1.8個百分點至

46.4%，已連續 37個月回報遠低於當前客戶所

需。六大產業皆回報客戶存貨數量呈現過低。

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為

48.9%與 48.4%，分別已連續 2與 3個月呈現

過低。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在 10 月一度轉為過

高，本月指數為 38.0%，大跌了 22.4 個百分

點轉為過低。食品暨紡織產業與基礎原物料產

業皆回報過低，指數分別為 44.2%及 46.7%。

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已連續第 7個月呈緊縮，

且指數下跌 6.5 個百分點到 39.7，為 2016 年

11月以來最低點。

『原物料價格指數』攀升 4.3 個百分點

76.8%，已連續第 4 個月維持在 70.0% 以上

的上升（高於 50.0%）速度，為 2012 年 7 月

指數創編以來的最高點。六大產業全數回報上

升。電子暨光學產業與食品暨紡織產業指數為

77.0% 與 78.8%，分別攀升了 4.1 與 7.4 個百

分點。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數為 82.1%，已

連續 3個月維持在 80.0%以上的上升速度。化

學暨生技醫療產業、基礎原物料產業與交通工

具產業，指數皆來到 70.0%以上的上升速度，

指數分別為 77.8%、74.4%與 70.0%。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回升 0.9 個

百分點至 60.0%，已連續 21 個月呈現擴張。

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回升 3.9 個百分點至

圖 9、產業別 NMI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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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7 
11月

2017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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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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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資訊暨通
訊傳播

零售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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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

臺灣 NMI 53.4 53.0 +0.4 擴張 加快 9 40.6 50.4 57.9 61.1 66.2 50.0 50.5 54.0
商業活動／生產 53.8 53.6 +0.2 擴張 加快 9 31.3 50.0 53.7 67.9 79.4 51.9 46.0 53.9
新增訂單 54.3 53.1 +1.2 擴張 加快 9 37.5 51.6 66.7 63.2 70.6 50.0 52.0 52.7
人力僱用 52.7 51.4 +1.3 擴張 加快 9 43.8 50.0 57.4 58.5 58.8 48.1 52.0 52.6
供應商交貨時間 52.9 53.8 -0.9 上升 趨緩 40 50.0 50.0 53.7 54.7 55.9 50.0 52.0 56.6
存貨 50.6 54.1 -3.5 擴張 趨緩 3 50.0 54.8 55.6 58.5 44.1 44.2 48.0 48.7
原物料價格 59.2 62.7 -3.5 上升 趨緩 23 50.0 64.5 59.3 53.8 58.8 50.0 68.0 61.8
未完成訂單 48.1 47.9 +0.2 緊縮 趨緩 32 31.3 41.9 51.9 59.4 70.6 51.9 40.0 46.1
服務輸出／出口 52.4 47.4 +5.0 擴張 前月為

緊縮
1 66.7 50.0 50.0 50.0 72.2 50.0 45.5 50.0

服務輸入／進口 50.1 52.7 -2.6 擴張 趨緩 2 56.3 41.7 50.0 46.2 61.1 50.0 50.0 50.0
服務收費價格 49.6 50.8 -1.2 下降 前月微

上升
1 43.8 51.6 54.2 52.8 50.0 48.0 58.0 48.7

存貨觀感 53.9 52.3 +1.6 過高 加快 40 50.0 56.5 50.0 48.1 50.0 55.8 50.0 60.5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4.5 53.1 +1.4 擴張 加快 3 43.8 50.0 55.6 54.7 73.5 61.5 62.0 60.5

產 業 別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以 10月為預測基準月 )

64.5%，已連續 11 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的

擴張速度，是本月全體製造業景氣狀況指數擴

張加快主因之一。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為

65.6%，已連續第 5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的

擴張速度。食品暨紡織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

產業指數為 63.5%與 59.0%，分別上升了 8.1

與 2.6 個百分點。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回跌 8.6

個百分點至 56.0%。六大產業當中，僅基礎原

物料產業指數下跌 6.5個百分點至 46.7%，中

斷了連續 5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

另，全體非製造業指數為 48.1%，已連續

第 32 個月回報『未完成訂單』（工作委託

量）呈緊縮。八大產業中，四大產業回報未完

成訂單為緊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31.3%、運輸倉儲業 40.0%、營造暨不動產業

41.9% 與批發業 46.1%。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70.6%、金融保險業 59.4%、教育暨專業科學

業 51.9%與零售業 51.9%則回報擴張。

『服務收費價格指數』指數較 10月下跌 1.2

個百分點至 49.6%，中斷了連續 4個月的上升

轉為下降（低於 50.0%）。八大產業中，三大

產業回報下降，依下降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43.8%、零售業 48.0% 與批發業 48.7%。運

輸倉儲業 58.0%、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4.2%、

金融保險業 52.8% 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51.6%

則回報上升。僅資訊暨通訊傳播業回報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之『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

數回升 1.4 個百分點至 54.5%，已連續 3 個

月呈現擴張。八大產業中，有六大產業回報未

來六個月景氣狀況呈擴張，依指數擴張速度排

序為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73.5%、運輸倉儲業

62.0%、零售業 61.5%、批發業 60.5%、教育

暨專業科學業 55.6% 與金融保險業 54.7%。

住宿餐飲業 43.8%則回報緊縮。僅營造暨不動

產業回報持平 50.0%。

未來半年景氣看好 未來半年景氣持平 未來半年景氣看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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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2017

文∣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彭達仁、蓋震宇

漢諾威EMO 展是目前世界最大工具機展之一，國際大廠莫不在此宣示技術能力以及
未來發展，本文將針對機械手臂應用、自動化發展以及工具機前瞻技術等趨勢，簡

述參展觀察心得。

智慧機械應用與發展趨勢M
ar

ke
t F

oc
us

漢諾威 EMO 展是目前世界最大工具機展之

一，展場包含了 25 個展館，面積達 20 萬平

方公尺，展品涵蓋全球市場大部分的應用，國

際大廠莫不在此宣示技術能力以及未來發展方

向。2017年漢諾威 EMO展可觀察到幾個發展

趨勢，如機械手臂大量應用在加工製程以及量

測輔助中，自動化方面則出現與機台整合的集

成式上下料模組，甚至是將自動倉儲系統整合

的彈性製造單元，在機台智慧化方面，大量結

合機聯網，使機台具有加工品質、機台狀態、

歷程資訊等監控功能，並結合大數據進行分

析、預測與診斷，更有廠商提出以 AI技術提升

機器效率與適應性，此外，3D 列印技術以及

因 3D列印而衍生新創設計之產品也大量出現。

在德國提出工業 4.0 後，一連串數位化、智能

化、網路化的浪潮下，推動全球製造業積極轉

型與升級，面對快速變化的市場，使得傳統商

業模式面臨適應能力與創造價值能力的嚴峻挑

戰。以下將針對機械手臂應用、自動化發展趨

勢以及前瞻技術等部分，簡述今年 EMO 展所

觀察之趨勢與心得。

機械手臂應用

今年展覽可觀察到機械手臂在加工應用中開

始扮演重要角色，不論軟體與硬體都可以發現

各大廠牌皆發表產品，將機器人直接應用於加

工製程中。例如軟體部分，機械手臂的 CAM

規劃已經趨於成熟，使機械手臂應用不再是單

純的上下料軌跡，而是能應用在包含了焊接、

卯接、切削加工、去毛邊、拋光等工作，亦可

整合加工主軸，同時還可整合周邊自動化設

備，除了工作站的規劃，還可擴充至整廠整線，

甚至可以彙整工廠管理軟體進行資料交握。硬

體的部分，則可發現各大廠牌皆推出包含加工

主軸的加工模組，可直接透過機械手臂控制器

控制，透過機械手臂高自由度且大範圍的特

性，進行加工，對於未來加工應用將會有相當

大的影響。

此外，機械手臂量測應用也大量的出現，機

械手臂量測應用分為兩大類，機械手臂輔助量

測自動化與機械手臂量測輔助。機械手臂輔助

量測自動化主要利用機器人夾持工件，自動上

下料至檢具進行量測，由於無人化工作，可以

做到大批量檢測，因此利於導入統計分析之工

具，對於製程分析與改善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機械手臂量測輔助的部分，則是利用機器人高

自由度大範圍的特性，將量測掃描頭附加於機

械手臂手端，進行大範圍的掃描，但由於機械

手臂精度並不高，因此系統多會附加一校正的

機制，例如以雷射進行遠端的精確定位，如此

便可獲得大範圍且高精度的掃描資料。由於機

械手臂自由度高、活動範圍大的特性，提供了

各種應用相當的彈性與通用性，相信未來將對

會場內部 (FANUC)

機械手臂加工應用 (KUKA)

機械手臂輔助多工作站量測自動化 (MITUTOYO)

機械手臂輔助雷射掃描與軟體 (AUTODESK)

機械手臂工具機整合模組 (WALTER)會場內部 (D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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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自動化趨勢

自動上下料一直是製造業的趨勢，在展場可

看到非常多的上下料模組，一般自動化會在機

台外部搭配機械手臂或者送料機構。然而此次

展覽可以觀察到許多整機廠或專用機廠，直接

將上下料機構整合在機台裡。機台內建機械手

臂或者上下料機構，自動將工件擺放至夾治具

上，同時整合控制系統，可利用單一控制介面

操作所有設備，而不須再額外控制。因此機台

外部僅留進出料介面，上下料流程皆於機台內

完成。由於自動化生產，使得產能大增，也造

成工件必須大批量的搬運，雖然上下料機制已

經整合至機台，但是如何將大批量工件輸送至

機台，仍然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除了整合上下料機構之外，也觀察到有廠商

將多道製程直接整合至同一機台，將多台 5軸

加工機整合為專用機，從上下料機械手臂、

自動化治具、工作檯交換機構，皆由同一組控

制器控制，因此從上下料至不同工序的交換，

皆可整合。除了大幅提升製程稼動，亦可減少

機台所佔空間，更可省去麻煩的整合與配線問

題，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做法。除了小型工

件上下料整合之外，大型工件的自動化更有

飛躍的發展，各大廠如 DMG、LIEBHERR、

OKUMA等，皆發展了大型工件加工自動化的

系統，將工件固定於統一的工作檯上，透過自

動倉儲系統，將工件含工作檯運送至加工機，

自動夾持於機台內進行加工，並透過管理軟體

進行加工排程與進出料管理，因此除了周邊硬

體的配套，管理軟體更是一大賣點。面對如此

變化，工具機未來不僅要追求單機性能，還必

須瞭解客戶需求，提出 total solution，才能迎

合快速變化的市場，創造價值。

工具機前瞻技術

EMO 展不僅產業界發表最新動態，學術界

也會在此發表前瞻技術，可以瞭解歐洲學術界

對製造業未來的思考以及工具機未來發展的願

景。製造業面臨技術快速發展，例如機電整合，

由於感測器與致動器成本下降，所帶來大量的

應用；數位化趨勢，在製程的模擬、規劃與管

理上皆發展出相當多的數位工具，使得製造效

率大幅提升；先進製造技術，如 3D 列印，讓

未來製造業跳脫傳統思維，使產品設計有更多

的可能性；以及能源管理，未來大量綠能採用，

對於能源供應與價格的波動，必須有一套新的

管理方法。面對技術爆炸的時代，未來工廠的

門檻將大幅提升，所有人必須具備相當高的技

術能量，如何快速學習以及導入管理手段，將

會是製造業未來的一大挑戰。

速度、成本、品質，是三個製造產品必須取

捨的指標，在傳統機台上很難兼顧三者，因此

若想要接近此目標，就必須突破現有機台的極

限。此次學界展示的技術中觀察到以幾種技術

機械手臂搭配複合多軸加工專用機 (MIKRON)

小型倉儲系統整合工具機 (OKUMA)

自動交換平台 (OKUMA)

彈性製造系統 (DMG) Production for Tomorrow研討會現場

手段，企圖提升機台性能，例如主動式阻尼、

感測技術、減振技術等。主動式阻尼技術，透

過設置在主軸內部的致動器，在切削加工時，

提供阻尼效果，可大幅提升加工的極限與穩定

性。感測技術則整合了機台設計，在結構中埋

入特殊的感測器，可透過感測器預估切削力等

資訊進行補償，進一步提升機台精度。減振技

術，透過被動與主動式的減振手法，將機台急

加減速所帶來的衝擊吸收，減少加減速對機台

的震盪，因此可大幅提升加減速的極限，使機

台更快更精準。

此外，機電整合技術提供了更多提升機台性

能的可能性，例如主軸穩定技術，透過在主軸

上主動式的配重，可以在工件重心不同的情況

下，提供穩定旋轉的性能；熱驅動致動器，可

以提供精確微小的位移，以及強大的剛性，若

能利用在刀具磨耗的補償，將可使加工精度大

幅提升；而微步進進給系統可以提供更精密的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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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技術展示除了大量的機電整合技術，還

包含了軟體技術，例如一種將真實控制器納入

機台模擬設計與驗證的可程式化方法，他將真

實控制器的硬體 (hardware in the loop)，透過

特殊的介面，將虛擬機台以及虛擬 PLC等周邊

整合，可以快速了解機台設計在真實控制器操

作下的狀況。在設計階段就可以導入虛擬測試

流程，並且把流程標準化、可程式化，可以依

照排程，快速的依照標準流程驗證，因此只要

將設計完成的機台構型匯入此系統，便可快速

完成測試。由於測試流程已可程式化，透過軟

體平台可以快速的改變測試流程，或者將已規

劃好的排程匯入，大幅提升測試的靈活性與便

利性。

製造技術也是本次展覽重點，如薄壁加工

應用，除了透過模擬工具分析參數，被動的優

化製程，還加入了主動控制系統，包含感測系

統與致動器，可以主動的抑制加工所造成的誤

差。此外，還提出了如智慧刀把等工具，可以

將感測元件放置在更靠近刀尖點的位置，更準

確的提供製程資訊，幫助分析製程參數。

結論

工業 4.0 是一個串連了數位化、智能化、

網路化的技術概念，由德國政府提出，規劃德

國至 2020 年的工業發展願景。但在德國，沒

有熱鬧的宣傳，工業 4.0 不是一個口號，而是

具有細節、前瞻的理性探討，政府與企業逐步

的將科技深化至細節、創新與生活。2010 年

看來只是一個口號，而今年在漢諾威展所觀察

到，產業界努力與強大執行力所展現出來的成

果，工業 4.0 的藍圖已隱然浮現。工業 4.0 的

浪潮引發市場快速改變，使得傳統商業模式面

臨嚴峻挑戰，在技術爆炸的時代，未來工廠的

門檻將大幅提升，勢必推動製造業積極轉型與

升級，挑戰快速適應與價值創造的能力。

參考文獻 :

Production for Tomorrow研討會講義。

未來製造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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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中國機器人與相關廠商展出內容資

訊作介紹。

二、工業機器人產品

中國製造業因為面臨缺工、薪資快速成長，

以及需要持續提高生產力與品質等議題，已成

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需求市場。除了國際

工業機器人品牌廠商積極在中國布局外，眾多

中國機器人廠商快速崛起也成為一種趨勢。以

下是 2017 年工博會中，幾個重要的工業機器

人產品與應用方案趨勢。

相較於前幾年的工博會，除了傳統的工業機

器人外，負載較小、安全性高，工作教導容易，

動作靈活、能與產線人員一起工作的協作機器

人成為 2017 年機器人展的重要焦點。包括新

松、埃斯頓、大族電機、珞石、遨博、鎂伽、

從 2017年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看中國機器人產品發展趨勢

文∣工研院 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熊治民

一、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概況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CIIF，簡稱工博會 )是

中國官方從 1999 年開始舉辦的綜合性工業產

品與技術展覽會，到 2017年已經舉行 19屆。

隨著中國科技與工業技術發展，工博會的展出

規模逐漸擴大，並成為中國最大的年度工業領

域展覽。

2017 年工博會於 11 月 7~11 日，在上海國

家會展中心舉行。本屆工博會包括以下不同產

業與技術領域展覽：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工業自動化展，節能環保技術與設備展，信息

與通訊技術應用展，新能源與電力電工展，新

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展，機器人展，科技創新

展，新材料產業展，以及兩年一次的航空航天

技術展。

依據工博會官方發布的資料：2017 年展會

期間共吸引中國境內與海外專業觀眾超過 16

萬人次，較 2016年增加 6.67%。2017年工博

會的主軸仍然圍繞著「中國製造 2025」戰略，

並以智慧製造、綠色製造、高端裝備及創新技

術為展出重點。

由於中國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規模成長快

速，近年來本土機器人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因此 2017 年工博會將機器人展區擴大為中國

與國際兩館。而無論是機器人展館還是工業自

動化展館，幾乎每天都是人潮洶湧，顯示出參

觀者對這兩大領域產品與解決方案的需求與重

視。

除了機器人展館外，在工業自動化展、信息

與通訊技術應用展、科技創新展等展區，也都

能看到許多工業機器人與服務型機器人 (包括

陸、海、空域無人載具 )產品。

由於展出的機器人技術、產品與應用項目繁

多，無法一一詳述；作者僅就一些個人認為具

M
ar

ke
t F

oc
us

沃迪裝備、達野、格力、艾利特、揚天科技、

節卡等中國機器人廠商都推出協作機器人產

品；而且主要應用大多瞄準 3C產業。

1.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機器人領導廠商新松機器人，在展場

中透過一個指尖陀螺 ( 一種頗受兒童喜愛的

玩具 ) 生產線，展示多款協作機器人。包括

彈性協作機器人 (SCR5/SCR3)、輕載複合機

器人 (HSCR5)、雙臂彈性機器人 (DSCR5/

DSCR3)，以及 AGV( 無人搬運車 ) 搭載機器

手臂應用。這些機器人配合產線周邊系統，能

與人一起完成工件上下料、裝配、包裝及配送

等工作 (圖 1)。

新松在本屆工博會中除了展出多種機器人產

品外，還推出由該公司與杭州太若科技有限公

司 (nreal.ai) 合資的新松恩瑞科技有限公司研

    2.1 協作機器人

圖 1新松機器人公司展出多款協作機器人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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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GV搭載機器手臂 

發的擴增實境 (增強現實，AR)-機器人控制與

資訊 (信息 )系統 (AR-RCIS)。

2.遨博 (北京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遨博公司前身為 2014 年成立的 Smokie 

Robotics。2015年 1月成立遨博 (北京 )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並在同年 6月獲得浙江盾安人

工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6,000萬元人民幣投資。

2015 年 9 月，遨博展出該公司研製的第一款

協作機器人 AUBO-i5；這款機器人已於 2016

年 6月在常州開始生產。在 2017年工博會上，

遨博公司對外宣布已獲得復星集團 (中國大型

的民營綜合企業控股公司 )注資 6,000 萬元人

民幣，並邀請中國工程院倪光南院士為該公司

首席科學家。

遨博公司在 2015年推出 i5型協作機器人，

宣稱在控制系統、伺服系統，減速器等核心零

組件上具有極高的自主性。在 2017 年工博會

中，除了 i5 外，遨博也同時展出 i3、i7 和 i10

三款機器人 (圖 2)，在負載能力、工作範圍、

應用領域等方面形成更完整的產品線。

3.北京艾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艾利特科技是 2016 年成立的新創公

司，主要產品包括多關節機器人，機器人控制

系統與相關應用硬體與軟體。該公司在 2016

年獲得數千萬人民幣風險投資。艾利特在本屆

工博會展出七軸協作機器人 EC75，以及基於

EC75機器人的物件辨識與檢取應用 (圖 3)。

AGV 在搭載機器手臂之後，能夠延伸機器

手臂應用範圍與增加工作彈性，主要應用包括

物流倉儲、自動化產線間的零組件運送，並具

有延伸到非製造領域應用潛力。未來在搭配視

覺、智慧化夾爪與 AI技術後，能形成具備手、

圖 2 遨博公司展出 AUBO-i系列協作機器人 圖 3 艾利特科技 EC75協作機器人 圖 4 嘉騰公司 AGV搭載機器手臂應用 圖 5 大族電機 Star移動機器人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腳、眼、腦等系統化功能的智慧機械產品。

2017 工博會中，包括成都航發液壓、大族

電機、快捷機器人、遨博、揚天科技、錢江機

器人、華昌達、新松、達野、嘉騰、海康威

視等中國機器人與自動化系統整合廠商，均

展出 AGV 搭載機器手臂應用方案。其中嘉騰

(JATEN)的應用方案是使用台灣達明公司的機

器手臂 (圖 4)。

以大族電機展出的 Star移動機器人為例 (圖

5)，整合了 AGV、工業機器人 ( 機器手臂 )、

力感測與控制夾具，以及視覺演算法，並支援

地面鋪設磁帶 / 雷射環境地圖建構 (SLAM) 無

軌混合導航模式；移動機器人在進行物料搬運

時的定位精度達到±0.2mm。Star使用的機械

手臂具有扭矩回饋功能，在碰到障礙物時，能

夠自動停止，以保證人員、設備、物料的安全，

達到友善與安全的人機協作要求。

三、服務型機器人

雖然本屆工博會沒有專門的服務型機器人展

區，但是在信息與通訊技術應用展、科技創新

展等展區，仍然能發現不少中國廠商研發的服

務型機器人產品。

1.小 i機器人公司：辰星迎賓機器人

小 i 機器人公司成立於 2001 年；目前公司

定位為全球性人工智慧技術及產業化平台供應

商。小 i 機器人的技術包括：知識表示、推理

預測、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語義理解、分析

決策、機器視覺、語音辨識 / 合成；相關應用

方案與產品包括：虛擬 / 實體智慧型機器人、

SaaS( 軟體即服務 )/PaaS( 平台即服務 ) 平台

及應用產業解決方案。

小 i機器人在本屆工博會中展出一款名為「辰

星」的迎賓機器人 (圖 6)。辰星迎賓機器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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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小 i 機器人公司的智慧硬體雲端平台及應用

產業領域專業知識庫，具備語義分析能力，並

結合語音辨識、語音合成、人臉識別及聲源定

位等技術，可提供客製化的人機介面。應用目

標市場包括政府部門、金融、交通、教育、醫

療、電信等；使用效益包括提升服務效率，降

低服務成本與運營成本，以及增加用戶體驗。

2.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負重型外骨骼機器人

在 2016 及 2017 年工博會中，日商松下公

司展出一款 AWN-03B 動力外骨骼產品，可協

助人員搬運重物時減輕腰腹力量。上海航天技

術研究院也在 2017 年工博會中，展出一款負

重型外骨骼機器人 (圖 7)，能完成小幅度奔跑，

上下樓梯，下蹲等動作。

這款外骨骼機器人透過仿生設計的外骨骼結

構件，可將人員背負的重量傳遞到地面。其主

要應用除了軍用單兵負重外，也可以應用在災

難救援，外場搬運，長途負重旅行與登山戶外

運動等場合。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透過能源系統輕量化設

計，以及使用碳纖維材料製造部份結構件，使

整體系統重量控制在 17k公斤。人員穿戴後的

最高步行速度為 1.5m/s(5.4 公里 / 小時 )，可

連續操作 3小時。

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也正在研發具備學習能

力的助力型外骨骼機器人，未來將與上海華山

醫院合作進行測試。

3.上海擎剛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智能隧道

巡檢機器人系統

上海擎剛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7

圖 6 小 i機器人公司展出辰星迎賓機器人

圖 7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展出負重型
外骨骼機器人

圖 8 上海擎剛機器人展出智能隧道巡檢機器人系統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7/11)

年，是在上海張江科學城內的新創公司。公司

主要產品是各種產業應用的巡檢機器人；包括

室內吊軌巡檢機器人平台和自主導航地面機器

人平台應用方案。目前已推出電腦機房巡檢機

器人和隧道高速軌道巡檢機器人。

擎剛機器人在 2017 年工博會中展出的地鐵

隧道巡檢機器人系統，可透過懸掛在隧道內吊

軌上的移動平台來對地鐵隧道重大施工作業進

行即時監控 (圖 8)。這套系統目前據稱會運用

在上海地鐵 2號線的維運工作上。

四、結論

相較於過去幾年的工博會，作者發現 2017

年中國機器人廠商在展出產品與發展上的變化

可以歸納為兩點。

首先，在經過數年的自行探索，以及對國際

領導廠商應用方案觀摩與解析後，中國機器人

廠商已經逐漸找到利基市場與具有實務效果、

能被製造業客戶接受的解決方案，因此在產品

與應用的廣度上持續增加及多元化。中國機器

人廠商一方面展現出極強的技術與產品模仿能

力；另一方面也結合下游產業應用需求，逐步

將機器人與感測模組、視覺辨識、深度學習等

技術做整合，以滿足更多產業客戶應用需求。

其次，眾多機器人與智慧製造應用方案新創

公司崛起，也是 2017 年工博會的一大特色。

過去幾年部分的機器人新創公司已經開始站穩

腳步，在資金取得與市場拓展上獲得進展。許

多新的機器人軟硬體新創公司也在 2017 年持

續出現。

綜合以上兩種趨勢，作者預期在未來數年，

當中國製造業持續加速自動化與智慧化進程

時，中國本土機器人軟硬體解決方案供應商的

影響力將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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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觀展心得分享

文∣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陳哲堅

PANDA(南京熊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熊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以電子裝

備、消費電子和電子製造服務為主要經營方

向，產品領域包括智能製造、交通軌道、移動

M
ar

ke
t F

oc
us

2017 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於上海國家會展中心舉辦，包含9 大專業展，以創新、智能及
綠色為展覽主軸，此次以工業自動化展、機器人展、科技創新展為觀展重心，分別分佈

於7.1H( 機器人展 )  /  8 .1H( 機器人展 )  /  5 .1H( 工業自動化展 )  /  6 .1H( 工業自動化展 )
展館，期望透過工博會了解中國在機器人產業於智動化相關應用方向與佈局，以下就展

館中所見中國本土機器人發展現況以及國外設備進行重點說明及分享。

通信和電子製造服務等。2014 年於日本設立

機器人研究院東京分院，成功開發控制器核心

技術並推出數款垂直關節型手臂；現階段，南

京熊貓電子不單只是提供機械手臂，而是提供

業者整套智能工廠解決方案為目標。

此次展覽中南京熊貓電子以自家機器人手臂

生產線為主要展示，主要由多台 6軸機械手臂、

CCD系統、螺絲機模組等設備組成，並整合稼

動率分析、設備健康數值、生產管控 (MES)等

相關上位排程系統；半成品 (尚未組裝之減速

機 )在各站移載時使用磁條導引式 AGV進行，

經與現場工作人員詢問，機械手臂關鍵零部件

都以外購為主，公司主要以開發 PC Based控

制器為主要研發核心。

南京熊貓電子於會場中同步展示支援離線

編程教導器及 Laser Tracker，現場以 Laser 

Tracker呈現機械手臂精度以及視覺導引系統。

展館導覽圖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生產線實際運作狀況 (包含 AGV)

健康預診及 MES整合系統

視覺導引系統

格力智能裝備

珠海格力智能裝備為格力電器期下子公司，

公司產品涵蓋工業機器人、智能檢測、伺服機

械、無人自動化生產線及工具機等產品，工

業型機器人目前已應用於焊接、搬運及噴塗等

生產工序中。於會場人員口中了解，公司依

據發展核心科技為使命，機器人四大組件 (馬

達、減速機、控制器、驅動器 ) 格力都自行研

發、生產。減速機採用 RV 構型，背係值為 1 

arcmin，伺服馬達採用 POWERLINK 通訊格

式，支援 2-8軸直線插補及任意 2軸圓弧插補

功能。會場中有展出機械手臂搭配工具機作業

系統 (取放料 )、機械手臂搭配 AC軸 (不同動 )

控制、碼垛機器人 (末端加上滑台增加一自由

度 )及機械手臂狀態監控。

收臂末端整合螺絲機及 CCD

4大自行研發核心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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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柔性協作機器人 (雙臂協作機器人 )

中科新松所開發之柔性機器人為國內首台 7

軸協作機器人 (PC BASED 控制器 )，有負載

3kg / 5kg型號，重覆定位精度為±0.02mm。

因此型機械手臂於型錄上電力為 230VAC，

而此型手臂又廣泛搭載於 AGV 上，推斷應有

AGV(48V)搭載版本。

2.HRCR5輕載複合機器人

以柔性協作機器人 (SCR3 / SCR5) 搭配

AGV 進行應用，AGV 採用差動輪方式進行驅

動，電力為 48v，運行軌跡精度為 ±10mm，

移動負載 180kg。當天運行為以磁條進行展示。

3.多台 AGV控制技術

此次中科新松有展出 2 台 AGV 進行協同控

會場中同步展出與中國航天共同開發之協作

型智能輕型機械手臂 (雙臂 )，手臂各擁有 7自

由度，每軸致動器擁有驅動器 (DRIVER ON 

JOINT)，驅動器為 24v並採用 EtherCAT為主

要通訊格式，在上位控制器部分是以嵌入式系

統安裝 ROS 實現即時控制及運動控制，具備

直覺式教導功能 (SENSORLESS)。智能輕型

機械手臂重覆定位精度為±0.1mm，最大負載

為 5kg(雙臂 )。

上海中科新松

中科新松為新松在上海所設立之機器人研

發中心，其集合產、學、研於一體。現場解說

人員提到，新松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瀋陽新松

現階段主要開發傳統型工業機械手臂，上海中

科新松以開放創新思維進行次世代機械手臂開

發。會場中主要展出四大項目，如下所示。

機械手臂搭配 AC軸 重型碼垛機器人

性能狀態系統 協作型智能輕型機械手臂 柔性協作機器人

HRCR5輕載複合機器人

多台 AGV協同控制

4軸並聯型機械手臂

制，每台 AGV 對角線皆裝配雙雷射模組，全

向輪系統。此系統擁有一上位派車系統，利用

車體雷射將運行場所 2D網格化 (建立地圖 )，

每一格子代表一絕對位置，並在運行場所內安

裝數個反光標誌，AGV在場內移動時可以依據

雷射模組進行平面空間定位 (3點定位法，雙雷

射可以讓車體隨時都可以進行定位 )，此舉讓上

位系統隨時了解多台 AGV於現場目前位置及方

位，以便進行協同控制。據現場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公司此技術已可同時控制 5台以上 AGV。

4.MHRC3協作型移動機器人

開發想法為未來提供教育版至各大專院校及

研究機構，因此採用 ROS 系統，期望提供開

放式平台給與使用者進行 2次開發，加速機器

人基礎技術研發。系統架構為 3台工業電腦，

一台控制雙臂、一台執行定位導航功能及另一

台為上位控制器，全部系統都以 EtherCAT 進

行通訊，並搭配 3D vision( 包含深度 ) 功能。

硬體架構為 2*7 自由度手臂 (重覆定位精度為

±0.02mm)，手爪為 15 自由度，移動平台為

全向輪系統 (最大移動速度為 1 m/s)。

神運順

此次展出 4軸並聯型機械手臂，全軸伺服驅

動 ( 絕對式編碼器 )，最大負載 20kg，重覆定

位精度±0.2mm。此機械手臂可為自動化產線

提供一低成本產品進行選擇，目前主要搭配沖

壓設備進行取放。

ROKAE珞石

此次展出一台柔性皮膚之工業機械手臂

(CB4協作型機器人 )，最大負載為 4kg，重複

協作型移動機器人 CB4協作型機器人

機械手臂搭配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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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為±0.02mm，每軸都有配置扭力感測器，

但柔性皮膚沒有安全功能，單純減少碰撞力

道。控制器 (Titanite 控制系統 ) 提供 ROS 系

統，可提供客戶 2次開發能力。具有直覺式教

導功能及 TCP自動補償功能。

遨博智能科技

此次展出為輕型智能協作機器人，負載為 5

公斤，重覆定位精度為 ±0.02mm，各軸致動

器 ( 搭配 48V 馬達及 HD 減速機 )，其驅動器

晶片採用瑞薩系統，以 CANBUS為通訊格式，

Encoder為磁感應式絕對型編碼器，安全性以

電流偵測 (SENSORLESS) 方式作動。控制系

AUBO-i5協作機器人

協作機械手臂搭配 AGV

統支援 ROS，提供使用者實現 2次開發目的。

在會場中同步展出與 AGV搭配，AGV(電力系

統為 48V)也是採用 ROS系統。目前中國售價

為 139,000(未稅 )。

深圳市智能機器人研究所

研究所此次展出模塊化機械人及柔性機械

爪，以 6 軸協作型機器人為藍圖，開發中空

致動器 ( 馬達及減速機皆為外購 )，其驅動器

也在致動器後方。控制器採用 PC 架構，現階

段構型為 CANOPEN 通訊架構，已規劃改進

版將置換為 EtherCAT 通訊模式，此研究所主

要在於開發控制器相關功能，產品尚處於開發

協作型機械手臂 7軸協作型機械手臂 商用機器人 TX2 touch 直覺式教導

階段無詳細規格可參閱。柔性夾爪是利用 3D 

PRINTER技術結合氣動方式 (魚鰭效應 )，利

用氣壓控制手爪開合程度 (軟性材質 )，達到適

應性功能。此研究所另外展出一型 7軸協作型

機械手臂，採用 EtherCAT 為通訊格式，但不

是致動器模組所構成 (DRIVER ON JOINT)，

目前主要利用 7軸靈活性及適應性優勢，可通

過狹小通道進入高鐵列車轉向架進行檢測。

欣奕貨科技

此次展出一款商用機器人，採用英偉達移動

平台，利用 SLAM技術快速建立場景地圖並規

劃路徑，擁有深度攝影機。可進行語音服務及

智能導覽。值得一提中國目前最穩定語音系統

為科大訊飛，主要為漢語。

STAUBLI

此次 STAUBLI 展出一款皮膚包覆機械手

臂，其為安全性保護相關機制，皮膚下安裝氣

壓感測器，可以提供使用者最直接碰撞保護。

另外 STAUBLI也與 Euclid Labs合作 3D視覺

系統，提供機械手臂隨機抓取能力 (Random 

Bin Picking)，此視覺系統除可利用結構光快

速定位物體，擁有標準通訊接口 (TCP / IP)支

援 ESTUN ROBOTICS、KUKA、FANUC、

YASKAWA外，更擁有路徑優化、碰撞檢測等

智能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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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視覺系統

利用磁條進行路徑修正

KUKA

KUKA此次展出一可利用外部設備 (類似 6D

滑鼠 ) 進行直覺式教導，經現場實際測試，即

時性表現不佳 (有可能是施力點較小，不好出

力 )。

RENISHAW

此次 RENISHAW 於展場上與 UR ROBOT

合作展出，讓參觀者可以清楚看到 UR 各軸

採用 RENISHAW 磁旋轉絕對式位置編碼器

(AksIM)狀況，其為中空設計，解析度達到 20 

bit。

OMRON

OMRON此次展出 i-Automation系統，此系

統整合機械手臂、多台 AGV車 (adept)及上位

派車系統。在系統中 AGV 以雷射搭載 SLAM

技術進行各站移動，展示場域中同樣安裝許多

反光標誌，讓 AGV能夠進行定位 (3點定位 )，

利用無線傳輸至上位派車系統中即時顯示位置

(2D棋盤式座標 )。在展示中各台 AGV除自主

移動外更有展示等待及會車等功能，可以發現

AGV在進站時還是會以磁條進行路徑修正。

固高科技

固高科技此次展出一工業機器人快速定位系

統，利用拉線式位置編碼器，可修正機器人關

節零點、臂長及彈性 D-H模型參數。

心得分享

1. 中國今年所展出工業型機器人以協作型

為大宗，各廠商及研究機構都推出協作型機器

人，或許馬達 / 減速機不為自己所開發，但是

已跳脫以往中國工業型手臂等級較低之框架。

2.中國今年所展出之工業型機器人於產業應

用上還是以簡單物件拋光為主，雖然中國有龐

大汽車製造需求，但是中國製工業型機械手臂

用於焊接等加工部分極少見。總體看來雖然在

硬體設計方面有長足進步，但在 CAD / CAM

周邊應用軟體發展上還無法支援相關產業，存

在技術障礙。

外部直覺式教導機制 磁式絕對式編碼器UR採用 RENISHAW

3. 拜 ROS 系統所賜，移動平台搭配 SLAM

相關導航技術已非常成熟，在此次展覽中，許

多廠商都使用 ROS 系統安裝在自家控制器中

( 許多廠商以未來販售教育版及研究單位市場

為考量 )，ROS雖然便利性高 (門檻較低 )，也

賦予使用者 2次開發之開放式平台，但其為開

源軟體架構，後續商業化所伴隨軟體穩定性及

如何成為產品核心程式需要使用者花費心力。

4. 中國內部對於工業型機器人精度補償、

健康預診及生產力 4.0相關概念現階段較少著

墨，經由與展場工作人員討論了解，中國目前

主要方向為機器人關鍵零部件全國量產化為目

標 (控制器、馬達、驅動器及減速機 )，並積極

導入產業進行驗證。

上位派車系統

GIBBON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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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里巴巴、騰訊
布局智慧健康醫療看台廠商機

文∣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王琬昀

中國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

體系，實施「互聯網 +」行動計畫，促進資通

訊、雲端運算、大數據與物聯網深度結合，並

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帶動產銷模式、生態圈

和組織的變革，以促進「互聯網 +」新業態創

新，積極發展共享經濟。 

其中「互聯網 +」應用在智慧生活的創新業

態中，最讓人耳目一新並切身感受到其變革

的，當屬智慧健康醫療應用。乃因十三五規劃

中，中國首度在國家型五年計劃中提出推進

「健康中國」建設，並期待透過智慧化手段來

達到完善醫療服務體系的目的（中國長期存在

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在「互聯網

+健康中國」兩大發展主軸下，中國互聯網企

業紛紛進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且正逐漸改變

既有的生態圈。惟觀察，中國互聯網巨擘百度

（於 2017 年 2 月裁撤其醫療事業部）、阿里

巴巴及騰訊（BAT）三者中，目前以阿里巴巴

與騰訊較具有影響力。

此外，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逐步成熟的 AI

技術漸漸向「AI＋」的應用轉變，阿里巴巴與

騰訊對於智慧健康醫療產業的布局也從「互聯

網 +健康醫療」邁向「AI+健康醫療」。

馬雲的醫療夢從 2012 年即開始成立天貓醫

藥館（現已整合入阿里健康），是中國互聯網

巨擘 BAT中，最早切入智慧健康醫療領域中的

醫藥電商。接續透過阿里集團的相關子公司的

核心能力在健康醫療領域中全方面積極布局。

阿里巴巴對於「互聯網 +健康醫療」的投資

和布局大致可分為兩塊，分別是阿里健康所建

構的「醫藥電商」；以及以支付寶作為核心所

推出的「未來醫院」計劃；而在「AI+健康醫療」

方面主要是透過阿里健康與阿里雲共同開發應

用的 ET醫療大腦為主。

圖 1 、阿里巴巴智慧健康醫療布局，資料來源：MIC

阿里
巴巴

巴巴為取得就醫流程中的處方籤，透過支付寶

推出「未來醫院」計畫，讓患者可以直接在支

付寶中完成掛號、檢查、繳費、取藥，甚至查

看檢查報告及電子處方等流程，同時協助醫院

提高行政效率，解決中國醫院排隊掛號、領藥

等現場擁擠混亂等痛點，希冀從中環節能夠取

得電子處方籤，以打造處方藥 O2O模式。

•  醫院隔閡嚴重，轉向搶占農村醫療，鏈結基

層醫療資源

看重「未來醫院」有助優化醫院行政流程，

中國約近 400家大中型醫院加入計畫，覆蓋中

國 90%的省份。不過多僅限於導入線上掛號及

支付的功能，多數醫院不願開放網上取報告及

處方籤的功能，以致阿里巴巴無法如期獲得醫

生開立的處方籤。究其因為，若處方籤流出將

會大幅減少醫院及醫生處方藥的收入，加上醫

院內部資訊系統多由一般資通訊廠商為各醫院

量身訂製，醫院間不願輕易開放其所掌握的資

訊。

圖 2 、阿里巴巴 V.S.傳統處方藥流通模式
資料來源：MIC

透過「互聯網 +健康醫療」打造未來醫院
解決基層醫院痛點，站穩醫藥電商

•  醫藥 B2C為阿里健康主要收入來源

在醫藥電商方面，阿里健康通過收購具備

醫藥電商證照的線下連鎖藥房，進行自營醫藥

B2C業務，採用的模式是從天貓醫藥館為介面

跳轉至阿里健康大藥房，由阿里健康收購的藥

房提供醫藥電商服務。另外，天貓醫藥館其他

商家的非處方藥（OTC）業務則透過「消費者

提交需求，貨到付款」的模式提供服務。憑藉

著阿里巴巴在電子商務的優勢資源，為提供買

賣雙方提供商家入駐開店、平台營運、行銷推

廣、資金結算、物流配送等多項服務，及完善

倉儲、物流、客服等配套系統，使得醫藥 B2C

業務成為阿里健康目前最重要的營業收入來

源。

雖然阿里健康的 B2C電商業務持續成長中，

但阿里巴巴並不滿足於此，主要原因為阿里健

康所販賣的藥品主要為 OTC，而規模較為龐大

的處方藥市場，卻掌握線下醫院及藥局手中，

因此，阿里巴巴繼醫藥 B2C之後，下一步快速

鎖定推出處方藥 O2O市場。

•  善用支付寶與菜鳥物流優勢，發展處方藥

O2O

阿里健康原先理想建立一個醫藥平台提供消

費者將處方籤上傳後，由阿里健康合作之連鎖

社區藥局競價，提供消費者處方藥自提或配送

的服務，解決過去中國政府為維持公立醫院生

存，允許醫院將藥品加價後提供於患者，以致

「以藥養醫」的陋習，對患者所造成的痛點。

在打造處方藥 O2O 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

即為取得掌握於線下醫院手中的處方籤。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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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里巴巴沿用過去在農村淘寶「千縣

萬村」計畫中，透過 3年 100億人民幣在農村

建立的 1,000 個縣級農村淘寶中心和 10 萬個

村級農村淘寶服務站的概念。將農村淘寶轉變

為「農村醫院」，瞄準城鄉差距使得農村醫院

資源匱乏，同時農村醫院礙於藥品種類少，「以

藥養醫」的獲利小等的痛點，轉向鎖定中國偏

遠農村基層醫院、診所合作。

作法上，阿里巴巴同樣透過「未來醫院」計

畫，協助基層醫院打通就診流程，提高醫院效

率，並解決偏遠地區醫院掛號難及付費痛點；

此外，阿里巴巴與戰略夥伴衛寧軟體、天健科

技等共同合作，免費替農村醫院建立基礎的醫

院資訊系統（HIS），一方面透過資訊系統協

助農村醫院與大中型醫院間的轉診，協助中國

推動分級診療，同時掌握電子處方，並將系統

架構在「阿里雲」上，協助醫院儲存病人的健

康檔案。再者，藉由醫藥 O2O，替進駐的藥局

引流，解決其過去沒有處方藥客源的困境。並

利用過去菜鳥物流在建設農村淘寶時所建立的

物流基礎，替藥企將藥品給配送給線下偏遠地

區的藥局，打造完整智慧健康醫療生態圈。

阿里雲發布 ET醫療大腦，利用「AI+健
康醫療」欲從基因出發阻止癌症的發生

2017 年 3 月 29 日阿里雲在雲棲大會·深圳

峰會上發佈「ET 醫療大腦」，正式進入 AI+

健康醫療領域，成為繼「百度醫療大腦」之

後，中國大陸第二個醫療大腦。別於百度醫療

大腦，ET醫療大腦主要從事癌症方面的研究，

其布局大致分為三部分：

其一，與浙江德尚韻興圖像科技有限公司聯

合開發針對「超聲甲狀腺結節的智慧診斷演算

法」，透過德尚韻興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的技術，

結合阿里雲的深度學習技術，以模仿人腦機制

來篩選醫學影像特徵，快速掃描分析，並能

自動圈出結節區域，自行給出良性與惡性的判

斷，據了解準確率已達 85%以上。

其次，與復旦大學附屬上海華山醫院合作，

透過華山醫院大量臨床數據，並以阿里雲的技

術對大量臨床資料進行快速、高效的運算。兩

方的合作主要針對新藥的開發，由於新藥開發

前需要長時間的臨床前研究，而透過雲計算、

人工智慧模擬分析藥物在體內的代謝規律，取

圖 3、中國醫院資訊系統建置示意圖，資料來源：MIC 圖 4、阿里巴巴智慧健康醫療生態圈，資料來源：MIC

圖 5、AI+醫療的子應用 ，資料來源：MIC 圖 6 、騰訊智慧健康醫療布局，資料來源：MIC

代部分臨床實驗，甚至是白老鼠的活體實驗，

用於加快特效藥研發。

最後，與華大基因及 Intel 合作共建「精準

醫療應用雲平台 -BGI online」，透過 Intel 的

晶片與阿里雲的雲端運算、人工智慧技術，將

華大基因的數據導入，目前主要針對肺癌案例

的 DNA 序列進行分析，從而尋找致病的關鍵

基因突變，意圖從根本上戰勝癌症。然而，基

於以 DNA 為基礎，早期發現疾病的實際應用

尚處研究階段，因此，阿里雲在雲棲大會·深圳

峰會同時宣布，將聯合 Intel、腫瘤大數據公司

LinkDoc（零氪科技）啟動第一季天池醫療 AI

系列賽，並以「診斷早期肺癌」為主題，希冀

以 LinkDoc提供之胸部影像，透過參賽者的模

型算法檢測影像中的肺部結節區域，實現對影

像圖片結節區域的智慧化判斷。

一般而言，AI+健康醫療的應用大致分為六

項子應用：健康管理、病人監護、虛擬助手、

醫學影像、藥品研發及基因組學。

從阿里巴巴的布局觀察，目前阿里巴巴及戰

略合作方的技術仍以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為主，

如甲狀腺結節的診斷。然而從阿里巴巴與華大

基因及 Intel 合作共建的精準醫療應用雲平台

發現，阿里巴巴的發展重點為從基因根本出發

來杜絕肺癌發生的可能，只是限於目前的技術

尚不成熟及基因研究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因

此，阿里巴巴才會轉向以醫學影像輔助診斷，

希冀同樣以醫學影像輔助診斷早期肺癌。

騰訊

騰訊相較阿里巴巴對於智慧健康醫療的佈局

有較大差異，騰訊多採取作為投資方的角度，

投資其認為有前景的智慧健康醫療新創企業，

包含丁香園（醫生交流平台）、卓健科技（行

動醫療）、好大夫（智慧互聯網醫院）、碳雲

智能（人工智慧－基因組學）等多方面。

在騰訊自行創立的智慧健康醫療的平台產品

方面，則相較專注在特定領域中深耕。目前騰

訊在「互聯網 +健康醫療」的產品大致可分為

兩塊，分別是以線上為主的「騰愛醫生」；以

及線下的「企鵝醫生」；而在「AI+健康醫療」

方面主要產品為「騰訊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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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醫生身份認證後，可以通過公眾號和與自己

專業相匹配的患者建立聯繫，並與患者即時線

上溝通，協助醫生建立個人品牌與口碑。

除了自行成立平台外，騰訊在 2014 年 9 月

以 7,000萬美元戰略投資「丁香園」，丁香園

成立於 2000 年，是一個醫學學術交流的平台

網站，目前擁有超過 400萬專業會員，是面向

醫生、醫療機構、醫藥從業者以及生命科學領

域人士的專業性社交網站。採取互動式交流，

提供實驗技術討論、專業知識交流、文獻檢索

服務、科研課題申報、考碩考博資訊等服務，

提供醫生與醫生間彼此交換訊息。丁香園透過

與騰訊的戰略合作下，將以對接微信平台與

QQ為醫生與醫生群建立同業互助的平台。

騰訊藉由丁香園所打造的醫生間同業交流平

台網站，及搭配騰愛醫生打造醫師與患者間訊

息透明的溝通橋樑，協助醫生建立屬於自己的

品牌。兩者相輔，協助醫生面對患者時，能縮

短彼此距離（不信任），同時醫生背後也有同

業互助，解決中國醫生所面臨的痛點並提供加

值服務，拉攏醫生做為夥伴。

•  透過激勵保險 +醫生 +提供血糖儀，改變並

協助患者糖尿病管理

對於一般消費者或糖尿病患者（C端）而言，

疾病管理或健康促進的付費意識仍待培養。因

此，騰訊選擇與保險業者透過近期在中國興起

的「互聯網 +健康保險」的模式戰略合作，利

用電子化的方式提高傳統保險業的效率及降低

成本，並多方挖掘與分析用戶的特性進行客製

化保險定價。

糖尿病患者對於保險公司而言，乃因糖尿

病患若無做好血糖管理易引發病併發症甚至死

利用微信平台發展，連結醫患 O2O，布局
慢性病與健康管理市場

•  線上平台明確鎖定慢性病管理 -糖尿病市場

根據中國國家衛計委發佈《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工作進展 (2015 年 ) 報告》，截至 2014 年

中國已有 2.6億人患有慢性病，其中糖尿病患

者約 1.13億人。然而，若患者未做好適當的慢

性病治療與管理，易引發急性併發症，嚴重者

還可能併發其他重大疾病。因此，騰訊看準慢

性病所衍伸出的龐大慢性病管理市場。其中又

將目光聚焦在糖尿病管理，主要的原因有三點：

1.中國糖尿病患者基數大，加上近年中國患者

成長速度快，平均每天增加 1.5萬人，市場規

模龐大；2.目前普遍的指血血糖計，患者由於

扎針痛量測意願低，而市面針對無痛（微創）

血糖儀還尚未有權威性產品，屬於藍海市場；3. 

糖尿病可能造成視網膜病變、神經病變、截肢、

洗腎等嚴重後果。基於上述原因，騰訊選擇糖

尿病管理作為首要切入的慢性病管理市場。

•  運用微信優勢成立「騰愛醫生」平台替醫生

建個人品牌拉攏醫生的心

騰訊認為在打造智慧健康醫療的生態系過程

中，掌握醫生資源是最重要的一環。在中國醫

療體系中，醫生面臨薪資低，多數醫生希望透

過「多點執業」的方式提高收入，然而，中國

患者對醫生公信力評價來自於各個醫生所在的

醫院等級，中國醫院「分級（即分為一、二、

三級，以三級為最高等級）」與「分等（即分

為甲、乙、丙三等，丙等為最低等級）」，由

於醫生與患者缺乏可信任、訊息透明的溝通平

台，使得醫生一旦脫離三甲醫院到其他民營醫

院執業時，無法吸引病人。因此 2016 年 3 月

騰訊成立「騰愛醫生」平台，在實名註冊並通

亡，屬於高理賠的風險族群。而過去傳統保險

的方式，保險公司與糖尿病患者間存在嚴重資

訊不對稱，由於保險公司無法得知患者是否確

實有效的監控病情，因此，保險公司為降低理

賠風險，對於糖尿病患者的保額也有所限制。

因此，騰訊瞄準保險公司與糖尿病保戶間資

訊不對稱的問題著手，利用戰略投資的眾安保

險旗下的保戶，由騰訊免費提供「糖大夫血糖

儀」，並透過保額獎勵方式，激勵糖尿病保戶

有效管理血糖，並透過騰愛醫生平台，提供醫

生即時分析及有效管控疾病。協助保險公司管

控糖尿病保戶引發併發症及死亡的風險，降低

保險理賠機率。

•  找通路送血糖儀，只為取得患者疾病數據

騰訊除了與眾安保險合作外，亦看準中國地

方政府對於市民健康關懷及推展市民自主性健

康管理的需求下，與中國貴州省政府達成「貴

州慢性病防控計劃」戰略合作，透過建立貴州

省糖尿病防控信息中心做為通路，對貴州省 -

貴陽、安順、綏陽等 6個縣市的糖尿病患者免

費發放糖大夫血糖儀。

騰訊利用貴州政府及眾安保險作為通路，

免費贈送血糖儀並提供即時回饋測量資訊的方

式，為患者提供糖尿病管理，並以保額獎勵方

式，吸引患者使用。然而，騰訊最終目的乃為

透過血糖儀作為數據累積的來源，期待用戶數

據累積一定程度後，進而進行巨量資料分析應

用。

•  線下企鵝醫生打造共享醫療資源，來提升服

務效率

騰訊在 2017年 9月宣佈與醫聯合作成立「企

鵝醫生」，企鵝醫生透過互聯網打造「互聯網

+實體醫療」的看診模式，與傳統診所最大的

差異在於用戶在就診前先線上進行諮詢，並給

予健康評估，如果有需要進行預約線下診所的

時候，線下診所會有醫生進行診斷、治療。企

鵝醫生的醫療版圖主要分為三階段：診所自建、

診所聯盟、診所共享。

圖 7、騰訊運用微信平台提供醫生建立個人品牌
資料來源：MIC

圖 8、「互聯網 +健康管理保險」創新模式
資料來源：MIC

圖 9、騰訊康復激勵保險服務模式
資料來源：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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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診所自建階段，即落地的全科醫療診所，

主要設置在商辦大樓中，其定位於為新中產消

費群體做健康管理，透過醫生平台「醫聯」提

供 43 萬名的執業醫生會員，診所科目主要涵

蓋內科、外科、口腔科、康復醫學科、心理諮

詢科、皮膚科、體檢等全科目。提供的服務包

含上門服務、商保直付和海外醫療服務，以及

家庭醫生服務，未來還將為企業和學校提供醫

務室服務。

在診所聯盟階段，對企鵝醫生而言，重新自

建一家新的診所太重資本，因此企鵝醫生透過

與「醫掌櫃」合作，提供專業的診所管理系統，

為診所提供管理及藥品金融供應鏈平臺，目前

醫掌櫃已有 800 多所線下診所合作夥伴，企

鵝醫生未來希冀透過醫掌櫃串連中國的診所，

打造診所管理系統的標準並快速複製，形成聯

盟。

最後，診所共享階段，企鵝醫生則是與「眾

智設計」合作研發智慧體液檢測器，讓診所裡

的自助化檢驗項目去醫療化，用戶可以以自動

售貨機的方式隨取隨用，無需再花費時間和精

力去醫療機構，就能做相關檢測。目前提供三

種尿液檢測，包括尿常規、懷孕檢測、排卵檢

測。用戶檢測完之後，還可在線上（企鵝健康

APP和微信服務號）諮詢醫生，預計未來將在

各大商圈等佈點。

從目前企鵝醫生的布局觀察，發現騰訊主

要是希冀透過醫掌櫃鏈結中國的中小型診所，

提升診所的效率，同時利用醫聯的醫生會員至

診所看診，讓中國的醫療資源可以下沉至地區

的診所，一方面可以免去患者到大醫院排隊掛

號及檢測時間，又可以透過搭上中國目前致力

推行的家庭醫生制度；另一方面，透過提供實

體線下的診所，讓醫生可以有場域進行多點執

業，賺取額外收入，打造一個共享醫生、共享

診所的生態。不過理想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目前企鵝醫生在北京試營運的診所，由於尚未

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因此遭到北京

衛計委的監督，顯示北京這種「共享醫療」的

模式仍存在疑慮。

雖然中國首都採較保守態度，但在中國已有

部分省分開始放行，如四川省已通過企鵝醫生

在成都的試點營運；而浙江省也已通過杭州《關

於設置全程 Medical Mall 試點的請示》，允

許杭州全程健康醫療門診部為入駐在全程國際

Medical Mall建築物內的醫療機構提供檢驗醫

學、藥局、手術室等共享服務的試點。顯示，

未來中國將會有越來越多第三方的平台提供醫

療機構的設備、資通訊系統等基礎環境，讓中

國的醫生可以進行多點執業，同時共享醫療資

源。

騰訊發展「AI+健康醫療」專注發展醫學
影像早期篩檢癌症

2017年 8月騰訊互聯網 +數字經濟中國行·

廣東峰會上發布「騰訊覓影」，是中國互聯網

圖 10、企鵝醫院模式，資料來源：MIC

巨擘中最晚披露「AI+ 醫療」的布局。而騰訊

在 AI+醫療的六項子應用中別於阿里巴巴，其

專注於醫學影像，透過將在美國 AI Lab、優

圖實驗室等人工智慧資源整合，把圖像識別、

深度學習等技術開放並與醫學領域融合，開發

「騰訊覓影」產品。騰訊覓影總共有六個醫療

AI 的系統，分別為早期食管癌篩檢、早期肺

癌篩檢、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智慧篩檢、智能

輔助、宮頸癌篩檢及乳腺癌淋巴清掃病理等圖

像識別系統。目前最具特色的為食管癌篩檢系

統，此系統為全球第一款食管癌篩檢系統，準

確率達 90%。值得注意的是，騰訊目前所開發

主要以「篩檢」系統，尚未進入至「診斷」階

段。

騰訊覓影之所以能提供 5-6種疾病的系統，

主要原因為騰訊與醫院及醫學院校有良好的關

係，已與廣東省、四川省、西安等地的醫院成

立人工智慧醫學影像聯合實驗室，透過開放騰

訊 AI Lab的技術，引入更多醫院的影像數據及

放射科醫生的臨床經驗，開發不同病種的系統

模型。

在 2017年 11月中國科技部公佈第一批人工

智慧開放創新平臺，明確將依託騰訊建設醫療

影像創新平臺，據瞭解首批入選的公司包含阿

里巴巴，但中國科技部選擇騰訊做為 AI+醫療

的標竿，主因除了阿里巴巴被賦予智慧城市創

新平臺的任務外，猜測另一個原因為，目前中

國的醫學影像數據大多掌握在三甲醫院中，而

騰訊已與中國多家三甲醫院建立聯合實驗室形

成良好的互動關係，對於獲取醫學影像數據的

難度相對低，尤其在醫療這個領域中，領域知

識進入門檻高，騰訊的技術顯示已獲得三甲醫

院的認可。

台廠
商機

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時代，有句名言是：「痛

點就是機會」，從用戶痛點找到改善產品或提

供新服務的機會。中國互聯網在智慧健康醫療

的發展，主要掌握 3大要素：一是掌握生態系

缺失與未滿足需求（缺口）；二是運用本身核

心能力解決未滿足需求與提供解決方案；三是

瞭解目前生態需求現況，尋求突破口。

 商機一
掌握市場缺口、善用核心能力、尋求突破

口發展「互聯網 +健康醫療」

以阿里巴巴而言，其掌握中國醫院城鄉差

距大的痛點，利用其支付寶打通就醫流程，及

菜鳥物流的配送系統，並以農村醫院作為突破

口，協助提高農村醫院的行政效率，及協助藥

企及藥局配送藥品給線下的農村消費者；以騰

圖 11、中國互聯網巨擘布局思維，資料來源：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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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而言，以最早推出公眾號的微信作為核心能

力，讓醫生可以在公眾號上建立個人品牌，並

以醫生集團做突破口，協助其進行多點執業，

同時透過公眾號尋找匹配的患者，解決醫生收

入低且患者不匹配的痛點。

惟觀察，目前中國整個醫療體系有 2個市場

缺口。第一個市場缺口為醫療資訊系統基礎尚

未被滿足，中國「互聯網＋健康醫療」的基礎

核心－醫療資訊系統尚未發展完全，各級醫院

及省市發展差異大，從阿里巴巴與騰訊的案例

中可發現，兩者均與偏遠的中小型診所合作，

為其提供未來醫院及企鵝醫生的服務，並協

助建設醫療資通訊系統累積健康醫療大數據。

而臺灣在健保體制下，資通訊廠商與醫院合作

具成熟經驗，醫療資通訊系統具輸出的能量。

但由於中國醫院門戶隔閡嚴重，資訊封閉面臨

「不願享」、「不敢享」、「不會享」的情況

嚴重，因此建議台商可優先從連鎖醫療機構或

智慧城市建設做突破口，一來可快速複製擴散；

二來在智慧城市框架下以及連鎖型的醫療機構

較願意分享彼此的健康醫療大數據，有助於後

續台廠發展相關應用。

第二個市場缺口為健康醫療服務仍未被滿

足。中國隨著人均 GDP 成長，人民對於服務

品質的要求提高，然而中國醫院在服務方面

仍相當僵化，因此在健康醫療的服務面仍存在

很大的缺口。以整個智慧健康醫療的產業鏈觀

察，包括關鍵零組件、設備端、系統端與服務

端，兩岸在產業鏈每個環節都有廠商布局，然

而相較中國而言，臺灣在整條產業鏈中最具核

心能力的即為健康醫療管理服務，目前臺灣醫

療團隊，如彰基、雙連等均已向中國輸出醫療

管理 know-how。因此建議臺廠可與提供顧問

服務之醫院合作組艦隊，透過臺灣管理服務作

為品牌，並與協力的系統整合商進行整合，「以

服務帶軟硬體」之方式突破中國醫院。

 商機二
成為中國互聯網巨擘發展「互聯網＋健康

醫療」的專業合作夥伴

基於中國智慧健康醫療市場龐大，中國互

聯網巨擘紛紛投入，如阿里巴巴與騰訊，然

而這類型互聯網巨擘對於健康醫療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有限，因此均積極向

外專業尋求夥伴布局智慧醫療，持續布局生態

系。

舉例來說，阿里巴巴與騰訊在中國擁有雄厚

的平台資源，然而在醫療領域中，除了利用平

台資源外，兩者均同步對外尋求戰略夥伴；阿

里巴巴投資中信 21 世紀並與衛寧軟體及天健

科技戰略合作，希冀藉以醫藥電商牌照及醫療

資訊系統的資源，為其阿里巴巴合作的未來醫

院提供需要的專業資訊系統；而騰訊則投資丁

香園，來拉攏中國的醫生資源，並與台灣華廣

生技（平潭）合作研發糖大夫血糖儀醫材。可

見兩大巨擘均透過開放引入、投資併購及戰略

合作的方式，逐步完善智慧健康醫療生態系。

因此，對於台廠而言，在中國巨擘們積極布

局智慧健康醫療生態系的過程中，除了提高警

覺並提升自我競爭力外，或可將加入其生態系

列為切入中國智慧健康醫療市場策略選項，向

其尋求醫療資訊系統或是硬體開發合作，成為

中國巨擘們布局智慧醫療生態系中的專業策略

夥伴，以強化台廠的產業競爭優勢。

圖 12 、AI+健康醫療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MIC

 商機三
從單一疾病作為突破口，發展「人工智慧

＋健康醫療」應用領域

•  未來 AI+健康醫療產業結構呈倒金字塔，台

灣應掌握應用層利基

一般而言，人工智慧的產業鏈分為基礎層、

技術層和應用層。其中，基礎層包含數據資源

與運算平台，大多把持在少數的醫院及醫學

中心手中。技術層則提供算法建立模型及應用

技術；最後應用層提供具體應用開發應用於各

個領域。基於技術層具有高投入、高收益的特

點，需要中長期進行投資，國際級科技巨頭如

IBM、Intel、Google、中國大陸 BAT 等具有

資金及技術優勢，因此掌握人工智慧的關鍵技

術。然而，隨著開放平台將成為趨勢下，新創

企業將受益，紛紛在應用層布局健康醫療細分

領域。可預見未來的人工智慧於健康醫療應用

的產業結構將形成倒金字塔，基礎層、技術層

將把持在少部分的科技巨頭手上，而在應用層

將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

反觀，台灣目前雖然並沒有如 IBM、Intel、

Google、BAT等這類型的科技巨頭投注大量資

金在人工智慧技術層上，但台灣擁有大量且連

續性的健保數據資料及各醫院／醫學中心擁有

大量的醫學影像資料，同時又有優秀的醫護人

員、醫療服務管理能力等優勢，尤其發展 AI+

健康醫療亟需專業醫生的經驗判讀，才能提高

人工智慧的精準度。因此應在開放平台的趨勢

下，並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前提，透過引

入國際的人工智慧技術來發展 AI+健康醫療，

在應用層中獲取價值，掌握利基優勢。

•  透過產學合作，發展 AI+健康醫療，領先中

國發展時程

雖然硬體系統運算能力與軟體的演算法是發

展人工智慧的重點，然而真正的價值還是在於

數據，數據才是最重要的資產，通過大量的數

據可以更好的培訓算法，這也顯示為什麼阿里

巴巴－ ET 醫療大腦及騰訊－騰訊覓影等科技

巨擘願意將平台開放以容納更多的健康醫療數

據，藉由持續累積的數據，有助醫療大腦持續

學習精進，提升能力。

台灣在全民健保資料庫累積台灣 2,300萬人

口，自 1995 年健保開辦後所有的就醫資訊，

包含個別資料、問診資料、血液檢驗資料、全

身影像資料等，是國際上珍貴且獨特的醫療數

據資源，目前僅提供於學術研究／特約學校合

作。就台灣的智慧健康醫療產業發展來看，未

來首要的是軟體新創企業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為

前提下，以產學合作方式，與健保數據庫的特

約學校或學術機構及醫院合作，共同挖掘健保

數據庫及電子病歷等健康醫療大數據資源，加

速發展相關創新應用，並藉由大型系統整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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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其中進一步比較惡性腫瘤（癌症）的

前三名：氣管、支氣管和肺癌；肝和肝內膽管癌；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以此 12 種死因作為單

一疾病的挑選基礎。

 指標 2：臺灣醫療經驗

發展 AI+ 醫療照護除了需要數據外，必須

要有專業的醫生來為數據進行標注／判斷／解

讀，因此，本研究根據商業周刊統計的臺灣百

大良醫榜中排列出臺灣百大良醫的專業科目。

 指標 3：全球市場需求

惟觀察，目前中國醫療市場龐大，同時兩岸

具有同文同種優勢，因此本研究認為發展 AI+

醫療臺灣最優先鎖定的全球市場應為中國，因

此建議應從兩岸共通的華人疾病切入，發展兩

岸特有疾病研究。

 指標 4：競爭者多寡

最後，本研究認為優先從中國互聯網巨擘

BAT等及國際科技巨頭尚未投入發展應用的疾

病領域作為台灣的利基市場。

來整合這些創新與後端的服務，同時持續以人

工智慧的技術優化演算化，提供消費者願意買

單之服務，藉此發展出我國獨特 AI+應用之路，

以領先中國發展「人工智慧＋健康醫療」之時

程。

•  借鏡阿里巴巴與騰訊均從單一疾病作為突破

口，發展利基應用

以「產業發展」的角度由於不同專業科目的

醫生醫療知識不同，而發展 AI+醫療照護根據

不同疾病的數據，需要不同的算法模型，因此

標竿中國大陸互聯網巨擘發現，阿里巴巴與騰

訊目前發展健康醫療大數據或 AI的應用多從特

定族群／單一疾病作為突破口，如阿里巴巴投

入甲狀腺及肺癌；騰訊投入食管癌、糖尿病視

網膜篩檢等，具備具體目標與意涵。而在眾多

疾病中，考量以下四個指標後，認為肝病管理

為臺灣利基市場，可作為優先思考投入發展應

用：

 指標 1：臺灣擁有的健保數據量

本研究認為臺灣十大死因所擁有的健保數據

圖 9 、阿里巴巴與騰訊 AI+健康醫療應用
資料來源：各公司，MIC整理

圖 13 、臺灣 AI+健康醫療利基市場
資料來源：臺灣百大良醫榜（商業週刊）、臺灣衛福部、
MIC

http://industrialproducts.te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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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服務型機器人
產品回顧與未來發展趨勢
文∣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陳佳安

一、服務型機器人定義

服務型機器人各界看法不一，從 1998 年

發展至今已逾 22 萬多種，因此必須先定義

何謂服務型機器人，目前國際間說法眾說紛

紜，全球主要國際組織如 ISO(Internationa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f o r  S t a n d a r d i z a t i o n )、

I E C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l e c t r o  t e c h n i c a l 

Commission)、OMG (Object Management 

G r o u p )、A S T M ( A m e r i c a n  S o c i e t y  f o r 

Testing and Management)、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Electronic Engineers)，與國際

機器人協會 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皆有所著墨，但皆沒有統一的標準

與定義可供參考，唯一可確定的是依機器人應

用場合之不同可粗分為工業型與服務型，其

中，因工業型機器人發展相較成熟，產品輪廓

也相對清楚，因此獨立出來，其餘產品皆統稱

為服務型機器人。

國際機器人協會 (IFR) 成立於 1987 年，至

今已近 30 年歷史，目前有超過 25 個國家之

機器人協會成為會員國，我國亦是其一。每

年皆會舉辦國際機器人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ics；ISR)， 同 期 也 舉

辦國際機器人博覽會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是機器人業界年度盛事。

IFR每年對全球機器人銷售數據進行調查，

雖然報告中指出統計數據離真實情況仍有落

差，但在趨勢走向與產品種類占比上還是具參

考價值，基於服務型機器人產業調查之困難，

IFR是目前全球少數有能力可以進行調查之機

構，因此本文參考 IFR 定義：「服務型機器

人可為半自動或全自動，移動型或固定型，可

再程式化之機械裝置，提供人類服務之非工

業用機器人。又依使用場合可分為個人 / 家務

用（Personal/Domestic Robots） 與 專 業 用

（Professional Service Robots）兩大類，前

者主要包含家事協助、休閒娛樂、助殘輔助、

居家保全、教育研究等；後者則包含農林漁牧、

專業清潔、醫療救護、物流、建築拆除、水下、

災難救助、國防等。」詳細分類請見圖一。

二、服務型機器人產業特性

服務型機器人不論從產品價格、使用壽命、

標準與技術規格上都處於尚未定位的狀態，因

此在產品生命週期上屬於萌芽期階段，此階段

特色在於廠商人人有希望，各個沒把握，有別

圖一 機器人產業範疇

資料來源：IFR，MIC整理，2017年 09月

於工業機器人已由四大家族 - 發那科、ABB、

KUKA( 中國大陸家電大廠美的 2016 年併購 )

以及安川電機佔據全球超過六成市佔率，服務

型機器人在不同應用類別下，除了原有機器人

製造商，還有跨領域的家電廠、消費電子廠、

車廠、系統整合廠、網路平台商等不同業種廠

商加入，其中不乏各產業領域的龍頭廠商，因

此服務型機器人現階段並無領導廠商出線。

另一項特色是新創公司與中小型企業是服務

型機器人現階段成長動能最大推手。IFR近年

調查全球 300 多家服務型機器人廠商，其中

有 15%~20%是新創公司，且預估新創公司佔

比仍將持續成長；美國 ROBO-STOX LLC 於

2013 年創辦全球第一個機器人與自動化的指

數股票型基金 (ROBO-STOX Global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Index ETF)，追踪全球機器

人和自動化產業的主要公司，名單上共有 81

家廠商，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是屬於市值不

大，但爆發性不容小覷的中小型企業。此外，

美國「機器人商業評論」(Robotics Business 

Review，RBR)亦於每年公布全球最有影響力

的 50家機器人公司，包含 10多個國家，其中

約 20~30%的廠商也是名不見經傳的新創型公

司。

三、服務型機器人產品發展現況

從 2012 年開始，機器人產業最具權威的調

查機構之一「機器人商業評論」( 簡稱 RBR)

每年公布的 RBR50 (Global Best in Robotics)

名單，是依據企業的創新能力、突破性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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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成果和成長潛力等各方面作為篩選條件，

至今已公布了六屆的廠商名單，且每年依據廠

商表現做動態的名單調整，雖看不出廠商排

名，但仍可指出全球機器人產業整體發展方向

之變化，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2017年 RBR50所公布名單中，廠商分布包

含 10 個國家，以北美占近七成，日本一成次

之，顯示科研實力強大之美、日兩國仍持續主

導機器人產品走向，因為機器人公司的發展直

接仰賴於一國的科研實力和技術水準，美日等

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和大型科技公

司技術成果轉化水準往往更加領先。此外，由

六屆名單比重的變化亦可看出機器人產品發展

由工業應用轉服務應用之趨勢逐漸明顯。

由於市場銷售表現將由另一篇文章發表，本

文將著重在近期服務型機器人展會與 RBR50

廠商名單進行分析，其中主要重點產品可歸納

為醫療用機器人、互動型機器人、物流搬運機

器人與其他特定領域四大類。

1.  醫療用機器人

近年高齡殘輔需求促使醫療類機器人穩定成

長，大致可分為高齡失能輔助、外骨骼機器人

與專業醫療 ( 包含診斷系統、手術、復健等 )

三大類。

高齡失能輔助是高齡少子化時代的產物，

為取代照護人力而誕生。日本政府調查目前日

本本土看護需求是 200 萬人，但實際上只有

130~150萬人投入，供需極度不平衡，且隨著

少子化影響，照護人力缺口逐年增加中。但目

前此類型產品大多處於實驗階段，技術尚未成

熟，以日本理研（Riken）Robear最具代表性，

但造價昂貴，約 20 萬美元，構造複雜導致維

修和操作困難是兩大推廣阻力，依日本理研表

示這類型機器人進入實用化階段尚需 20年後。

外骨骼機器人主要功能在於提高人類運動能

力方面，透過皮膚的神經信號，給予並增強人

類的運動機能，是目前唯一橫跨產業與個人用

表一、RBR50服務型機器人重要廠商

資料來源：機器人商業評論，MIC整理，2017年 9月

類型 RBR50服務型機器人廠商名單

醫療用機器人
Ekso Bionics( 美 )、Intuitive Surgical( 美 ) 、ReWalk Robotics( 以 色 列 ) 
、Titan Medical( 加 拿 大 ) 、Cyberdyne( 日 )、Open Bionics( 英 ) 、Verb 
Surgical(美 )

互動型機器人 jibo(美 )、SoftBank Robotics Corporation/軟銀 (日 )、Toyota(日 )

物流搬運機器人
Amazon( 美 ) 、Seegrid( 美 ) 、Delphi Automotive( 英 ) 、Aethon( 美 )、
Clearpath Robotics( 加 )、Fetch Robotics( 美 )、GreyOrange( 印度 )、IAM 
Robotics(美 )、Locus Robotics(美 ) 、Swisslog(德 )

其他專業領域機器
人

google( 美 )、iRobot( 美 )、Lockheed Martin( 美 ) 、Soil Machine 
Dynamics(英 )、Autonomous Solutions(美 )、Energid Technologies(美 )、
Knightscope( 美 )、Savioke( 美 )、ULC( 美 )、Vecna Technologies( 美 )、
VEX Robotics(美 )

圖二 醫療用機器人範疇與代表廠商

資料來源：IFR，MIC整理，2017年 9月

的機器人，除高齡殘輔人士，亦可應用於軍事、

建築工人、碼頭搬運、醫院照護、倉儲搬運等。

Cyberdyne(日 )是由築波大學研究成果商業化

而來，專注於外骨骼機器人的研發，代表產品

「HAL混合助理手臂」是可以感測人類皮膚神

經信號，提供人體額外動力，適用於肌肉萎縮

症患者的復健治療，目前已通過日本官方醫療

設備認證，並納入保險理賠補助的範圍。其他

如 Honda( 日 ) 步行機器人輔助器朝輕量化發

展，搭載了控制系統和內藏電池，以及特有的

薄型驅動馬達，給予股關節適當的力道去推動

步行。這項產品的最大特徵，就是穿脫方便，

重量僅約 2.7公斤重，讓穿戴者不會造成太大

負擔，不需依靠他人協助就可以自行穿脫，日

本目前是採用租借的方式，民眾向各醫療院所

( 目前七家共 100 台上線測試中 ) 租借，未來

將研擬納入健保方式，個人僅需負擔些微使用

費，其他費用由公家與保險端支付。

專業醫療部分最成功的產品就屬 Intuitive 

Surgical( 美 )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為代表，除

了熟為人知的印表機營運模式，每進行十次手

術，系統強制更換手臂，進而使耗材與後續服

務佔目前最大營收占比（約七成）。又因為高

投資與高進入門檻，使其成為目前手術市場龍

頭霸主，2016年售出共 322台，年營收 27億

美元，股價從 9 美元 / 到 929 美元 / 股，全球

累計已售出 3,919台，儘管如此優異成績，但

按目前全球手術需求量，達文西手術機器人也

僅佔整體手術市場 0.3%，因此仍吸引許多大廠

躍躍欲試進入藍海，後進業者中最具潛力的莫

屬 Google 與強生的合資公司 Verb Surgical。

2.  互動型機器人

互動型機器人包含居家助理、兒童老人陪

伴、娛樂教育型等，此類型機器人因擁有類似

人類的外型，並可與人類進行互動，成為目

前最吸睛的機器人產品。納入排名的廠商有

jibo(美 )、SoftBank Robotics Corporation軟

銀 ( 日 ) 與 Toyota( 日 )，依各公司推出的產

品可以發現日本互動型機器人以類人型樣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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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美國喜好則相反。

2017 年新一代亮相的機器人 Kuri、Mykie

和 Hub Robot 與 2014 年造成轟動的 Jibo 和

2016 年底發布的 Zenbo，除了外型上大多為

白色且圓臉，語音助理、用戶辨識與表情互動

似乎也成為此類型機器人的標準配備。

為了成為智慧家庭一個樞紐選項，目前家

電連網控制的功能選項更是廠商主力發展的

方向。LG 發表的 Hub Robot 透過 Amazon 

Alexa 的語音辨識功能即可串連其他智慧家

電，讓用戶生活更便利。除此之外，為了彌

補 Hub 無法移動的能力，LG 另推出迷你版

Hub 可放置於各個房間，如廚房或客廳。此

外，另一家家電大廠 Bosch旗下公司 Mayfield 

Robotics 推出的 Kuri 配備電容觸屏感應器，

對觸碰會有感應，可以與用戶進行互動，並可

自行返回充電站充電，可確保長時間運作。

針對兒童開發的教育機器人以中國大陸發

展最為蓬勃，產品五花八門，除了過去熟知針

對自閉症兒童而開發的 Leka，2017 年新產品

如北京智能管家科技有限公司（ROOBO）的

布丁豆豆機器人與寒武紀（Aiiage）開發的小

武機器人等，皆獲得不錯好評，其中小武機器

人不同於以往由人類主動發起談話，小武配備

晶片業者 NVIDIA 的 Jetson TX1，內建強大

GPU 可識別圖像、處理、避障、3D 建模等功

能，使小武就像長了眼睛一樣，可以辨別環境

並追蹤用戶表情與行為，主動進行互動。

如果利用 AI 進行診療行為或是自動駕駛汽

車，人類的標準相對嚴苛，但運用在娛樂玩具

或是供小朋友學習的教育機器人上面，容錯

程度相對高出許多，因此智慧玩具與教育機器

人成為業者運用 AI 切入居家市場的另一個重

點。過去即有不少成功案例，如：Sphero 的

BB8 和 Anki 的 Cozmo 推出之後即快速被搶

圖三 Intuitive Surgical(美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

資料來源：Intuitive Surgical，MIC整理，2017年 9月

圖四、2014-2017居家助理管家機器人外型與功能演進示意圖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7年 9月

購一空。2017年最受關注的 Lego 

Boost可提供孩童自行編程的積木

套件，孩童透過 Move Hub電動模

組與其他積木可組成各式各樣的機

器人，從小學習程式設計，目前機

器人技術搭配可視化編程成為這一

類玩具機器人的主流，市面上還有

其他廠商如 Makeblock、Jimu、

Cozmo 等皆有相關商品，競爭非

常激烈，預期將會有更多智慧玩具

機器人上市。

3.  物流搬運機器人

全球最具影響力 50 家機器人廠

商中，已逾 1/5廠商投入物流機器

人，倉儲是目前應用最大宗，其他

如醫院、飯店、餐飲快遞亦有廠商

投入，以 Amazon KIVA 為產業代

表。而倉儲機器人現在並無類似外

觀機構設計，原因是目前大部分仍

在進行產品測試階段，部分是因為

專利問題，所以有些機器人著重在

取貨、有些添加人機介面，有些可

以四處走動等，但最終目的都為了

使物流業效能提升，減少人力浪

費。

Amazon( 美 )2012 年 開 始 布

局倉儲物流自動化，收購了 Kiva 

Robotics 公司，2016 年已有 4.5

萬台投於旗下 20 個物流中心，

KIVA 機器人利用條碼追蹤每件包

裹，下單後 KIVA會選擇最佳路線，

自動避障到達包裹所在地，移動貨

架將包裹運送到最終人工發貨站。

圖五、2017年智慧玩具與教育機器人重點產品展示圖

資料來源：各業者，MIC整理，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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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分析師估計每一件包裹可節省 48%人力成

本 (過去倉雇員工在貨架中找尋商品的時間占

七成左右 )，一年大約可節省 9 億美元的人力

成本，並提升每小時處理貨物效率 2~4倍。目

前 Amazon 全球共有 90 多個物流中心，預計

未來 KIVA機器人仍會大幅度擴編。導入 KIVA

後，Amazon 營收仍不斷增長，貨物轉運需求

增加，聘雇人數隨著 KIVA 機器人採用亦逐年

增加，2016 年受雇人數是 2014 年兩倍。而

Amazon  KIVA的成功，也成為倉儲業新時代

的代名詞與成功標竿。除美國本土需求釋放，

中國大陸阿里巴巴、京東、快倉等數十家業

者隨後跟進，終端快遞業者 UPS、FedEx 和

DHL亦開始轉型切入中游倉儲市場。

Locus Robotics( 美 ) 過去專門幫 KIVA 機

器人設立周邊軟體系統，應用於服飾零售商搬

運貨品，但隨著 Amazon 買斷 KIVA 經營權，

只供 Amazon 公司內部使用，過去這些使用

KIVA機器人的客戶與相關供應鏈不得不另謀他

路，Locus Robotics 就是其中之一，2014 年

自行開發出 Locus 倉儲機器人，不同於 KIVA

移動貨架，Locus會自行移動到倉儲人員身邊，

並利用顯示螢幕與倉儲人員進行溝通，這是人

機協同合作概念，目前產品已與三大零售商

Zara、Gilt 和 Bopnobos配合進行測試，預計

未來一年會導入於十幾個倉庫使用。

除了倉儲，也有將物流機器人應用於醫院場

所與飯店，如 Aethon( 美 ) 的醫院物品運送機

器人 TUG，一向以經濟實惠自居，可以在複雜

與動態的醫院環境下自主導航與移動，透過無

線電波將電梯門打開，並為病人運送藥物、餐

點與床單，目前全球已超過 450台銷售量，新

一代 TUG添加即時定位與地圖構建（SLAM）

技術與聲納感測器的數量，隨著雷射掃描器與

其他零組件成本下降，TUG可以更安全可靠。

未來 Aethon 將著手使機器人可以自行找到推

車，自動上貨與卸貨，完全不須人為干預，如

果成功，將會是機器人產業技術一大突破。

圖六、物流機器人產商代表

資料來源：美國「機器人商業評論」，MIC整理，2017年 09月

4.  其他特定領域服務型機器人

專業用機器人相較於個人 /家用型機器人類

型較少，一般應用在賣場、機場、飯店等公關

類機器人，如：商務迎賓機器人、機場導覽機

器人、移動刊版廣告機器人等，此類型產品雖

然本質上大同小異，不同之處在於添加不同應

用軟體功能，以貼近不同情境場所需求，但目

前看似行銷宣傳效果仍大於實際應用，儘管如

此，當中也不乏吸睛的產品，如：Segway 的

停車管理機器人 Loomo，與知名車廠 BMW合

作，基於平衡車原理，除了引導車主到指定空

位停車，節省車主找尋車位時間，還可搭配車

子本身自動駕駛技術，幫車主完成最後一哩路

的停車動作，雖然還在測試階段，但流暢度非

常高，完全不須人為干預，是少數能提供實際

解決方案的機器人。Loomo採 Android開放平

台並提供開發軟件（SDK），內建 lntel Atom

四核心處理器，配置 RealSense 深度攝影鏡

頭，4+1麥克風模組，最大時速可達 18km/h，

續航力可達 6~8小時等，使機器人具有視覺、

語音、自主導航、聯網、人機互動、硬體擴充

六大功能，以便後續增加更多使用可能性。根

據 Segway 公布數據顯示，目前 Loomo 開發

者主要集中在消費者服務、醫療養老、遠程協

助、遊戲、教育與 AI應用等領域方面發展，目

前 BMW是首批開發者，預計不久後就可以看

到 Loomo更多的應用。

四、服務型機器人發展趨勢

服務型機器人未來產品發展趨勢可從幾個面

向來看，分別是重點國家、業者、產品與功能：

1.  美國科研實力與市場規模皆略勝一籌，

將持續主宰產品發展

觀察廠商名單可以發現上榜企業以美國公

司佔大多數，雖然日本機器人產業發展歷史最

悠久，但商品化需要市場有足夠的需求量來支

撐，而我國與日本面臨一樣的情況，就是市場

規模太小，所以儘管美、日科研技術實力相當，

美國從原型機到商品化的能力卻略勝一籌，因

此目前是美國在主導整個服務型機器人的市場

發展。而中國大陸近年隨著科技水準提升與資

本投入增加，除了不斷併購國際大型機器人公

司，本土亦出現實力堅強的機器人公司，如新

松機器人和深圳的大疆，後者目前已是全球無

人機的龍頭廠商，實力亦不容小看。

2.  家電大廠進軍機器人產業建構智慧家庭

生態系

2016 年機器人產業年度大事莫過於中國大

陸最大家電廠商美的集團拿下機器人四大家族

之一的 KUKA，當時輿論還在納悶一個家電大

廠為何要併購工業型機器人廠商，如今在 2017

年又可發現許多家電龍頭廠商推出機器人產

品，LG 集團開發四款涵蓋家用與商用的機器

人、Panasonic 推出陪伴型機器人、Bosch 推

出居家助理管家機器人、海爾將機器人納入智

慧家庭生態系一環等，皆可看出家電大廠積極

進軍機器人領域的野心。可見家電大廠發布新

款機器人並非偶然，主要在藉由機器人整合其

他智慧家電發展專屬於自身的智慧家庭生態體

系。

機器人逐漸演變成擁有操控智慧家電功能，

並可記錄用戶喜好、收集用戶第一手使用資訊

的多功能裝置，作為智慧家庭重要一環的樞紐

角色也不言而喻。短期來說，一旦消費者習慣

透過機器人作為溝通智慧家電的方式，消費者

會更有意願採購同品牌旗下其他系列產品。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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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家電業者有機會打造專屬智慧家庭品牌以

及新的生態網絡，吸引更多廠商合作，開發更

多家中智慧應用。隨著越來越多家電業者布局

推出機器人產品，未來智慧家庭的樞紐地位之

爭將更趨激烈。

3.  物流、醫療與互動型機器人仍將是產品

發展主流

觀察廠商發展方向可發現服務型機器人未

來趨勢仍將以醫療用機器人、互動型機器人、

物流搬運機器人為主流。尤其是物流相關領域

機器人，過去在生產工廠裡已有許多實績與成

效，隨著工業機器人逐漸轉往服務領域發展，

在倉儲、醫院、大型賣場與飯店等領域，物流

搬運機器人都有明顯需求；教育娛樂、陪伴、

導覽等互動型機器人也將隨著大型業者加入而

蓬勃發展，如軟銀 Pepper、宏碁 Zenbo、jibo

等。又因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專業醫療設備、

照護、手術等高單價機器人應運而生，除了

Intuitive Surgical 達文西機械手臂，其他大廠

也紛紛積極卡位，並透過法規認證與專利設立

高進入門檻，保障企業日後盈餘。

除此之外，觀察 2017 年機器人產品發現，

有三類機器人雖分別歸屬於不同類別，但無論

在外型與功用上皆為相似，分別是陪伴型機器

人（包括教育機器人）、居家助理管家機器人

與商用公關型機器人（含：商務迎賓、機場導

覽、移動電子看板等）。如果合併成一整類來

看，可以統稱為社交互動型機器人，此類型機

器人在外觀上有著類似人類的特徵（臉部 +軀

幹），核心技術皆含有與人類互動的功能。

4.  語音互動、情緒辨識、AI人工智慧是未

來產品功能發展重點

服務型機器人強調記憶用戶的聲音與面孔能

力，達到客製化目的，進而與用戶互動交談，

透過判讀臉部表情與聲音情緒，機器人可以安

圖七、Amazon KIVA

資料來源：Amonzon、MIC整理，2017年 9月

慰用戶或探討時事議題。這類機器人除了提供

人類生活上的協助及執行任務，也強化與用戶

建立情感交流。針對高齡少子化社會發展，此

類服務型機器人鎖定高齡老人，與銷售人員、

導覽員等使用，以填補工作人力空缺。

服務型機器人設計目的就是為了協助人類完

成更多的事情，基於此一條件，機器人需要感

測環境與理解人的行動而做出適當的反應，因

此機器人需要更智慧化，而這有賴於 AI人工智

慧的進展、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辨

識與圖像辨識等相關技術的進步，也是未來整

個產業發展的重點。然而，無論是透過各式語

音或是添加額外面板等介面進行控制等，產品

差異之處則在上述基礎上添加移動導航、圖像

識別、表情回饋或是四肢機構件等其他軟硬體

技術，滿足不同應用。但因為基礎技術互通性

高，產品分類界線亦趨模糊，廠商彼此橫跨的

機率也較其他類型機器人高出許多，惟此類型

產品下游應用端需求尚未明確，誰能實際解決

用戶需求，誰就能開拓出一片藍海。隨著越來

越多品牌業者投入開發，未來會有更多這類型

機器人產品出現，且橫跨家用與商用領域。

五、我國服務型機器人發展建議

台灣服務型機器人投入已有相當長的時間，

累積了豐沛的技術能量，但過去在技術、市場

與應用情境尚未成熟下，產業曾沉潛過一段時

間，隨著 2015 年起包括 AI 人工智慧、日本

軟銀 Pepper、Zenbo 等對話型機器人話題帶

動服務型機器人熱潮再度席捲而來，加上上游

晶片與更多軟硬體大廠 / 新創業者投入，為產

業注入新能量，也帶動原本耕耘多年的我國機

器人業者以及 ICT大廠又重新投注資源發展新

產品，未來滲透到各垂直領域只是時間上的問

題，並且有機會往更多家庭拓展。然而服務型

機器人應用市場眾多，加上技術門檻、大廠專

圖八、Segway Robotics的 Loomo停車管理機器人

資料來源：CES、Segway Robotics，MIC整理，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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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布局以及產品規格各異其趣，我國業者在產

品策略上應有著不同考量點。

醫療機器人單價較高，但由於資金、技術、

驗證等門檻相對也高，目前國內只有少數大型

企業有能力進行製造，為了避開國際大廠主

導商品，國內上銀醫療機器人團隊提升關鍵零

組件自有率以降低成本並掌控品質，同時選擇

以洗澡、復健、腹腔手術機器人等周邊醫療用

輔助設備為主要開發品項進行研發，目前已獲

得不錯的內、外銷實績，其他業者也改以醫院

庶務型機器人為主要研發方向，如藥品清點分

裝、醫院物品遞送、血液分析等，避開具醫療

效果的產品，改開發醫院庶務用機器人，目前

來說是不錯的切入策略。

互動型機器人是國內廠商參與研發最多的品

項之一，因具備靈活肢體、情緒辨識、移動能

力、與人互動等功能，因而成為話題性與吸睛

度最高的產品。而不同於日本以仿真人形產品

為主，國內互動型機器人外觀較多樣，業者強

調軟硬體整合能力，累積相關產業經驗發展出

高實用性產品，滿足終端用戶需求，如新光保

全型機器人，憑藉保全業多年經驗，更了解終

端用戶使用需求，引進機器人廠商協助開發更

貼切於消費者需求的產品，目前也是少數量產

型的產品。

物流型機器人由於國內應用端市場尚未明

確，國內廠商開發目的在於展示機器人相關技

術與整合能力，再依客戶需求進行客製化調

整，因此價格較高，目前尚無量產型商品。但

因過去國內開發機械手臂能量已具備，目前業

者擬結合移動平台 +手臂型產品，導入國內最

強之電子產業 ( 搬運晶圓盒、精密組裝、電路

板記憶體插件，或 SIM卡插槽拆卸等 )進行應

用，負重能力與移動速度是此類產品主要勝出

關鍵，添加機器視覺與手臂是目前發展主流，

可取代噴漆、焊接、搬運、組裝等工作項目，

並可同步蒐集產品條碼、生產履歷、光學檢測、

使用里程、良率、設備狀態等關鍵數據，進行

遠端決策管理。業者可藉由移動導航為基礎平

台，搭載平板 /人機介面 /RFID/升降機 /牙杈

等物件擴充功能，增加此類產品應用可能性

除了業者可深入掌握特定應用需求情境，發

展更具實用性的產品外，我國產業界的合作以

及與學界 / 法人的聯繫也可以強化，帶動技術

能量的提升。我國服務型機器人的拓展若有政

府與公協會領頭，整合國內技術能量促成上下

游之間產業合作機制，並在特定場域提供業者

進行產品展示與實際提供服務，取得更多在技

術與使用體驗上的回饋，再由學界以及法人共

同協助優化，對我國服務型機器人之發展將產

生更大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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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智慧零售發展趨勢
文∣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張筱祺

儘管近年全球零售產業在 2008、2009年金

融海嘯過後雖逐漸復甦，然而自 2011年開始，

產業營業額成長率逐漸趨緩。

以美國零售市場而言，2011 年零售業成長

率約為 7.5%，至 2015 年已衰退至 1.9%，

而中國大陸零售市場之成長率亦從 2011 年之

18.5%逐漸衰退至 10.7%，台灣零售業亦面臨

同樣的走勢，顯示產業面臨嚴峻的經營挑戰。

自工業革命後，零售科技便開始陸續發展，

然而早期科技運用之層面多半在後端，即營運

面的部分，例如企業資訊系統、供應鏈、庫存

管理等，運用重點在於藉由科技的幫助提升後

端營運效率。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網路、社群媒體、互

動體感等科技之發展，消費者變得更加聰明、

更加全副武裝、資訊落差越來越小、對購物體

驗的要求與期待越來越高，使零售業者也開始

注重面向消費者之科技應用，如行動購物、行

來受到全球零售產業成長趨緩的影響，近年

實體國際零售業者陸續傳出營收衰退、關店裁

員，甚至申請破產等負面消息。當中，以網購

相關之綜合百貨、3C、服飾業者之經營處境

相對艱困，包含 Best Buy、Sears、GAP、

Target、Target等，2014至 2016年之營收連

續三年衰退，而 Toys R Us（玩具反斗城）更

於今年 9月宣布申請破產。

零售業當前危機與挑戰

整體零售產業發展顯疲態

未來經營面臨成長挑戰

消費者行為改變

迫零售業者邁向智慧化

營收衰退、門市縮減、破產倒閉
實體零售經營危機不斷

事實上，零售業破產事件自 2010 年起即陸

續發生，2017年 1月至 9月美國更累積 18家

零售業者提出破產申請，當中超過一半是服飾

鞋類業者，且許多業者都有超過 50 年以上的

經營歷史。其中，3C 家電業者 RadioShack

（1921 年成立）、女性服飾品牌 Wet Seal

（1962年成立）皆曾在 2015年申請過破產保

護，在新買主接手後繼續經營，然而 2017 年

又分別進行第二次破產申請，顯示歷史悠久的

實體零售產業在如今以網路科技、電子商務為

核心的數位經濟中，已進入危急存亡的階段。

1

2

3
過去電商業者跨足線下零售雖然不乏先例，

然而多半是新創電商業者進行之短期實驗，如

快閃店（Pop-up shop），為產業所帶來的衝

擊感較低。

然而，近年來電商大廠 Amazon、阿里巴

巴與小米開始積極布局線下，陸續策略投資或

自行布建等方式發展實體零售，並挾網路本業

之 know-how 顛覆線下銷售場景，為顧客提

供新的服務情境，企圖引領新店型產生，如

Amazon Go、阿里巴巴之盒馬鮮生、小米之家

等。

從上述零售業發展現況與挑戰可知，近 20

年來電子商務以及其他創新科技的出現與發

展，快速地改變零售業環境，過去產業習以為

常的遊戲規則或標準公式可能已無法因應新的

零售環境，因此零售業轉型課題迫在眉睫，以

下將分析國際零售通路業者面對此一智慧化轉

型挑戰之因應策略，並歸納三點關鍵趨勢。

(1) 量販零售通路 Walmart

在線上的部分，除了自營 B2C 平台及經營

結合第三方賣家的 Marketplace，2016 年起

陸續收購許多新創電商平台，包含綜合電商

Jet.com、鞋類電商 Shoebuy、戶外用品電

商 Moosejaw、女性服飾電商 ModCloth、男

性服飾電商 Bonobos 等，不斷充實網路零售

實力。而在線下的部分，Walmart 則透過在

實體賣場設置取貨櫃、取貨專區以及停車場取

貨服務，將線上與線下的資源進行整合。此

外，Walmart亦導入了許多數位化工具，例如

Scan & Go自助結帳、開發 Saving's catcher

比價 App等。

(2) 連鎖百貨 Macy's

在線上的部份，Macy's 同樣也是經營 B2C

網購平台、門市取貨的服務，在創新服務上

亦多有嘗試，如 2014 年開始與新創快遞公

零售通路端之智慧零售發展趨勢

網路大廠跨足線下

實體零售生存空間受威脅

實體通路數位化，傳統零售大廠

紛紛啟動 O2O轉型

動支付、店內體感裝置、自助結帳、chatbot

客服等。

4

表 1 、2017年申請破產之美零售業者

零售業者 成立年份 申請破產時間 行業領域

The Limited 1963 2017/1/7 女性服飾

Wet Seal 1962 2017/2/2 女性服飾

Eastern Outfitters 1967 2017/2/6 戶外用品

BCBG Max Azria 1949 2017/3/1 女性服飾

Vanity 1957 2017/3/1 女性服飾

Hhgregg 1955 2017/3/6 3C家電

RadioShack 1921 2017/3/8 3C家電

Gordmans stores 1915 2017/3/13 百貨公司

Gander Mountain 1960 2017/3/20 戶外用品

Payless 1956 2017/4/4 鞋類零售

Rue21 1976 2017/5/15 女性服飾

Gymboree 1976 2017/6/11 童裝用品

Papaya Clothing 1999 2017/6/15 女性服飾

True Religion Apparel 2002 2017/7/5 綜合服飾

Alfred Angelo 1930 2017/7/14 婚紗用品

Perfumania 1988 2017/8/26 香水用品

Vitamin World 1987 2017/9/15 女性鞋類

Toys R Us 1957 2017/9/18 玩具用品

趨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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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Deliv 合作，針對部分商品提供當日送達

（Same-day delivery）之服務。而在線下的

部分，由於 Macy‘s 是一間流行百貨公司，

品牌形象與定位偏重時尚與有趣，故也藉由數

位工具重新打造線下體驗空間，例如開發結合

圖像辨識技術之搜尋 App、導入運用 Beacon

技術的優惠應用 shopkick、及建構虛擬試衣

（Smart-fitting）等數位裝置。

(3) 家具裝修通路 The home depot

The home depot 近幾年亦嘗試許多數位創

新的做法，例如語音搜尋、圖像搜尋、AR 應

用等，較特別的是，由於家具裝修任務對專業

人員諮詢與溝通的需求較高，線下的專業服務

無法由線上取代，故透過數位工具的幫助，強

化線下客服的功能，例如讓現場人員配戴行動

裝置，隨時隨地可以進行連線對講、查詢庫存

等，如同虛擬助理在側，以提高現場客戶服務

之效率。

(1) Westfield之智慧零售發展背景

Westfield 是 1959 年成立於澳洲雪梨的購

物中心，並於 1960年在雪梨證交所（Sydney 

Stock Exchange）上市，現已發展為跨國性商

場管理集團，在澳洲、紐西蘭、美國與歐洲共有

35個大型購物中心，每年來客量達 4.1億人次。

由於感受到網路與數位科技逐漸對實體

零售產生影響，Westfield 在 2012 年 10 月

成立 Westfield Labs，將其定位為全球研發

中心，並將其設在位於熱門商業區之舊金山

Westfield。自成立以來，Westfield Labs在零

售科技創新發展上陸續獲得肯定，分別在 2014

年獲零售創新獎（Retail Innovator Award），

及 2015 年獲 Fast Company 選為 50 大創新

公司之一，並入列零售業前十大創新公司，是

當中唯一之實體零售業者。

(2) Westfield之智慧零售策略作法

Westfield Labs在發展智慧零售的過程中，

嘗試許多策略性作法，包含：

 ■ 打造導購電商平台

2013 年 Westfield Labs 將經營 3 年之網站

由交易平台改為線上搜尋中心（searchable 

mall），針對偏好實體購物之消費者，提供完

整的分店資訊，以增加線下到店消費的人流；

針對網購消費者，則導流至各零售官網，不與

零售夥伴爭利，並從中抽成，無論在線上與線

下都貫徹購物中心的核心「導流（affiliate）」

功能，避免實體與虛擬相互侵蝕，同時也能夠

蒐集消費者網路瀏覽行為，累積相關數據庫。

 ■ Digital Storefronts數位門市

2013 年 Westfield Labs 將經營 3 年之網站

由交易平台改為線上搜尋中心（searchable 

mall），針對偏好實體購物之消費者，提供完

整的分店資訊，以增加線下到店消費的人流；

針對網購消費者，則導流至各零售官網，不與

零售夥伴爭利，並從中抽成，無論在線上與線

下都貫徹購物中心的核心「導流（affiliate）」

功能，避免實體與虛擬相互侵蝕，同時也能夠

商業模式創新，Westfield
從百貨業跨足零售科技服務業

趨勢2

蒐集消費者網路瀏覽行為，累積相關數據庫。

■ Dine on Time點 /送餐服務

2014 年 Westfield Labs 開發一款點餐、送

餐 App，集結購物中心美食街各店家之菜單，

消費者在線上點餐後，會顯示餐點預計完成時

間，並可選擇自行取餐或快遞配送，免於排隊

浪費時間。此外，Westfield Labs除了開發面

對消費者端的 App外，亦提供內建接單系統的

iPad給各美食街商家，讓業者可以據此履行訂

單。

 ■ Bespoke新創空間

2015 年 Westfield Labs 成立一個集合零售

商場與科技的新創空間 Bespoke，主要有三

大功能：共創空間（Co-working）、展示場域

（Demo）、活動場館（Events）。Westfield 

Labs 主要希望透過 Bespoke 形成一個零售科

技的生態系或創新社群，藉由其黃金地點的商

業空間資源，以及每年千萬人次之消費者，吸

引傳統品牌零售業者、零售科技新創公司、軟

體解決方案大廠、電子商務平台進駐或匯聚，

並帶進新想法、新內容，或者促成新的合作等。

 ■零售創新加速器計畫

2016 年 Westfield Labs 與 R/GA Venture

共同啟動一項以零售科技創新為主的創新加速

器計畫 Connected Commerce Accelerator，

無論在育成標的或導師資源上，都是圍繞在

零售此一核心主軸。Westfield Labs 與 R/GA 

Venture選出 10家新創團隊，進行 3個月的輔

導，提供每團隊 12萬美元（約 38萬新台幣），

並有來自零售、電商、創投等領域企業導師之

創業指導，Westfield Labs則在當中扮演資源

串聯的重要角色。

電商大廠跨足線下，Amazon、
阿里巴巴企圖引領新店型

趨勢3

2016年 12月 Amazon推出無人商店 Amazon 

Go，2017年 7月阿里巴巴推出淘咖啡，兩大網

路巨擘帶起媒體與大眾對於電商大廠跨足實體，

以及所謂新零售之關注。事實上，Amazon並非

去年才在線下開店，2015年即開設第一家實體

書店，而阿里巴巴也非今年才推出淘咖啡，自

2014年起便陸續投資線下零售通路，包含入股

銀泰百貨、蘇寧，投資生鮮超市盒馬鮮生等，顯

見兩業者在線下布局之腳步早起默默啟動。

 (1) Amazon Go之運作概念

Amazon是由電商起家，因此對於消費者在網

路上的行為有很細緻的掌握，包含從開啟網頁、

(3) Westfield之商業模式創新

Westfield Labs 在 2012 年成立之初是作為

內部研發中心的角色，在歷經 5年的時間內，

透過各項實驗計畫、新創空間、加速器計畫

之運作，運用本身所累積大量的零售 know-

how、以及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實體賣場，為

零售科技創新應用打造出一個很好的試練場

域，並進一步發展成為獨立事業體。

2017年 3月Westfield Labs更名為Westfield 

Retail Solutions，將多年的零售科技經驗輸

出，開發外部的商業客戶，如機場與旅館。目前

Westfield Retail Solutions之四大解決方案包含：

智慧停車、產品搜尋、導航與數位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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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加入購物車、刷卡結帳到登出，每一路徑

皆能清楚掌握。

事實上，無人商店 Amazon Go之概念亦如同

網路運作模式，Amazon將原先網路「凡走過必

留下痕跡」的概念搬到線下銷售場域，透過手機

App、Beacon、貨架攝影機、重量感應、AI演

算等技術，將線下每一個採購流程如實記錄下

來，而這些都是以往傳統實體零售業者所無法掌

握，或疏於掌握的數據。

Amazon透過掌握大量實體消費者行為數據，

配合貨架商品與庫存資訊，透過數據驅動進一步

形成「無人」、「免排隊結帳」之實體購物樣貌。

(2) 盒馬鮮生之運作模式

盒馬鮮生在線下的領域，主要是銷售生鮮產

品與提供餐飲服務。生鮮產品為中高價格帶，並

有標準化分類與包裝，打造高端生鮮超市形象，

同時提供消費者選購生鮮產品後可於現場烹調食

用，增加線下體驗與停留時間。

在線上的部分，盒馬鮮生經營行動電商與熟食

外賣。電商服務主要是讓消費者透過手機下單，

並由門市發貨，透過門市內自動化倉儲的設備、

專門的撿貨員與配送員，支援線上的快速出貨，

以達到五公里內最快可 30分到貨之目標。

在線上與線下整合方面，為了讓線上與線下體

驗擁有一致性，盒馬鮮生透過 App工具，讓消費

者可以行動下單，在線下場域亦可即時查詢生產

履歷，並透過支付寶統一付款工具、電子標籤讓

線上線下價格同步。

盒馬鮮生線上線下的同步經營，並藉由零售科

技的協助，累積大量中高端消費族群之日常消費

數據，進一步分析大數據與挖掘廣告行銷價值。

(3) 電商大廠跨足線下之影響

目 前，Amazon 所 布 局 之 線 下 通 路 包 含

Amazon Store、Amazon Go、併購而來之全美

Whole Foods門市，已累計近 500間，而阿里

巴巴所投資布局之線下通路，如銀泰百貨、三江

購物、盒馬鮮生等，亦累積超過 5,000間。

電商大廠跨足線下對實體零售的影響，除了經

營模式創新之外，過去所併購、投資建立的通路

都可被視為其地面部隊。以 Amazon為例，在併

購Whole Foods後，Amazon很快宣布三項作法：

商品組合打通，Whole Food產品上架 Amazon

平台銷售，Whole Foods 門市銷售 Echo 與

Echo Dot；會員系統打通，Amazon Prime會

員與Whole Foods門市 POS系統整合，Prime

會員可享特殊折扣；物流服務打通，Amazon 

Fresh提供生鮮產品配送，Whole Foods門市將

設 Amazon取貨櫃，提供網訂店取或退貨服務。

因此，未來這些電商業者透過與線下通路的商

品、會員、物流資源互補與打通，例如可快速擴

大營運規模，有助開發新客源，甚至提高對供應

商的議價能力，後勢發展具一定之威脅性。

除了實體零售、電商大廠對虛實通路各有布

局之外，近年與數位零售、智慧零售相關之科技

應用，如行動應用、機器人、AR/VR等，亦是

相當受到矚目之創業題材。

技術服務端之智慧零售發展動態

行動科技結合群眾外包，

貨架資訊偵測更即時

在傳統零售場域中，現場門市人員之日常經

營業務繁忙，且門市的貨架資訊蒐集或盤點仍

然仰賴人工和手工報表紀錄，所需時間很長，

亦無法獲得即時性資訊，因此市場策略回應的

速度也變得較慢。許多新創團隊為協助零售業

者解決此一痛點，而推出創新貨架資訊偵測解

決方案。

美國新創公司 GoSpotCheck，2011 年成

立，目前創業資金已累計約 2,600 萬美元。

GoSpotCheck 主要是以品牌零售業者為目標

客戶，如食品品牌 Dannon、運動服飾品牌

Under Armour、嬰兒食品品牌 Gerber、運動

休閒鞋品牌 Crocs、麵包品牌 Panera、葡萄酒

品牌 Terlato Wines等皆為代表性客戶。

GoSpotCheck 主要之產品為現場貨架即時

情資蒐集的行動軟體，品牌零售業者可以透過

手機軟體，創建各種數據蒐集任務，例如商品

陳列位置、貨量情形、價格正確性、競品位置、

促銷等等，可以蒐集數量、價格、日期等資訊，

甚至拍照圖片亦可被系統性地歸納與分析。

GoSpotCheck之另一項特色為運用群眾外包

的概念，將原先需要由員工執行的資料盤點與

蒐集任務外包給眾多的消費者，讓消費者能夠

邊逛街邊賺取外快（每次任務約 5美元 /人）。

「行動科技 +群眾外包」的概念可見於許

多新創公司之創業構想，如美國的 Mobee、

Observa、法國的 Clic and Walk等，亦廣受各

類零售業者所運用，如快銷品（FMCG）零售

Simply Eight、L'oreal Paris、餐飲業者 Flying 

Apron、McDonald's、汽車業者 Hyundai等。

機器人當道，客服、盤點、市調更自動化

近年機器人在各產業之相關應用相當受到矚

目，不僅有實體機器人可在工廠、門市等實際

場域運作，亦有在網路情境下運作之聊天機器

人（Chatbot），應用面向相當多元。

新創公司 Fellow Robots，2011 年成立，

其所研發之零售機器人 NAVii主要用於現場客

戶服務。若顧客若找不到商品，可以向 NAVii

詢問，機器人會自動帶顧客至商品所在地。

此外，Fellow Robots 最大的特點是能通過語

音辨識及語意分析來理解顧客之搜索目的，同

時觸控螢幕上亦提供輔助選項，用於糾正或擴

展語音搜索的結果。Fellow Robots 目前客戶

以手工具、五金相關零售業者為主，包含英

國勞氏集團 Lowe's、日本山葉發動機株式會

社 Yamaha、美國五金工具零售品牌 Orchard 

Supply Hardware等。

新創公司 Simbe Robotics，2014 年成立，

其所研發之機器人 Tally主要用於貨架追蹤與盤

點。Tally每小時平均能夠獲取 1.5萬至 2萬筆

產品資訊，相較於傳統員工盤點的方式需要花

上 20 至 30 小時的時間，Tally 在 30 至 40 分

鐘內即可完成所有貨架的掃描工作，大幅提高

經營效率。此外，Tally能夠在店內移動的情境

下，同時掃描貨架上商品狀況，並將即時貨架

影像上傳至雲端資料庫，與理想貨架狀況進行

比對，一旦發現差異後，會將報告傳給店經理。

新創公司 Claire，2015 年成立，Claire 是

一款 Facebook Messenger機器人，主要用於

市場調查與新產品預測。Claire透過提供聊天

連結（chat link）給消費者進行對話與調查，

Claire 機器人會分析與消費者的互動，提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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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對產品準確的見解。透過與 AI Chatbot

的對話，數以百計的消費者能即時回饋商品的

樣式、顏色、品味是否符合消費者的喜好。

Claire 擁有比起傳統市調 10 倍多的參與率以

及 5 倍多的準確率，並準確地做出存貨與銷

售量的預測，大幅減低超額採購的情形。目前

Claire 之代表性客戶包含時尚品牌 Rebecca 

Minkoff、流行鞋品牌 Soludos、百貨公司

kohl's等。

商用 AR/VR，
零售門市設計與測試更擬真

法國 AR 解決方案公司 Augment，2011 年

成立，目前創業資金已累計約 480萬美元，代

表性客戶包含寵物食品品牌 Nestle Purina、

知名飲料品牌 Coca Cola、電信解決方案供應

商 Nokia Networks、法國廚具品牌 T-fal、德

國廚房電器製造商 Krups、美國航空器製造商

Boeing 等。Augment 所開發之 App 利用擴增

實境技術結合 3D 模組與現實場景，可依據使

用者需求拖拉或縮放物品大小，讓使用者即時

了解物品擺在現實場景的情況，協助使用者了

解商品的功能與實用性。

美國 VR解決方案公司 InContext Solutions，

2009年成立，目前創業資金已累計約 4,250

萬美元，代表性客戶包含：科技公司 HP、

美 國 酒 商 E.&J. Gallo Winery、 英 國 消 費

品 公 司 Reckitt Benckiser、 美 國 食 品 公 司

Mondelez、美國日常用品公司 P&G、英國酒

商 Diageo 等。InContext Solutions 主要利用

VR 技術開發一虛擬店鋪平台 ShopperMX，

零售業者可在平台上測試新的實體店面創建想

法，如貨架陳列情形、動線規劃設計、商品包

裝呈現等，並針對購物者透過 VR裝置在虛擬

實境中所獲得之回饋進行評估和改進，最後再

將其推廣至市場。

科技進步為零售業帶來很深的轉型焦慮，業

者無不希望透過對零售科技應用趨勢的了解，

尋找轉型的方向與解決方案，然而零售業者在

追求創新轉型的同時，也必須退一步檢視企業

本身，正視並解決內部的創新阻礙，包含心態

面、營運面、操作面等各方面之挑戰。

零售業的核心 KPI是創造營收，並不適合做

科技創新，因此在科技的投資上除非可立竿見

影，否則就不會放在優先考慮之列。此外，目

前業界在智慧零售的成功模式尚未摸索出來，

現行導入的科技應用或有亮點，卻未必能解決

痛點，故多數業者還在觀摩階段，較不願自主

投資，觀望心態濃厚。

許多零售業者之經營規模較小，主要的投入

都在日常營運中，沒有資金與時間尋找合適的

資訊服務廠商、進行科技投資，又或有些零售

商只有商品，沒有場域，沒有機會與能力進行

台灣智慧零售之發展挑戰

心態面

營運面

零售業是科技追隨者，

不是創新者

忙於日常營運、

虛實共識不易建立

數位經濟下之零售科技即數據科技，傳統零

售與電商相比有很大的數據落差，因此數據填

補為傳統零售業進行數位化轉型之首要任務，

未來才有可能進一步挖掘數據價值、做更好的

分析決策，面對智慧浪潮的挑戰。

零售業者累積大量的零售 know-how、以及

首先是「實體與虛擬」的界線越趨模糊，新

店型對傳統零售通路帶來挑戰，電商大廠分別

挾帶黏著度高的網路用戶、特殊產品與服務的

優勢進軍實體零售，可能會影響傳統通路對供

應商的議價力，線下消費市場遭分食的情形亦

可能愈加明顯。其次是「零售與科技」的界線

越趨模糊，以往零售業者與資訊業者在經營本

質與能耐上有很大的分野，在智慧零售浪潮的

推動下，不論是實體或網路零售業者亦轉化輸

出其零售業的智慧資本，跨足成為數據公司或

解決方案提供者，與傳統資服業者相比，其產

業背景對需求方而言將更有說服力。

智慧化與數位化牽涉部門眾多，包含資訊

部、行銷部、招商部、電商部等，跨部門溝通

與合作障礙多。此外，智慧化與數位化需要搭

配新的科技工具、流程改善等，因此相關設備

建置費用、人員的數位素質養成與再教育等，

都需要額外投入時間與經費。

未來展望

操作面

科技

採用面

經營

模式面

產業

競爭面

部門溝通、設備建置、

教育訓練，智慧化相關成本高

數據填補與累積

先於科技創新應用

不只做零售，亦可

是科技整合者、創新育成者

競爭界線將越趨模糊

智慧零售。此外，線上與線下業績的認列與分

配機制不易達成共識，包含虛實營收的認列、

網購七天鑑賞期等相關成本的分攤，無論是線

上與線下從業人員的溝通，或通路商與品牌商

的溝通，都需要很長的時間，且不易達成共識。

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實體賣場，是零售科技創

新應用很好的試練場域，因此零售業者除了透

過數位化工具提升本業效率與體驗外，亦可思

考新的經營角色，甚至發展新的商業模式，在

智慧零售中扮演更積極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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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的發展從最初只要有好的地點與商品，就能吸引消費者前來實體商店購買，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比商品還要重要。

智慧零售
趨勢與解決方案

文∣明基智能 智慧零售事業部 鄭家樑

第二階段是電子商務與線上支付的興起，

亞馬遜與阿里巴巴等等，輔以支付寶、微信支

付；手機或網路下單線上刷卡等等，使得線下

實體商店備感壓力，紛紛開啟線上商店但成功

的有限，使得實體商店營業受到衝擊，在美

國，實體零售店的消失，最直接的解釋就是亞

馬遜併吞了零售業。2010至 2016年，亞馬遜

在北美地區的銷售額，從 160億美元快速成長

至 800億美元，對比成立超過 130年的西爾斯

（Sears）百貨，2016年營收僅 220億美元，

代表在 6年內，亞馬遜的成長等於三個西爾斯，

Sears 從 2010 年累計超過 100 億美元虧損，

加拿大已於今年年初申請破產關閉 200 家門

市。更有甚者，美國約半數的家庭，都已成為

亞馬遜 Prime的會員。更大的原因，則在於消

費行為的轉變。長期以來，網路購物在媒體和

娛樂領域的發展快速，例如書籍、音樂、影片

的銷售；友善的退貨政策，也使消費者在網路

上購物更方便。此外，購物 App和行動支付、

錢包的出現，也讓手機購物更容易。自 2010

年起，行動商務佔數位支出的比例，從 1.8%

快速提升至 20%。

第三階段為透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新零

售」。由第二階段成功的線上零售業者，已擁

有線上銷售的大數據，開始進行實體通路的

布建。除提供消費者實體消費體驗外，更可

以減少物流倉儲的，投資。於是 Amazon 投

資 Whole Foods，除了原有商品外也在超市

內成立 Amazon 店中店，銷售智慧居家裝置

Amazon 在 San Jose的實體書店

無人商店

無人商店

無人商店

Amazon Echo、Echo Dot、機上盒 Fire TV、

Kindle電子書閱讀器與 Fire平板等產品；阿里

巴巴投資盒馬鮮生，強調 5 公里內 30 分鐘內

送達；最近淘寶投資大陸大潤發更引起業界震

撼。線上霸主擁有系統與訊息 ( 大數據 ) 整合

能力，線下實體店面更強化數據整合能力，更

精準地投放商品，更快速的將商品送達客戶手

上，且成本或售價更低廉。

第四階段的發展就很多發想與想像，包括無

人商店與餐廳；AR或 VR導入商店應用等等，

雖然有開始試點或體驗，距離大規模投放還有

待考驗。筆者參加 11 月初大陸重慶零售博覽

會，現場有近 10家廠商展「無人商店櫃」(看

起來就像在貨櫃裡消費 )，曾趨前詢問。包括

投資報酬率計算、安全性問題 (若遇竊盜或破

壞該如何處置 )、補貨盤點還需要人等等均無

法讓「投資者」放心，但其應用技術可提提升

實體門市的效率與減少人力，如自助結帳、刷

臉辨識技術與 RFID 等。畢竟消費是以「人」

為核心，當然也要有助消費額提升。之前阿里

巴巴開的無人商店變成吹免費冷氣的場所，使

得實際想消費的顧客不敢入內。

在台灣談智慧零售，很少能有發展的全貌，

目前線上業者與支付多在模仿大陸成功經驗，

所謂智能方案多很近似如「人流」、「熱點

圖」、「電子看板與播放系統」、「空氣品質

監測」、「Wifi 與 beacon 建置」，少從零售

業客戶「訪談」找出痛點，提供合適解決方案，

這方案不是標準品，需要修改方做部分客製，

並作平台整合，讓所有數據在平台上共享；這

不是硬體銷售，賣多少台 IPC( 工業電腦 )、

POS、displays(顯示器 )或 cam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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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solutions不成功

自助結帳櫃 Houston Airport Houston Airport Houston Airport自助結帳櫃

目前佳世達科技旗下明基智能零售解決方案

鎖定「連鎖店」、「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與

「快餐連鎖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從

零售第三階段出發，在消費前台強化平台整合

與數據分析，配合精準行銷提供VIP人員追蹤、

產品資訊提供、因應市場變化快速變價、自助

設備與軟體系統等等。以往同一場域內，如購

物中心、百貨商場、機場會就各方案會分別找

個別廠商，所以原本賣 POS 與 signage 各自

不相干，當有大型整合業者提出平台整合的智

能方案，原本標案變成是 solution標，都被整

合在這平台。如休士頓機場，整合業者去投放

iPad點餐、消費與結帳平台，要搭機的顧客在

登機口可以用 iPad 欣賞影片、玩遊戲、看新

聞並點餐；商店用 iPad 自助結帳。這些平台

的整合，正是明基智慧商業方案的核心。

方案的應用更重要的是客戶需要甚麼；我們

談如何增加顧客到訪率、抓住顧客，但客戶先

關心如何管理自己員工。談人流應用時，客戶

戶投注在表面的設備或網站的架設，忽略行銷

策略調整與改善、社群網路的整合應用、線上

及線下會員行為的整合分析、多元支付與交易

整合、顧客接觸位置、環境因素、影像辨識整

合等等。

當「購物導向」的消費，轉變為重視「個

人體驗」的消費，以「人」為核心消費正是

「solutions」的重點。當台灣「能服務人口」

持續減少，需要服務內容與項目增加，再加上

消費體驗，這正是零售業者勝敗關鍵。

除了台灣以外，明基智慧商業解決方案陸續

在中國大陸、東南亞與美洲配合當地合作夥伴

做「solution」輸出，也期待與國內業者合作，

達成台灣練兵，海外整體方案輸出的目標。

更關心員工上班效率，是否有主動服務，還是

相互聊天或店外抽菸；談自助點餐時，就有客

戶提到在日式居酒屋，當顧客喝茫以後，根本

無耐心平板自助點餐，一直按服務鈴要人員現

場服務，結果投放設備人力依然無法節省，但

如何及時通知與安排人員服務是「solution」

的重點。另外，所有的方案都需要提供數據與

分析給客戶參考，否則只是單向的方案，不能

形成決策依據。

除了前台外倉儲與物流也是重點，這是零售

業者的剛性需求，包括虛實物流整合、物流系

統數位化、及時補貨檢貨系統等等。試想線上

購物實體商店取貨，前一波蝦皮購物免運費造

成零售業者物流系統超出負荷；電子商務商品

塞爆超商門市等等，這也是明基智慧商業解決

方案的重點項目。

訪談客戶過程中常會有提到：「裝這些設備

或方案，ROI 多少，是否立即有效 ?」常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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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資通訊產業與智慧化居住空間逐漸受

到重視，延伸出智慧家居議題，以網路作為連

結，將與家居生活有關的各種子系統有機地結

合在一起使其發揮整體之服務，提供安全便利、

健康舒適的居家環境為訴求，提供人性化且舒

適之居住生活品質環境，以滿足現代生活需求

為導向。因應生活需求的智慧化居住空間為現

階段住宅設計的趨勢。智慧家居以住家為應用

場域，提供符合需求的生活功能，如安全防災、

健康照護、便利舒適、及節能減碳功能。而建

構這些功能，則須仰賴各種資通信與新科技產

品，透過基礎設施平台，進行異質整合及管理

維運，才能發揮整體功效，以提昇在內居住空

間品質，達成住家智慧化。

智慧家居以家庭為應用場所，整合網路、

中央控制整合系統等技術，將各種不同的感測

器透過中央管理系統與感知器等整合一共通平

台，此共通平台將居家生活內設施整合，進行

資料交換、分享與通訊，符合成員生活需求。

實現服務智慧化。智慧家居以家庭為平台，主

要服務項目可分為：6 大服務項目：「安全管

理」、「影像保全」、「智慧防災」、「環保

節能」、「情境控制」、「健康照護」，一次

滿足居家、安全、便利、健康、照護的需求。

我們將對 6大服務進行簡介，讓大家能更能感

受到智慧家庭已經逐步融入生活當中。

iHome2.0 多媒體影視對講系統，將傳統影

視對講設備間連接的複雜線路，使用網路線連

接即能運作；大幅降低線材使用與空間，符合

智慧建築標章內綜合佈線指標的規範。無論您

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網路 , 即能快速地在智

慧型手機使用 APP 遠端及近端的智慧控制操

作。智慧型手機下載 APP就可以收到訪客門鈴

呼叫，並且可以視訊影像進行對講，避免家中

無人接聽的狀況，確認訪客後，也可以進行遠

端開門。提供住戶在家與外出不同迴路的警戒

設定方式，裡應外合的軟硬體系統整合，既使

住戶不在智慧宅內，也能經由網路與訪客遠距

對講，提供家人宅內活動的安全。住戶可使用

本系統社區軟體功能，收到管委會公告訊息、

郵件領取提醒及公設預約等服務，取代以往紙

本張貼的方式，讓服務更便利與即時取得。

住戶需要新光保全 24H全年無休的保全監視

服務，不需更換室內對講主機，只要調整參數

設定後，可將異常訊號經由家中網路與送回新

光保全。

影像保全

決方案。利用無線通訊整合家中智慧電子門

鎖、紅外線偵測器、無線門窗磁簧 ..等裝置，

一旦偵測到異常，就能立刻通知相關人員。

除了固定式網路攝影機外，可利用移動陪伴

型益智型機器人，讓您監看可移動到您想看到

家中成員。

安全管理

整合家中煙霧、瓦斯、火災、氣體消防設備、

空氣品質感知器及地震感知器等各式防災感知

器設備，當家中有危險發生時，訊息回傳 24

小時值勤的管制中心，作後續保全服務。建築

物端安裝地震感知器設備，在 P波發生後，提

前偵測到參數，在 S波危害抵達前，透過雲端

及大數據運算，提供 iHome2多功能觸控主機

內發出預警訊息，並可依據使用者之設定來連

動設備，例如電梯可停靠於最近之樓層並可連

動喇叭、警示燈與跑馬燈顯示逃生路線等，或

切斷瓦斯或釋放門禁電子鎖具設備等，降低地

震帶來的二次損害。

息，監看家中用電狀況及記錄每月用電度數等

資訊，掌握用電情形，透過環境監控與電能管

理來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溫室效應議題，

再生能源發展已為關注焦點，臺灣因日照時間

長、適合發展太陽能，目前已著手規劃太陽能

建置計畫。

智慧防災

環保節能

配合不同活動類型，分別設定不同的燈光

模式氣氛，針對家中不同區塊需求進行情境控

制，並以 APP程式整合家中電器，一鍵即可操

控家中情境模式。除此之外，情境控制系統，

能針對人員所處室內位置，智慧調整光源及該

區域亮度，符合該區域光源需求。

行政院經建會指出，由於持續的低生育

率、少子化，加上國人平均壽命的延長，預估

2018 年，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36%，正式邁入國際慣稱的「高齡社會」﹔

到了 2026年，台灣更將走入「超高齡社會」，

高齡化的人口結構使得醫療服務與長期照護的

需求大幅增加，智慧家系統發展遠距居家照

顧。老年人口比率達 20.63%。在老年化與少

子化現象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日漸造成社會照

護人力不足，健康照護成為智慧居家空間的重

要應用之一。

新光保全智慧家居 
文∣新光保全系統業務本部 黃清彥

家中安裝網路攝影機後，可在任何地方可使

用手機等移動裝置，瀏覽家中人員與寵物活動

即時狀態，提供另一種智慧化影像監看服務，

讓您隨時隨地了解即時活動狀況。在不破壞既

有裝潢，提供另一種無線保全系統安全防護解

情境控制

鑑於溫室氣體所造成的全球暖化效應日益

嚴重，環保節能的生活離我們並不遠，許多動

作日常生活能立刻實行。住宅安裝智慧電表設

備後，可於 iHome 2 主機上顯示用戶用電訊

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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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議題，推出安心照護服務並配置

專業護理客服人員貼心照顧您家中長輩，提供

用藥提醒，定時健康量測數據監控分析，護理

師可在中心判讀數據，若有異常情況發生，將

透過電話給予個人化的照護建議。簡化照護主

機操作介面，以語音引導功能，長輩一鍵即可

操作。搭配一只無線手環或項掛，當長輩有人

身安全及救助需求時可透過手環、項掛或主機

的緊急按鈕向新光保全照護中心立即送訊。透

過無線感知器自動偵測，可了解長輩在家中活

動及平安狀況。長輩透過所攜帶的手環、項掛

可自動偵測外出 / 返家狀態，讓子女知道父母

親行蹤。服務採無線感知器偵測，不影響長輩

生活作息，提供有感服務。此外也提供居家清

潔服務，協助長輩維護居住環境。

針對大樓公共部分，提供社區健康照護，只

要透過悠遊卡在『健康照護網』量測管理平台

量測，住戶可上網查閱量測數據，若是血壓數

據異常或長時間沒有測量，系統會自動以 mail

通知提醒住戶，時時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智慧家居目的是要人們在建築空間中，享受

各種智慧化所帶來的便利與舒適。新光保全提

供智慧建築顧問服務，從事前規劃、事後 24

小時監控、全年無休的售後服務，全面提供智

慧建築客戶一條龍式的完整服務。符合智慧建

築標章八大評估指標：基礎設施指標的「綜合

佈線」、「資通訊通信」、「系統整合」與「設

施管理」，以及功能選項指標的「安全防災」、

「健康舒適」、「貼心便利」與「節能管理」，

讓建築物擁有智慧化，舉凡居家空間或企業

辦公環境，都可藉由智慧化提升舒適度與方便

度。

現在為跨平台、設備和產業的物聯網時代，

也逐漸習慣使用智慧化服務，智慧家居為下一

個藍海市場，資通訊相關業者逐漸走向整合

推動著此產業發展，由販賣產品逐步到販賣服

務。為此，新光保全堅守「智慧生活好夥伴」

的理念，推出「新保智慧家」相關商品和服

務，只要下載 APP，就能自行用行動載具管理

控制系統和家電等設備，讓每個人都有適合自

己的智慧服務，輕鬆擁有安心的智慧生活，期

以提供多元化的安全服務模式，為顧客解決生

活和工作層面的安全問題，並從質與量上不斷

精進，將高科技導入與現有服務結合，提供一

次購足的「全方位智慧家」服務，同時不斷創

新研發最先進的系統與設備，朝「從有線到無

線」、「從固定到移動」、「從類比到數位」

及「從有形到無形」的四大智慧化方向發展，

讓保全服務從傳統的「安全」產業，提升為未

來的「安心」產業，經由科技的日常應用，走

入社區、深入家庭，以老人、婦女與小孩為照

護服務對象，提供以人為本、個人化的全方位

安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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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T 思維經營市場！
東元家電不打行銷戰，技術打造讓
使用者「有感」的智慧家電

文∣東元家電事業部 唐秀鳳

智慧家電，是近年來家電業產品轉型的方向，從 2014 年就提出「雲端科技、全民
共享」概念的東元家電，是台灣發展智慧家電的先驅，藉由線上通路、年輕族群為

主的市場發展策略，東元雲端智慧空調越來越受到歡迎。

@：東元 eHome 接收盒：加裝後直接讓
冷氣智慧化

東元「雲端智慧空調」與其他廠牌最大差異

就是：將選擇權交還給消費者。

一般智慧家電多是將連網能力直接內建在設

備中，東元則是讓顧客決定要不要加購 eHome 

雲端智慧訊號接收盒，倘若顧客希望使用雲端

智慧服務，在加購雲端接收盒後，將其連接在

空調設備上，再於手機安裝 eHome App，就

能透過手機遠端遙控空調設備。 

東元家電部協理，同時也是東元智慧家電產

品推手的彭繼曾表示，東元在規劃雲端智慧服

務時，希望做到的不只是使用者單向溝通，空

調本身也要具備和使用者對話的能力，告訴使

用者目前的用電量、排程設定表（設定開關時

間）...... 等資訊，為使用者提供所需的服務。

因此，東元在 eHome App 設計了四大功能：

遠端監控、排程控制、用電管理、與忘關提醒。

像是以「日」為單位記錄冷氣機用電量，提醒

使用者做好用電量規劃，也可以讓使用者客製

化「舒適溫度預約排程」，依照季節、日夜需

求，預先設定冷氣機的運轉模式及偏好溫度。

當使用者忘了關閉電源或沒有定期清洗濾網，

App 也會主動發出提醒通知，幫助使用者兼顧

空調使用的舒適、節能與效率。

@：由 IT角度切入市場：不跟打行銷與殺
價策略

「在智慧家電這個名詞出現前，可能很多人

難以將 IT 與家電這兩個領域聯想在一起，但我

覺得空調設備本身，其實是一個高度需要軟體

化的產品，」

IT 背景出身的彭繼曾、面對家電產業有自身

獨特的看法。

彭繼曾進一步說明，當空調設備耗用的電力

越少（即越省電），壓縮機運轉的速度就會越

慢、越容易震動，連帶地運轉聲音就會越明顯，

此時就要透過軟體技術去控制壓縮機出力的方

向和扭力，空調才能夠省電又安靜，這是站在

產品設計的角度來看，如果從使用者角度，則

是要思考要使用什麼樣的軟體介面，才能讓使

用者很便利地去介接家電設備。

也因此，彭繼曾在推動東元智慧家電市場過

程中，一直站在 IT 角度來思考，如何透過軟體

驅動產品，為消費者提供更便利的服務，這也

是東元推出 eHome 手機 App 的原因。

這樣的市場切入角度，也與現行家電業者做

法也有很大的差異。由於家電已經是一個很成

熟的零售商品，許多消費者甚至不去通路現場

看實體商品，只要上網瀏覽產品介紹就能決定

要不要下單。

面對這樣的市場，大多數家電廠商選擇從品

牌或價格的角度切入：朝品牌行銷的方向發展，

透過廣告或代言人將產品植入人心；或是提高

供應鏈管理能力，藉此降低生產成本，用低價

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位。

「但是，這兩種做法都不符合東元家電的品

牌定位，」彭繼曾說，「在東元集團決定推動 

eHome 事業時，便已經定義自身是結合科技、

技術和智慧三大元素的家電品牌。」所以東元

從 IT角度切入市場，整合集團內部資源，包括

工業驅動、馬達控制、通訊、運算等能力，透

過資源整合來提高產品技術力，讓東元不只是

一個家電品牌，更是家電技術服務供應商。

@：以技術為最強基礎：連杜拜阿里發塔、
新加坡魚尾獅都選用東元產品

東元在產品技術能量上的優勢，不只塑造出

獨持的品牌定位，更讓東元在發展智慧家電服

務時，可以實現人性化智慧管理的目標，「智

慧家電的功能不必太廣泛，從使用情境出發，

讓使用者有感，才能引起共鳴」，彭繼曾強調。

所以，除了前述提到的雲端智慧服務外，

東元還針對特定族群需求去提供不同的功能，

用情境方式去跟消費者溝通產品功能。舉例來

說，有養寵物的使用者，比較在意冷氣有沒有

除蟎、提醒更換濾網 ......等功能，所以東元空

調可以自動偵測空氣品質，還會主動通知使用

者是否要更換濾網。

而雲端管理技術在家用空調設備市場上的成

功，讓東元進一步將其拓展到商用市場，彭繼

曾指出，商用空調原本就是東元家電品牌的核

心產品，不只在台灣市占率高達 50%，在國外

市場也建立起不錯的口碑，包括杜拜境內、全

球最高的摩天大樓——阿里發塔，國內大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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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板橋車站，機場航廈，學校及醫院等，

也選擇安裝東元的商用空調系統。在結合雲端

管理技術後，商用市場客戶可以透過單一平台

或 App管理用電量，有效掌握用電成本，制定

出更合理的契約容量，進一步用遠端遙控做好

需量管理。東元集團產品也遍佈海內外，新加

坡最知名吉祥物——魚尾獅，效率知名的新加

坡地鐵，智利及澳洲礦場，皆採用東元產品。

美國也有東元西屋馬達有限公司。

彭繼曾表示，未來，東元將持續透過多樣媒

體與消費者溝通，特別善用網路沒有版面、時

間與地域限制的特色，完整傳達東元智慧家電

的品牌精神及產品技術力，不只是要搶占年輕

消費族群，更希望翻轉台灣人習慣以品牌知名

度作為家電採購主要指標的思維，讓消費者購

買家電設備所支出的每一分錢都能用在提高產

品力，而不只是品牌宣傳上。

實際運用的智慧技術中 ,其中的兩個項目介紹

如下 ,

1.專利 SMART 學習型變頻控制技術

「TECO SMART」 智慧記憶省電技術， 可

達到 105%節電效率，超越國家一級能效。

2.節能型智慧空氣品質監控服務

東 元 電 機 以 LPWAN(Low-Power Wide-

Area Networks；低功耗廣域網路 ) 通訊技

術，建構「節能型智慧室內空氣品質物聯監

控服務」平台，提供用戶 HVAC設備節能監

控，並且達到室內良好空氣品質的服務。此

平台已經應用於醫院、旅館及大樓等場域，

提供使用者舒適環境 (溫度、濕度、CO2、

PM2.5等 )，同時兼顧 HVAC設備節能及空

氣品質的最佳化。本平台以數據服務為主，

提供能源管理、室內空氣品質及設備預防保

養等服務，特點如下：

以 LPWAN 解決場域佈線成本，智慧監

控空調用電、空氣品質並降低維護成本。

不 干 擾 場 域 設 備 通 訊： 本 平 台 採

LoRa 模組，使用的頻率為 922-926 

MHz(26dBm)，和常用的 2.4G 頻率不

同，不易干擾設備。

網路安全性高：以 LoRa 網路串接物聯

網設備 (AES加密 )，和場域資訊網路實

體隔離，避免 IoT 終端設備遭受攻擊衍

生可能的資安問題。

建置及管理成本低：LoRa 為長距離低

功率技術，適合大量設備監控。星型網

路架構管理便利，1台 Gateway便可管

理 1棟大樓，串接超過 1,000 個節點，

降低營運成本。

東元以全領域空調結合空氣物聯感測，研

發「節能型智慧空氣品質監控服務」，同時提

供使用者節能及舒適環境（監控溫度、濕度、

CO2、PM2.5等 )。

圖一、節能型智慧室內空氣品質物聯監控服務

關於東元家電

1956 年，東元以馬達起家，穩健紮根 14 年後跨入家電事業、資訊、通訊、電子等

多角度的領域，目前事業版圖橫跨全球五大洲、四十餘國。

而跨足家電事業以來，除了製造冷氣機、電冰箱、電視機以外，東元家電也以數位化、

網路化的技術發展逐漸成為台灣知名的家電領導品牌。同時期許自己未來除了戮力於高

科技事業拓展之外，也能專注於國際市場開拓，建構一個宏觀且高品質的世界級品牌。

Ⅰ

Ⅱ

Ⅲ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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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明協作機器人

工業自動化最佳利器
文∣達明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王若喬

2017 年為協作型機器人元年，IFR 最新公

布的全球機器人報告更預測，到 2019年為止，

全球各大工廠部署工業機器人的總數將會超過

260萬台，相較於去年數量將多出上百萬台。

未來各產業導入自動化需求將大幅攀升，如電

子業、鞋業、紡織、半導體、光電產業等大廠

皆積極投入自動化製造和工業 4.0行列。達明

機器人配備手腦眼完整合一的機器人系統、簡

單直覺的操作，實現機器人可隨時換線工作的

高彈性，降低整體建置和後續維護成本，無論

是大型工廠或是中小企業，達明機器人是導入

自動化的最佳選擇。

全球第一內建視覺協作機器人

達明機器人 TM5 為全球第一內建視覺辨識

的協作機器人，將以往工業機器人的手、眼、

腦三個分開的系統整合為一，提供精密機械組

裝如手機拆裝和精密螺絲鎖固，讓以往需要整

合不同設備繁複的工作流程，現在透過內建視

覺讓機器人自己能辨識方位、自我調校座標和

執行視覺任務，可隨時針對現場狀況微調，機

器人就不會因為物體移動、座標位置改變而又

需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成本重新調校，因此大

幅增加使用彈性和降低維護成本。

優異視覺辨識 TM獨家 Landmark技術

達明機器人 TM5 應用解決方案配備移動工

作臺車，可視現場情況調整位置，不須固定於

流水線。透過智慧視覺精准定位，能克服產品

小範圍位移，且多項應用解決方案皆能與現有

產線設備快速整合。此外，透過 TM 專利 3D 

Landmark功能，TM5能快速判讀站別工作桌

之位移，並重新校正點位，具快速換線、高柔

性生產之功能。

手眼力 /精密螺絲鎖附 /手機組裝 應用解
決方案

此外 TM5 可執行高精密度任務，例如精細

到需要用針才能取出的手機 sim卡，達明機器

人 TM5都可以輕鬆完成。產品應用如市場詢問

度非常高的車用電子多面鎖附，六軸機器手臂

配合自動鎖螺絲機，利用優異視覺辨識螺絲孔

位元完成鎖固，更能即時通知卡芽、滑芽等組

裝情況，並讀取條碼，將條碼內容、螺絲鎖附

履歷、全檢資料獲取，將資料庫上傳雲端，不

僅全面優化客戶品質管制，更成為智慧工廠前

哨站。

另外推出手眼力展品為「力感測器 + 協作

機器人」的創新性解決方案。協作機器人相當

於人的手臂，力感測器和夾爪則相當於人的手

指，眼睛則為 TM獨家的優異視覺辨識。配備

力感測器和夾爪的 TM5，可以通過 TM獨家視

覺定位後，使用與人類手指相似的力度，成功

實現 Dram記憶體及其它複雜零件的組裝。

創新圖像式使用者介面

達明機器人所推出的 TM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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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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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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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
之中大孔徑孔加工技術

文∣巫維標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仁清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 關鍵詞：龍門式CNC五面加工中心機(Five-Face Machining Center)、
中 大 孔 徑、 側 銑 頭（RAH）、 徑 向 螺 旋 漸 進 式（Radial Spiral 
Progressive ,RSP）、巨指令（Macro）

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 (Five-Face 

Machining Center) 針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

面（four side face）之中大孔徑孔加工時，

一般是利用機台附屬配件側銑頭（RAH），先

後依序使用中心鑽、鑽頭、至比中孔徑孔小約

0.30mm∼ 0.50mm的鑽頭逐一預鑽孔後，再

利用與孔徑相等之搪孔刀具精加工，若中大孔

徑孔已預先切割出胚孔，則使用粗搪孔刀具逐

漸調整孔徑來進行粗搪孔後，再使用與中大孔

徑孔相等之搪孔刀具進行精加工。不管是使用

中心鑽、逐漸加大鑽頭孔徑粗加工至精搪孔刀

具精加工，或利用搪孔刀具逐漸調整孔徑等加

工，均造成需準備很多刀具及頻繁的換刀或調

整搪孔刀具孔徑動作，除了浪費時間並造成刀

具成本增加。針對中大孔徑孔的粗加工，CNC

控制器或工具機製造廠也有開發一些套裝軟

體供使用，如日本 TOSHIBA 公司 TOSNUC 

888 系列控制器提供之內圓切削 G12、G13、

G22、G23（Inner Circle Cutting）[1]等，其

利用端銑刀 (end mill) 來進行粗加工，刀具從

孔中心點以 45˚方向快速移位至銑削圓半徑的

中間距離位置，順 ( 逆 ) 時針 (180˚) 銑至圓弧

本技術報告是國內大型油壓機械製造廠—連

結油壓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機械工程系產

學合作－技術服務項目成果之一，本報告是結

合已開發之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側銑

頭（RAH）之座標系統 G211 轉換功能，及使

用端銑刀具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RSP）對油

壓機械工作台中大孔徑孔之粗加工，最後再以

等徑之搪孔刀具精加工之應用，以指令參數形

式設定即可有效率完成對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

孔徑孔的加工。

油壓機械為金屬成型用重要機器之一，其

工作做動負荷大，工作台或立柱的四周面有各

式傳動機構之中大孔徑的軸承孔等，傳動機構

之相關零組件定位均以此為基準，也是整部機

台精度基礎之一，油壓機械的工作做動效率及

壽命與中大孔徑孔的精度有關，因此工作台或

立柱的各側面中大孔徑孔加工時，講求平面同

心度及真圓度佳外、加工時間要少及尺寸精度

佳等，以便能快速完成油壓機械組立及製程檢

驗，提升油壓機械組裝效率。因此如何在高效

率下製造出油壓機械工作台或立柱四周面之傳

動機構的中大孔徑軸承孔，也是工廠加工部門

重要的課題。

一般對於油壓機械之工作台或立柱四周面之

傳動機構中大孔徑的軸承孔等加工，是將工作

台或立柱固定於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

(Five-Face Machining Center) 床台上，經調

整定位後利用附屬配件側銑頭（RAH）裝上刀

的起點 (0˚)後，再銑全圓 (360˚)回到圓弧的起

點，最後以相反動作順 ( 逆 ) 時針 (180˚) 至銑

削圓半徑的中間距離位置快速移位離開回至孔

中心點，如胚料加工量多時，端銑刀進行粗加

工的次數會很多次，增加了程式編輯及粗加工

的空行程時間。

針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

工，使用 CNC 控制器或工具機製造廠開發之

內孔加工套裝軟體時，亦需配合採購側銑頭之

座標系統轉換軟體否則無法使用。本報告提出

針對上述加工方式缺點改善技術，即結合自行

已開發立式主軸頭換側銑頭工件座標系統轉換

程式 G211 [2]，及使用端銑刀具以徑向螺旋

漸 進 式（Radial Spiral Progressive ,RSP）

G213 對中大孔徑孔進行粗加工，最後再以等

徑之搪孔刀具精加工，技術人員在工作台不同

四周面的中大孔徑孔粗加工時，不必更換不同

直徑鑽頭或頻繁調整粗搪孔刀孔徑來完成，程

式指令以巨指令（Macro）參數形式設定，操

作者可以簡易準確操作，提高油壓機械工作台

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生產效率。

具，再將側銑頭設定旋轉至要加工的特定角度

下進行加工，如圖 1-1。

圖 1-1油壓機械工作台固定於龍門式 CNC五面加工中心機床
台上情形

本報告是應用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

之控制器系統提供之巨指令（Macro），結合

側銑頭座標系統轉換，針對工作台四周面之標

準角度（0˚、90˚、180˚、270˚）孔的加工，

開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的徑

向螺旋漸進式（RSP）加工技術，以指令參數

形式設定即可完成四周面孔的加工，方便程式

設計者的程式撰寫及操作者方便檢測及操作。

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

大孔徑孔加工技術背景

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加工機要對工作

台四周面 (0˚、90˚、180˚、270˚) 之中大孔徑

孔加工時，需從立銑頭工件之正表面加工座標

系 (XW、YW、ZW)，轉換至側銑頭各四周面上

的加工座標系 (XP、YP、ZP) 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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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龍門式 CNC五面加工中心機之正表面加工座標系 XW、YW、ZW及

側銑頭各周面之加工座標系 XP、YP、ZP示意圖

圖 2-2 TOSNUC 888系列控制器提供之內圓切削 (G12) 動作
軌跡示意圖

對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的加工程式

而言，一般 CNC 控制器廠商通常會提供一些

標準加工座標系統轉換套裝軟體供買者使用，

但側銑頭 (RAH) 若有更換或維修及相關尺寸變

更時，座標系統轉換原始程式修正需請原廠技

師來設定造成不方便與維護成本增加，本技術

報告以自行已開發立式主軸頭換上附屬配件側

銑頭執行工件座標系統轉換程式 G211 來克服

之。

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加工機針對油壓

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粗加工，除

了 CNC 控制器廠商有提供各式不同鑽孔固定

循環標準指令 (Drilling Canned Cycle) 外，

CNC控制器廠商或 CNC工具機製造廠等，亦

有提供針對內孔去除胚料開發之套裝軟體，如

西德 SIEMENS 西門子公司 SINUMERIK 850

系列控制器提供之內圓切削 (Milling circular 

spigots) CYCLE77 [3]、 日 本 TOSHIBA 公

司 TOSNUC 888 系列控制器提供之內圓切

削 G12、G13、G22、G23（ Inner  Ci rc le 

Cutting）[1] 、國內大立機器工業股份有限

公 司 在 FANUC 之 FS-0M、FS-15M、FS-

18M 及 MITSUBISHI 的 MELDAS-M520 等

系統亦提供之圓形內輪廓（Circle Inside）

G65 P9932 等切削循環指令〔4〕、日本三菱

重工 (MITSUBISHI HEAVY  INDUTRIES) 於

五面加工中心機開發銑削軟體，如全圓加工

（Complete Circle Milling） 切 削 循 環 G65 

P9512〔5〕、日本富士通公司 FANUC系列控

制器 (CAP) 提供 G1040 挖槽 Pocking 循環指

令之 G1221圓形銑削〔6〕等，上述銑削循環

之路徑規劃雷同，但使用者若未採購側銑頭之

座標系統轉換軟體，對於工件之四周面孔的加

工，因側銑頭之工件座標系統需轉換而無法套

用。

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加工機對於油壓

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粗加工，CNC

控制器廠商或 CNC 工具機製造廠提供之內孔

去除胚料之套裝軟體中，以日本 TOSHIBA 公

司 TOSNUC 888 系列控制器提供之內圓切削

(G12、G13、G22、G23) 最為典型，其切削

動作軌跡如圖 2-2，刀具從孔中心點以快速移

位 45˚ 方向直線至內圓半徑的一半位置，順

( 逆 ) 時針 (180˚) 銑至圓弧的起點 0˚ 後，順

(逆 )時針銑削 360˚全圓回到圓弧的起點，再

順 ( 逆 ) 時針 (180˚) 銑至內圓半徑的一半位置

(孔中心點右下方－ 45˚方向 )，最後再快速移

位至孔中心點完成一次的粗加工銑削，如胚料

加工量多的時候，端銑刀進行粗加工的次數會

很多次，因每次銑削從孔中心點出發及銑削完

畢又返回孔中心點，造成空行程多浪費機台時

間，而且程式指令編輯單節 (block) 多增加操

作手續及佔記憶體容量空間等缺點。另國內大

立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 FANUC之 M系統

及 MITSUBISHI 的 MELDAS-M520 系統亦提

供之圓形內輪廓 (G65 P9932)切削循環指令，

其切削動作軌跡與 TOSHIBA 公司 TOSNUC 

888 系列 (G12、G13、G22、G23) 控制器提

供之內圓切削循環相似，差別在於刀具從孔中

心點以 45˚方向直線移至內圓半徑的一半位置

及 G02(G03)圓弧軌跡至圓弧起點位置，是以

指令 F進給率的 3倍移位移動，銑削全圓後也

是 F進給率的 3倍移位返回孔中心點，以上兩

種套裝軟體若胚料加工量多的時候，以整個銑

削軌跡來算均造成刀具空行程時間長，浪費機

器時間效率低。

對於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在油壓機

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本報告結

合自行開發立式主軸頭換側銑頭工件座標系統

轉換程式 G211，可改善若無採購側銑頭之座

標系統轉換軟體，無法使用 CNC 控制器或工

具機製造廠開發之中大孔徑孔加工套裝軟體之

缺點。另本報告提出以徑向螺旋漸進式（RSP）

方式端銑刀具對中大孔徑孔之粗加工，可改善

一般 CNC控制器廠商或 CNC工具機製造廠提

供對內孔去除胚料之套裝軟體，在端銑刀進行

粗加工的次數會很多次時，因端銑刀進行粗加

工銑削每銑一圈時，刀具均要從孔中心點出發

再返回孔中心點，造成空行程時間多效率低之

缺點。程式指令以巨指令（Macro）參數形式

設定，操作者可以簡易準確操作，提高龍門式

CNC五面加工中心機之生產效率。

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

大孔徑孔加工技術介紹

本報告提出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於

油壓機械工作台之四周面中大孔徑孔加工技

術，除了使用從機台之立式主軸頭換上側銑頭

（RAH）工件座標系統轉換程式 G211 外，即

使用端銑刀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

徑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

工，刀具由孔中心點順 ( 逆 ) 時針 (180˚) 以半

圓銑削路徑至銑全圓的起點後徑向螺旋漸進式

（RSP）銑全圓，並於每銑 1/4圓時徑向銑削

量增加 H 量 ( 半徑 ) 如圖 3-1，直到銑至內圓

直徑超過精加工量位置之前一循環時，刀具以

直線切削進給返回孔中心點，刀具由孔中心點

順 ( 逆 ) 時針 (180˚) 至銑全圓的起點後等徑銑

全圓，刀具再以順 ( 逆 ) 時針 (180˚) 半圓軌跡

返回孔中心點，如圖 3-2，最後使用等徑搪孔

1
2

3

4

5

6

7
8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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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工路徑示意圖

圖 3-3 油壓機械工作台之特定四個周面及正面銑削設定示意圖

圖 3-4徑向螺旋銑削方向設定 (T3.G19平面 )示意圖

圖 3-6徑向精銑削裕留量 E設定示意圖

圖 3-5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徑向每銑 1/4圓進刀遞
增量 H示意圖

圖 3-2 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工最後以等徑銑
全圓示意圖

刀具配合 CNC 控制器系統提供之固定循環標

準指令 (Canned Cycle)進行精加工。

使用端銑刀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

孔徑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RSP）加工主要

技術如下：

特定四個周面銑削設定：以 T 碼來控制龍

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應用側銑頭裝置，

以選定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 (0˚、90˚、

180˚、270˚) 之中大孔徑孔之粗加工，如圖

3-3，除了可對油壓機械工作台之四周面加

工外，也可對於工作台之正面上的孔加工，

利用 CNC 控制器之判斷分歧功能 (Branch 

Command) 〔7〕，來判斷各周面的加工面，

T1. 表示使用立銑頭於工作台之正面加工 ( 相

當於 G17 平面 )，T2. 使用側銑頭 90 度於工

作台之前面加工 ( 相當於 G18 平面 )，T3. 側

銑頭 0度於工作台之右邊加工 (相當於 G19平

面 )，T4.側銑頭 270度於工作台之後面加工 (相

當於 G18 平面 )，T5. 側銑頭 180 度於工作台

之左邊加工 ( 相當於 G19 平面 )，其優點是正

確又簡易的編輯設定工作台於不同四周面或正

面上中大孔徑孔加工加工程式。

徑向螺旋銑削方向設定：以 C 碼來設定端

銑刀具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上對中大孔徑

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工

之銑削方向控制，仍使用 CNC 控制器之判斷

分歧功能，判斷在工件之四個周面上之徑向螺

旋銑削方向設定，C2. 表示順時針螺旋銑削、

C3.表示逆時針螺旋銑削，工件之四個周面之

順 (逆 )時針徑向螺旋銑削的方向如圖 3-4，以

T3. 使用側銑頭 0 度於工作台之前面加工 ( 相

當於 G19平面 )為例，C2.為順時針徑向螺旋

銑削相當於順銑方式，C3. 為逆時針徑向螺旋

銑削相當於逆銑方式。

徑向銑削進刀遞增量設定：以 H 碼來控制

側銑頭裝置端銑刀具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

上中大孔徑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RSP）

擴孔粗加工之徑向銑削進刀遞增量設定，H值

為每銑 1/4 圓 (90˚) 的徑向銑削進刀遞增量設

定，除了利用 CNC 控制器提供之函數功能

(Function Command) 外，另運用判斷分歧

（Branch Command）、反覆迴路（Repetition 

Command）等控制指令功能等，來計算每銑

1/4 圓 (90˚) 的徑向銑削位置，並於每次銑切

1/4 圓完後，檢核下一循環銑削終點位置是否

超過精加工量之直徑位置，若超過精加工量之

直徑位置即停止銑削，並以直線切削方式返回

孔中心點，刀具再從孔中心點以順 ( 逆 ) 時針

銑至圓弧的起點 (0˚)後，再等徑銑全圓 (360˚)

回到圓弧的起點，最後順 ( 逆 ) 時針離開回至

孔中心點，完成徑向螺旋漸進式擴孔粗加工，

以 T3.使用側銑頭 0˚工作台之前面加工 (相當

於 G19平面 )為例，端銑刀具徑向螺旋漸進式

擴孔銑削進刀遞增量 H示意圖，如圖 3-5。

徑向精銑削裕留量設定：以 E 碼來設定端

銑刀具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上中大孔徑

孔，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工後之

全圓銑削徑向精加工裕留量設定，如圖 3-6，

當刀具每銑切 1/4 圓完後，利用 CNC 控制器

之函數功能 (Function Command)、判斷分歧

（Branch Command）等，來計算檢核判斷銑

刀銑削位置是否進入精加工量的直徑位置，若

會超過精加工量直徑位置即停止銑削，並進行

最後一次以孔半徑扣除徑向精銑削裕留量 E值

為半徑值的全圓銑削。

使用徑向螺旋漸進式（RSP）擴孔粗加工，

銑刀銑切圈數 N為：

N＝ (R－ B－ E)/(H ×4)

N ：銑刀銑切圈數

R：中大孔徑孔之半徑

B：胚料孔半徑

E：精銑削裕留量

H：徑向銑削每 1/4圓進刀遞增量

1

23

4 5

1

6

23

4

5

銑削起點

C2.順時針

C3.逆時針

1

2

6

H

3

4 5

銑削進刀量

精
加 

工
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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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銑刀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

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 (RSP)擴孔粗加工，其

程式指令格式及設定相關參數及意義與指令參

數如下：

G213T   C_X_ Y_Z_D_R_W_H_F_E_；

參數說明：控制器參數（parameter）6053

設定 G213〔8〕。

G213：主程式呼叫油壓機械工作台之四周

面中大孔徑孔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 (RSP)擴孔

粗加工副程式 O9013，如程式 1。

T：銑削周面設定 (T1：工作台之正面相當

於 G17、T2： 前 面 G18、T3： 右 邊 G19、

T4.：後面 G18、T5.：左邊 G19)

C：螺旋銑削方向（C2.順時針、C3.逆時針）

X、Y：中大孔徑孔之中心位置

Z：中大孔徑孔之深度位置 

D：刀具直徑

R：中大孔徑孔之半徑

W：刀具提刀位置 (Z)

H：徑向銑削每 1/4圓進刀遞增量

F：進給率

E：精銑削裕留量

本文導入 Marco 設計於 CNC加工程式中，

將所提出之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中大孔徑孔

加工改良技術，轉換成容易使用的 NC Code

程式。

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

大孔徑孔加工技術實例

報告是利用上述二項步驟進行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

大孔徑孔的加工實例，如圖 4-1，驗證從機台

立式主軸頭換上側銑頭（RAH）之座標系統轉

換，及對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

進行徑向螺旋漸進式 (RSP)擴孔粗加工之正確

性與有效性，二大步驟其使用機器設備、程式

指令、實際步驟條件分別如下：

第一步驟驗證：從機台立式主軸頭換上側銑

頭（RAH）之座標系統轉換功能，程式指令及

相關尺寸數據：

G211 A270.  C57. D-1000. E600. F-250. 

I0 J0 K0 X160. Y245. Z0 ；

A270.：側銑頭旋轉角度 270度。

C57.：指定工作座標系統為 G57。

D-1000.E600.F-250.：指定加工座標系至側

銑頭座標系在X、Y、Z軸之距離：Xp＝ -1000.、

Yp＝ 600.、Zp＝ -250.。

I0 J0 K0：側銑頭在 X、Y、Z軸之誤差量，

Xe、Ye、Ze 均為 0。

X160. Y245.Z0：立銑頭端面中心至側銑

頭 端 面 中 心 面 距 離：Xa=160.、Ya=245.、

Za=0。

第二步驟驗證：從機台立式主軸頭換上側銑

頭（RAH）後，對工件旋轉 270度的周面下進

行對一直徑 68.mm 深 20.mm，胚料孔為直徑

36.mm技術之功能，程式指令及相關尺寸數據

如下列，結果資料比較如表 4-1、表 4-2等。

G213 T4. C2. X100 Y100. Z-20. D28. 

R34. W10. H5. F120. E0.4 ；

T4.：銑削周面設定 (T4.工作台後邊相當於

        G18)

C2：螺旋銑削方向（C2.順時針）

X100.Y100.：孔中心 X、Y軸位置 

Z-20.：孔中心深度位置

D28.：刀具直徑

R34.：孔之半徑
圖 4-1 徑向螺旋漸進式（RSP）G213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
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

W10.：刀具提刀位置 (Z軸 )

H1.2：銑削每 1/4圈進刀之移動量 1.2 mm 

          (即每圈進刀遞增量 4.8mm)

F120.：進給率 (mm/min)

E0.4：精銑削裕留量

使用機器：日本 MITSUBISHI MVR-35龍門式

CNC五面加工中心機

控制器：FANUC-31ι-A

銑削軟體

CNC工具機控制器 FANUC CAP對
話式功能軟體 稍長 中等

方便性欠佳，設定操作煩瑣，不可

套用於未使用座標系統轉換程式之

四周面孔加工

方便性佳，不可套用於未使用座標

系統轉換程式之四周面孔加工

方便性佳，不可套用於未使用座標

系統轉換程式之四周面孔加工

方便性佳，可應用於未使用座標系

統轉換程式後之四周面孔加工

易

易

易

快速

快速

快速

機 器 廠 商 提 供 之 圓 形 內 輪 廓

(MITSUBISHI系列 G65 P9512、大
立 G65 P9932)切削循環

控制器廠商提供 (TOSNUC 888系
列 )之內圓 G12(G13)切削循環

本報告提出徑向螺旋漸進式（RSP）
G213中大孔徑孔加工技術

比較項目 程式編輯

製作時間

程式編輯

製作難易度
使用方便性

表 4-1 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各種軟體在程式編輯製作之難易度與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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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削軟體

機器廠商提供之圓形內輪廓 (大立 G65 
P9932)切削循環

9分 57秒

10分 16秒

9分 28秒

刀具每次由孔中心點以 F的 3倍率進給 G02(G03)至銑全
圓之起點，等徑銑削全圓後又 G02(G03) 回至孔中心點，
下一次銑削亦由孔中心點出發反覆軌跡銑削

刀具每次由孔中心點 450方向以 G00快移至圓半徑中間距
離位置，順 (逆 )時針銑至圓弧的起點 (00)後，再等徑銑
全圓 (3600)回到孔中心點的起點，最後以相反動作返回至
孔中心點，下一次銑削亦由孔中心點出發反覆軌跡銑削。

刀具連續銑削，以每 1/4圈徑向進刀遞增量 H螺旋漸進式
銑削，直到粗加工之等半徑銑削全圓完畢。

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內圓 TOSNUC系列
G12(G13)切削循環、或 MITSUBISHI
系列 G65 P9512切削循環

徑向螺旋漸進式（RSP）G213中大孔
徑孔加工技術

比較項目
切削時間 備註

表 4-2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之各種應用軟體加工時間比較

結果與討論

1.由表 4-1得知本報告提出油壓機械工作台

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技術徑向螺旋漸進式

（RSP）G213 加工軟體，程式編輯製作時間

快速，程式編輯製作易正確性高必，使用上極

方便，且可應用於未使用主軸立銑頭換上側銑

頭（RAH）座標系統轉換程式之孔加工。

2. 由表 4-2 得知本報告提出油壓機械工作

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技術徑向螺旋漸

進式（RSP）G213 加工時間，比圓形內輪廓

G65 P9932 切削循環節省達 6.68％，比內圓

G12(G13)切削循環及 G65 P9512切削循環節

省達 8.26％。

3.對於油壓機械工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

加工，使用徑向螺旋漸進式（RSP）G213 加

工軟體，刀具連續螺旋銑削，每銑削 1/4圈後

以進刀遞增量 H遞增，連續直到粗加工銑削完

畢，可減少刀具空行程時間。

4.結合使用立式主軸頭換側銑頭工件座標系

統轉換程式 G211 ，及端銑刀具於徑向螺旋漸

進式（RSP）G213 加工軟體，對油壓機械工

作台四周面之中大孔徑孔加工，不必更換不同

直徑鑽頭或頻繁調整粗搪孔刀孔徑的完成粗加

工，加工數據以指令參數形式設定，對現場操

作者可以很容易、迅速、精確處理完成銑削加

工，降低加工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對工廠之貢獻

使用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立式主軸

頭換上側銑頭（RAH）工件座標系統轉換程

式 G211，可提供快速精確之尺寸精度誤差補

正，而此側銑頭誤差補償技術可使側銑頭誤差

量減少。使用徑向螺旋漸進式（Radial Spiral 

Progressive ,RSP）G213 對中大孔徑孔進行

粗加工，最後再以等徑之搪孔刀具精加工，技

術人員在不同四周面的中大孔徑孔粗加工時，

可省掉更換不同直徑鑽頭或頻繁調整粗搪孔刀

孔徑來完成，操作者可以簡易準確操作，提

T O S N U C  8 8 8  P R O G R A M M I N G  M A N U A L 
（ADDIT IONAL）” ,TOSHIBA MACHINE CO.  LTD,  
STE42864-2 1995, pp123-pp127。

巫維標、黃仁清 ,“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於油壓機
械工作台四周面孔之加工技術”,2016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No.18, pp93-pp104。

“S I N U M E R I K  S y s t e m  8 5 0  P r o g r a m m i n g  G u i d e 
”,SIEMENS CO LTD , 11/2002  Edition, pp3-pp194 。

“客戶軟體特別功能程式說明”,大立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sep/30/1999, R3-T23-012 VERSION：1.0, pp37-pp40。

O9013（Sub-cir）；
#1＝ #7/2；
#2＝ #18+＃ 8－＃ 1；
#12＝ #2/2；
#4＝ #11；
IF [#20 EQ 2.] GO TO 20；
IF [#20 EQ 3.] GO TO 30；
IF [#20 EQ 4.] GO TO 40；
IF [#20 EQ 5.] GO TO 50；
N10  G17 G90 G00 X＃ 24 Y＃ 25；（T1.）
Z＃ 23；
G01 Z＃ 26 F[#9/2]；
IF [#3 EQ 3.] GO TO 13；
N17 G90 G01 X＃ 24；
⋯

⋯ 
GO TO 99；                                                                                   
N20  G18 G90 G00 X＃ 24 Z＃ 26；（T2.）
Y＃ 23；
G01 Y＃ 25 F[#9/2]；
IF [#3 EQ 2.] GO TO 23；
N21  IF [#2  LE ＃ 4] GO TO 22；
WHILE 【#2  GT ＃ 4】DO 1；  .
⋯

⋯

GO TO 99；
N30  G19 G90 G00 Y＃ 25 Z＃ 26；（T3.）
X＃ 23；

參考文獻

程式 1：

[1]

[2]

[3]

[4]

[5]

[6]

[7]

[8]

高龍門式 CNC 五面加工中心機之生產效率，

G213 鑽削軟體非常適合於未使用座標轉換程

式之四周面中大孔徑孔加工，以上二種技術不

僅能提高現場生產效率，更可提升加工精度品

質。

“ INSTRUCTION FOR A /D  CONVERTER FOR MP 
SCALE WITH BROKEN WIRE DETECTING FUNCTION”, 
MITSUBISHI  HEAVY  INDUTRIES LTD,1998,pp39-pp40。

“FA N U C  S e r i e s  0ι  M O D E L  D  O P E R AT O R’S  
MANUAL”,FANUC  LTD, 2008, B-64304CM/01, pp406-
pp427。

“FANUC  SYSTEM 10M-MODEL A OPERATOR’S 
MANUAL” ,B-54824E/01 FANUC   LTD, 1984,pp98-
pp139。

“FANUC Series  0ι MODEL D 參數說明書”,FANUC  
LTD, May,2010/Edition 01.01 ,p203-pp212。

G01 X＃ 24 F[#9/2]；
IF [#3 EQ 3.] GO TO 33；
⋯

⋯

GO TO 99；
N40 G18 G90 G00 X＃ 24 Z＃ 26；（T4.）
Y＃ 23；
G01 Y＃ 25 F[#9/2]；
IF [#3 EQ 3.] GO TO 43；
N41  IF [#2  LE ＃ 4] GO TO 42；
⋯

⋯

GO TO 99；
N50  G19 G90 G00 Y＃ 25 Z＃ 26；（T5.）
X＃ 23；
G01 X＃ 24 F[#9/2]；
IF [#3 EQ 2.] GO TO 53；
N51  IF [#2  LE ＃ 4] GO TO 52；
⋯

⋯

N57 G90 G01 Y＃ 25；
G03  Y[#25＋＃ 2]  J＃ 12  F＃ 9；
G03  J－＃ 2；
G03  Y＃ 25  J－＃ 12；
N59  G90 G00  X＃ 23 ；
N99 M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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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式3D列印成形板
研製與應用

文∣郭啟全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朱益均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李建賦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陳威樺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

於目前在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之使用經驗，成形板為光滑玻璃，於製作原形件前必

須塗口紅膠，缺點為口紅膠塗佈厚度不均勻以及增加製程費用，加上所製作完成

之原形件也必須利用鏟刀將製作完成之原形件取下。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

提出一種創新式3D 列印成形板，此成形板係由投影片與矽膠薄片所組成，此成
形板可以重覆使用以及在不需使用鏟刀，即可以將原形件從成形板上面取下，此

成形板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

關鍵詞：熔融堆積成形、成形板、投影片、矽膠薄片。

“

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形容第三次工業

革 命 之 直 接 數 位 製 造 技 術 (direct digit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可以快速製

造客製化產品 (customized products)，此技術

其實就是積層製造 (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2,3]技術，圖 1為積層製造技術之層加工

概念示意圖 [4]，一個三維 (three dimension, 

3D)的物體，若沿著某一軸將其切成一片一片

薄片，可將此薄片視為二維 (two dimension, 

2D) 的物體；反過來說，若能製造出此二維

之物體，將其堆疊起來就可產生一個三維的

實體，所以層加工概念乃是積層製造技術之

基本原理。圖 2 為積層製造技術之加工流程

圖，當一個概念運用三維繪圖軟體設計完成

後，經由一界面程式將此電腦輔助設計模型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轉換成立體微

影 (stereolithography，簡稱 STL)檔，再經由

切層軟體 (slicing software) 將 STL 檔轉換成

一層一層之二維剖面加工程式，傳至快速原形

系統後，快速原形件即可以一層一層的堆疊起

來，最後製作出三維的快速原形件。

積層製造技術已經廣泛應用於醫療產業、

航太與工業設計等領域，由於積層製造技術可

以擺脫傳統生產流程耗時 (time consuming)

與高成本之缺點。因此，積層製造技術能替

產業帶來極高的生產效益。於積層製造技術

當中，熔融堆積成形系統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常被廣運用於產品設計，提

供了視覺以及觸覺的直接感受，主要的原因為

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不採用雷射、操作簡單、機

台體積小以及製作積層製造件時不產生危害人

體氣體。圖 3 為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原理示

意圖，熔融堆積成形是利用三維電腦輔助設計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檔案資料，運

用丙烯腈 -苯乙烯 -丁二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塑 膠、 聚 碳 酸 酯

(polycarbonate) 以及聚碳酸酯 /丙烯腈 -苯乙

烯 - 丁二烯共聚物 (polycarbonate-ABS, PC-

ABS) 等材質，在新產品研發的過程中，快速

地製作出實體模型以利進行裝配或進行功能性

測試，甚至少量製造 [5]。熔融堆積成形系統是

運用加熱頭熔化建構材料 (modeling material)

與支撐材料 (support material)，當建構材料

與支撐材料熔化被擠出後，凝固並黏結在所要

之處，如此一層一層堆疊至工件完成。加工頭

由 X-Y軸移動之機器手臂所控制，材料之供給

以兩滾輪來輸送，積層製造件是建立在成形板

(build platform)上，所以取下工件非常容易。

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使用的材料為丙烯腈 -苯乙

烯 - 丁 二 烯 共 聚 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塑膠，於研究與開發的過程中，

快速製作少量多樣實體模型 (physical models) 

[6,7]。

根據收集文獻，關於熔融堆積成形技術相關

研究包括：Kulkarni 與 Dutta [8]以及 Pandey

等人 [9] 提出適應性切層演算法 (adaptive 

slicing algorithm)、Pandey 等 人 [10] 提 出

熱切割機切削方法 (hot cutter machining)、

Kulkarni 與 Dutta [11] 提 出 電 腦 數 值 控 值

圖 1、積層製造技術之層加工概念示意圖 [4]

圖 2、 積層製造技術之加工流程圖 [4]

圖 3 、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原理示意圖 [4]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CNC) 切 削

方法、Williams 與 Melton 提出磨粒流動加工

(Abrasive Flow Machining, AFM)方法 [12]、

Ahn等人 [13]所提出運用理論模式 (theoretical 

model) 以及 Galantucci 等人 [14] 提出運用化

學處理 (chemical treatment) 方法。Soo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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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5]針對成形方位對於熔融堆積成形之成形

尺寸精度進行探討、Masood 與 Song[5] 提出

運用於熔融堆積成形之新型材料、Choi 等人

[16] 研發出高彈性熔融堆積成形系統、Chen

等人 [17]運用熔融堆積成形於支架製作研究以

及 Gronet等人 [6]運用熔融堆積成形於頭顱植

入物研究，綜觀上述些研究，並未見有研究致

力於熔融堆積成形使用之成形板研究。

於目前在熔融堆積成形系統之使用經驗，

高價位之熔融堆積成形使用之成形板，於相同

位置重覆建構約五次以上，即無法再繼續進行

原形件製作，因為支撐材料無法製作於成形板

上，因此高價位之熔融堆積成形使用之成形板

為耗材，加上所製作完成之原形件必須利用鏟

刀將原形件取下，對於幾何形狀複雜或薄璧原

形件容易產生破壞；低價位之熔融堆積成形使

用之成形板為光滑玻璃，於製作 3D 列印件前

必須塗口紅膠，如圖 4所示，缺點為增加製程

費用以及口紅膠塗佈厚度均勻度有人為因素，

加上所製作完成之原形件，必須利用鏟刀將製

作完成之 3D 列印件取下，如圖 5 所示，對於

幾何形狀複雜或薄璧原形件容易產生破壞。因

此，提出一種低成本 3D 列印成形板以及可以

重覆使用與不需使用鏟刀即可以將原形件取下

之成形板，即變成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

本研究提出一種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製作技

術，並將所製作之成形板實際運用於熔融堆積

成形，以驗證成形板之效益與實用性。

4.  製作 3D列印件前必須塗口紅膠

5. 運用鏟刀取下製作完成 3D列印件之情形

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使用材料包括矽膠主劑 (KE-

1310ST,Shin Etsu)、 硬 化 劑 (CAT-1310S, 

Shin Etsu)、離型劑以及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

乙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板材、壓克力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板材、熱熔膠、透明投影片 (overhead 

projection film) 以 及 砂 紙 (sand paper)

(＃ 400、＃ 500、＃ 600、＃ 700、＃ 800)。

本研究所使用設備包括 SAFEWAY 3D 列印

機、真空注型機 (F-600, Feiling)、噴砂機以

及精密電子秤 (AWH3, Excell)。本研究所使

用 為 SolidWorks、Pro/E 以 及 Cura 切 層 軟

體 (Ultimaker)。圖 6 為本研究使用之聚乳酸

(polylactic acid, PLA)線材 (filament)實體圖，

線徑為 1.75 mm，圖 7為 SAFEWAY 3D列印

機實體圖。SAFEWAY 3D的 3D列印機。表 1 

為 SAFEWAY 3D列印機之規格表。

6 .PLA線材實體圖

表 1、SAFEWAY 3D列印機之規格表

7. SAFEWAY 3D列印
    機實體圖

結果與討論

為了研製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本研究將

可以作為 3D列印成形板方法進行一系列實驗，

結果如圖 9至圖 20所示。圖 9為於 60號砂紙

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 列印第一次結果，但是

之後 3D 列印件即無法再次成功製作於印成形

板上面，如圖 10所示；圖 11為於 180號砂紙

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3D列

印件無法成功製作於印成形板上面；圖 12 為

於 600號砂紙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一

次結果，3D 列印件無法成功製作於印成形板

上面；圖 13為於光滑矽膠經過噴砂後進行 3D

列印第一次結果，圖 14 為於光滑矽膠經過噴

砂後進行 3D 列印第二次結果，但是之後 3D

列印件即無法再次成功製作於印成形板上面；

圖 15為於矽膠經過 200 ℃ 4小時硫化處理後

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圖 16為於矽膠經過

火焰 (flame)烘烤後進行 3D列印第二次結果，

但是之後 3D 列印件即無法再次成功製作於印

成形板上面；圖 17 為於 400 號砂紙翻製矽膠

經過噴砂後進行 3D 列印第二次結果，但是之

後 3D 列印件即無法再次成功製作於印成形板

上面；圖 18為於 60號砂紙進行 3D 列印第一

次結果，但是之後 3D 列印件即無法再次成功

名稱 規格

成品尺寸 直徑 265 mm× 300 mm

機身尺寸 43 mm×37 mm×85 cm

層厚 0.05 mm -0.5 mm

定位精準 0.05 mm -0.4 mm

線材直徑 1.75 mm

噴嘴直徑 0.35 mm

列印速度 20 mm/sec -100 mm/sec

圖 8為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製作流程示意

圖，製作流程涵蓋：ⓐ 準備模板、ⓑ 投影片貼

於模板底部、ⓒ 圍模框、ⓓ 間隔塊定位：間隔

塊厚度為 1.5 mm、ⓔ 矽膠調配與第一次真空

脫泡、ⓕ 澆注矽膠於模板上面、ⓖ 下壓壓克力

頂板、ⓗ 第二次真空脫泡以及ⓘ 矽膠固化。矽

膠主劑與硬化劑重量比例為 10：1，本研究運

用精密電子秤來精確控制矽膠主劑與硬化劑之

重量，矽膠主劑與硬化劑均勻攪拌後置入真空

注型機進行脫泡。

ⓐ 

ⓓ 

ⓖ ⓗ ⓘ

ⓑ 

ⓔ 

ⓒ 

ⓕ

圖 8 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製作流程示意圖

6

7

間隔塊定位：

間隔塊厚度為

1.5 mm

下壓壓克力頂板

準備模板 投影片貼於模板

底部

圍模框

矽膠調配與第一

次真空脫泡

第二次真空脫泡

澆注矽膠於模

板上面

矽膠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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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於印成形板上面，圖 19 於 400號砂紙進

行 3D 列印第一次結果，但是之後 3D 列印件

即無法再次成功製作於印成形板上面；圖 20 

於投影片進行 3D 列印情形第一次結果，但是

之後 3D 列印件仍可以再次成功製作於印成形

板上面。根據上述初步實驗結果分析發現兩個

現象：(a)3D 列印件是否可以成功製作印成形

板上面與成形板上面之材質有關以及 (b) 3D列

印件是否可以成功製作印成形板上面與成形板

上面之表面粗糙度無關。

於 60號砂紙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

於 600號砂紙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

於矽膠經過 200 ℃ 4小時硫化
處理後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

於 60號砂紙進行 3D列印第一
次結果

於 60號砂紙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二次結果

於光滑矽膠經過噴砂後進行 3D
列印第一次結果

於矽膠經過火焰烘烤後進行 3D
列印第二次結果

於 400號砂紙進行 3D列印第一
次結果

於 180號砂紙翻製矽膠上面進行
3D列印第一次結果

於光滑矽膠經過噴砂後進行 3D
列印第二次結果

於 400號砂紙翻製矽膠經過噴砂
後進行 3D列印第二次結果

於投影片進行 3D列印情形第一
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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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之結構

直接於投影片列印大型 3D列印件
之成形結果

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之 3D列印
成形結果

大型 3D列印件移除情形

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於大型 3D
列印件之成形結果

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之成形次數
研究結果

上述結果發現，投影片可以作為 3D 列印之

成形板。為了使投影片於 3D 列印成形過程中

不會移位，本研究提出一種創新式 3D 列印成

形板，此成形板係由投影片與矽膠薄片所組

成，如圖 21所示。為了驗證創新式 3D列印成

形板之實用價值，本研究於投影片上面，以九

宮格的方式於表面列印九件直徑 1 mm與高度

1 mm之圓柱體，圖 22為創新式 3D列印成形

板之 3D列印成形結果，此結果表示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上面每一個位置均可以進行 3D 列

印。為了驗證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於大型 3D

列印件之成形性，本研究設計一個大型 3D 列

印件並運用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進行測試，

圖 23為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於大型 3D列印

件之成形結果，此結果表示創新式 3D 列印成

形板是可以運用於大型 3D 列印件之成形。此

外，本研究亦發現大型 3D 列印件之底部具備

優良光滑度，主要的原因為投影片之表面為亮

面，大型 3D 列印件製作時，底部之表面品質

複製投影片之表面光滑度，此一特色是傳統成

型底板以塗口紅膠方式無法完成。圖 24 為直

接於投影片列印大型 3D 列印件之成形結果，

結果明顯說明當投影片底部無矽膠薄片時，大

型 3D 列印件邊緣容易產生翹曲 (warpage)，

主要的原因為投影片可以與底部矽膠薄片緊密

結合，於 3D 列印件成形過程中，可以確保投

影片表面之平整度，因此可以避免大型 3D 列

印件之邊緣產生翹曲，圖 25為大型 3D列印件

移除情形，結果說明 3D 列印件可以在不需使

用鏟刀之情況下，很容易從 3D 列印成形板取

下來，此結果表示，運用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

板所製作 3D 列印件，比較能夠保有完整性。

為了驗證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之重覆成形次

數，本研究於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上面重覆

21

24

22

25

23

26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100 101Dec  2017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進行 3D列印，圖 26為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

之成形次數研究結果，此結果表示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可以重覆十次 3D 列印。為了驗證

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之底部抓地力 (grip)，

本研究於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進行高 3D 列

印件之成形測試，底部形式為側裙 (brim)，3D

列印高度為 55 mm，圖 27 為創新式 3D 列印

成形板於高 3D 列印件之成形結果，結果明顯

說明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之底部抓地力非常

優良，綜合上述之實驗結果，本研究發現創新

式 3D 列印成形板可以運用於幾合形狀複雜以

及大型 3D列印之製作。

圖 28 為 3D 列印成形板之表面平整度不佳

引起側裙成型失敗之結果，圖 29 為 3D 列印

成形板之表面平整度不佳引起底層成型失敗之

結果。於上述兩圖中，本研究發現，凸起部分

代表 3D 列印成形板之表面為高點，已成形之

材料經過噴嘴擠壓後翹上來，進而造成 3D 列

印成形失敗。圖 30 為 3D 列印機 Z 軸高度錯

誤引起投影片被刮傷之結果，此結果如以傳統

玻璃板當 3D 列印成形板時，噴嘴將直接撞擊

玻璃板，進而造成噴嘴損傷，然而本研究所提

出之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由於成形板底部

為矽膠薄片，可以吸收 3D列印機之噴嘴與 3D

列印成形板接觸後之撞擊力，因此，Z軸高度

錯誤造成 3D列印機噴嘴破壞是可以避免的。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噴嘴與創新式 3D 列印

成形板頂面之距離須保持在 0.1 mm，當距離

太近，噴嘴所擠出之第一層材料容易被擠壓；

反之，當距離太大，噴嘴所擠出之第一層材料

無法與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頂面接觸，所以

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之矽膠厚度之均勻性必

須控制在 0.1 mm之內。

27.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於高 3D列印件之成形結果

29. 3D列印成形板之表面
平整度不佳引起底層成型

失敗之結果

30. 3D列印機 Z軸高度錯
誤引起投影片被刮傷之結

果

28. 3D列印成形板之表面平
整度不佳引起側裙成型失敗

之結果

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發現影響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進行 3D 列印成功率，涵蓋：(a) 

3D列印成形板之表面平整度：矽膠模厚度不均

勻會影響 3D 列印底層製作之成功率、(b) 3D

列印成形參數：尤其空跑速度與底層速度會影

響 3D列印底層製作之成功率以及 (c) 3D列印

機之 Z軸定位精度：因為 Z軸定位精度不正確，

噴嘴會懸空擠料，材料一但於空氣中冷卻，進

而造成材料無法確實黏著於成形板上面，進而

造成 3D列印成形失敗。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所提出之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製作技術，確實可以實際運用於熔

融堆積成形進行 3D列印，此技術具競爭優勢、

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值，因為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具備三大特色：(a) 吸收撞擊：矽

膠薄片可以吸收 3D 列印機之噴嘴與 3D 列印

成形板接觸後之撞擊力，因此矽膠薄片可以增

加 3D列印機之噴嘴與相關元件之使用壽命。

此外，廢棄矽膠薄片於環境中，並不會析出

可塑劑或其他毒性物質污染水源、環境，因此

矽膠薄片對於環境汙染影響度不高；(b) 防止

3D列印件產生邊緣翹曲：由於矽膠薄片與 3D

列印成形板上面之投影片緊密接合，因此大型

3D列印件於 3D列印成形板上面成形過程中，

可以防止大型 3D 列印件之邊緣產生翹曲以及

(c)止滑效果：矽膠薄片可以讓創新式 3D列印

成形板與加熱平台產生止滑效果，因此可以讓

3D列印件之位置正確列印於成形板上面。

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種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製作

技術，此成形板確實可以實際運用於熔融堆積

成形進行 3D列印，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1.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具備產業利用性與

工業實用價值。

2.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可以於相同位置重

覆進行 3D 列印可達十次，而且所製作之 3D

列印可以很容易取下。

3.創新式 3D列印成形板具備三大特色：(a)

吸收撞擊：矽膠薄片可以吸收 3D 列印機之噴

嘴與 3D 列印成形板接觸後之撞擊力，因此矽

膠薄片可以增加 3D 列印機之噴嘴與相關元件

之使用壽命；(b)防止 3D列印件產生邊緣翹曲：

由於矽膠薄片與 3D 列印成形板上面之投影片

緊密接合，因此大型 3D 列印件於 3D 列印成

形板上面成形過程中，可以防止大型 3D 列印

件之邊緣產生翹曲以及 (c) 止滑效果：矽膠薄

片可以讓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與加熱平台產

生止滑效果，因此可以讓 3D 列印件之位置正

確列印於成形板上面。

4. 運用創新式 3D 列印成形板所製作之 3D

列印件，其底部具備優良光滑度，此一特色是

傳統成型底板以塗口紅膠方式無法完成。

誌謝

本研究感謝科技部計畫 MOST 105-2221-

E-131-012、MOST 104-2221-E-131-026、

MOST 103-2221-E-131-012 以 及 NSC 102-

2221-E-131-012 部份研究經費支援，使研究

得以順利完成，在此致上最高的謝意。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102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W. K. Chiu, K. M. Yu, “Direct digital manufacturing of 
three-dimensional 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 objects,” 
Computer-Aided Design, Volume 40, Issue 12, 2008, 
Pages 1080-1093.

S.  H.  Masood,  “10.01-Int roduct ion to Advances i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Tooling,”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Processing, Volume 10, 2014, Pages 1-2.

J. Hoerber, J. Glasschroeder, M. Pfeffer, J. Schilp, M. 
Zaeh, J. Franke,“ Approaches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3D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Procedia CIRP, Volume 
17, 2014, Pages 806-811.

C.K. Chua, K.F. Leong, C.S. Lim,” Rapid Prototyping: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2003, Pages 1–23.

S. H. Masood, W. Q. Song, “Development of new metal/
polymer materials for rapid tooling using Fused deposition 
modelling,” Materials & Design, Volume 25, Issue 7, 
2004, Pages 587-594.

P.  M.  Gronet ,  G.  A.  Waskewicz,  C.  R ichardson,  “ 
Preformed acrylic cranial implants using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A clinical report,”  The Journal of Prosthetic 
Dentistry, Volume 90, Issue 5, 2003, Pages 429-433.

M.  Al lahverd i ,  S.  C.  Danfor th ,  M.  Jafar i ,  A.  Safar i , 
“Processing of advanced electroceramic components by 
fused deposition techniqu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Volume 21, Issues 10-11, 2001, Pages 
1485-1490.

P. Kulkarni, D. Dutta, “An accurate slicing procedure for 
layered manufacturing,” Computer-Aided Design,Volume 
28, Issue 9, 1996, Pages 683–697.

P.  M.  Pandey,  N.  V.  Reddy,  S.G.  Dhande1,  “Real 
time adaptive slicing for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M a c h i n e  To o l s  a n d 
Manufacture,Volume 43, Issue 1, 2003, Pages 61-71.

參考文獻

P. M. Pandey, N. V. Reddy, S. G. Dhande, “Improvement 
o f  sur face f in ish  by  s ta i rcase mach in ing  in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 132, Issues 1-3, 2003, Pages 323-
331.

P. Kulkarni, D. Dutta, “On the integration of layered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a n d  m a t e r i a l  r e m o v a l  p r o c e s 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ume 122, Issue 1, 2010, Pages 100-108.

R. E. Williams, V. L. Melton, “Abrasive flow finishing 
of stereo-lithography prototypes,” Rapid Prototyping 
Journal, Volume 4, Issue 2, 1998, Pages 56-67.

D. Ahn, J. H. Kweon, S. Kwon, J. Song, S. Lee, “ 
Representation of surface roughness in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 209, Issues 15-16, 2009, Pages 5593-5600.

L .  M .  G a l a n t u c c i ,  F.  L a v e c c h i a ,  G .  P e r c o c o , 
“Experimental study aiming to enhance the surface 
finish of fused deposition modeled parts ,” CIRP Annals 
-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58, Issue 1, 2009, 
Pages 189-192.

A. K. Sood, R.K. Ohdar, S.S. Mahapatra,” Improving 
dimensional accuracy of Fused Deposition Modelling 
processed part using grey Taguchi method ,” Materials 
& Design, Volume 30, Issue 10, 2009, Pages 4243-4252.

J. W. Choi, F. Medina, C. Kim, D. Espalin, D. Rodriguez, 
B. Stucker, R. Wicker,” Development of a mobile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system with enhanced manufacturing 
flexibility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 211, Issue 3, 2011, Pages 424-432.

Z .  Chen,  D .  L i ,  B .  Lu ,  Y.  Tang ,  M.  Sun ,  S .  Xu ,” 
Fabrication of osteo-structure analogous scaffolds via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Scripta Materialia, Volume 
52, Issue 2, 2005, Pages 157-16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04 105 Dec  2017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活動焦點  Special Events

大陸機器人檢測驗證概述

機器人產業景氣

依國際機器人協會（IFR）調研，中國是全球

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出口至亞洲（包括澳

洲和紐西蘭）的機器人中，有 43％銷往中國。

其次是韓國和日本，各佔約 24％和 22％的機

器人。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數

據顯示，中國 2017 年工業機器人的銷售量將

達 5.7萬台，年增率高達 56%，占全球總銷售

量的 1/4。不過，其中只有 1.7 萬台來自中國

廠商，代表目前中國機器人的自給率相當低。

國際機器人協會（IFR）也預估，至 2018 年

時，中國工業機器人需求將會達到 15 萬台，

不僅在中國，全球對工業機器人的需求也持續

提升，將以倍增速度持續在成長。

中國機器人產業政策發展現況

為促進機器人產業健康發展，工信部已於

2016 年 12 月公告《工業機器人行業規範條

件》，主要是要解決存在於現況的兩大關鍵問

題：一是推動機器人產業邁向中高階發展；二

是規範市場秩序，以防止機器人產業無序發

展。據了解，在推動機器人產業邁向中高階發

展上，工信部將整合產業創新資源，推動建立

機器人創新中心，及提升產業創新能力。重點

扶植機器人產業關鍵零部件，品質及可靠度的

提升，厚植產業發展基礎，進行機器人試點示

範、推廣機器人在新興產業和傳統製造業領域

之應用。

進而實施機器人產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擴

大培養機器人產業專業技術人才。為防止機器

人產業發展失序，工信部將強化科學發展與理

性發展，制定實施工業機器人的行業規範公告

管理辦法，提高機器人產業門檻，規範市場競

爭秩序。進而推動機器人行業組織建設，建立

有利於研發、創新和公平競爭的行業規則，加

快完善檢測認證平台，制修訂行業標準，進一

步促進機器人及關鍵零部件認證和品質管理系

統的完善。

下階段將會進行四大應用示範工程計畫，包

括機器人關鍵零部件研製及應用示範工程、工

業機器人核心技術研究及應用示範工程、服務

機器人技術研究及示範工程，及機器人人才培

養示範工程。

《工業機器人行業規範條件》，已經具體要

求所有的工業機器人本體生產企業和相關零組

件企業，其所研發生產的機器人本體、關鍵零

組件產品等，均須獲得中國國家機器人 CR 認

證標誌，就中國機器人檢測驗證現況來看《工

業機器人行業規範條件》，已經具體要求所

有的工業機器人本體生產企業和相關零組件企

業，其所研發生產的機器人本體、關鍵零組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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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等，均須獲得中國國家機器人 CR 認證標

誌，且需經中國國家認可之第三方檢測驗證機

構的安全評估合格。雖然目前未強制要求，但

是已有隱含工業機器人及其相關零部件，皆須

申請並取得 CR認證。

中國機器人檢測實驗室與認證機構

為落實國務院《中國製造 2025》的戰略部

署，加快推動智慧製造發展，發揮標準的規

範和引領作用下，依《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

（2016-2020年）》之計畫下，在中國國家發

改委、工信部、認監委、國標委的領導下，於

2015 年成立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國

評中心），國評中心由一個總部、三個分中心

和兩個公共服務平台為承建單位。上海電器科

學研究院有限公司為總部，三個分中心為中國

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廣州機械科學研究

院及重慶德新機器人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兩個

公共服務平台為工業和信息部計算機與微電子

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軟件評測中心）與蕪湖賽

寶機器人產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目前六個

國評中心，皆已取得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

員會（CNAS）認可，另有兩個認證機構為上

海添唯認證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賽迪認證技

術有限公司，已取得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

理委員會（CNCA）認可，成為發證機構。

由六家國評中心組成檢測認證聯盟，共同推

動機器人整機認證工作。自 2015年成立以來，

逐步建置符合國家標準之工業機器人檢測認證

能量，涵蓋整機及核心部件，包含安全認證、

電磁相容認證、功能性能認證、環境適應性、

振動、噪音、節能等測試項目。各類機器人認

證及零部件認證項目，如圖 1。國評中心檢測

能量規劃時程、步驟及階段性任務，如表 1，

各國評中心之規劃進度，以實際現況來看於

2017 年底可完成安規、電磁相容及性能檢測

能量之建置。

圖 1、中國各類機器人整機認證及零部件認證項目

各類機器人認證系統

機器人整機認證 機器人部件認證

安全認證 安全認證 

EMC認證 EMC認證 

節能、環境評估等 

功能產認證 功能產認證 

環境適應性 環境適應性 

工業
機器人認證

服務
機器人認證

醫療
機器人認證

特種
機器人認證

各類部件認證

照護型
機器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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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時程

主要任務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2015.3~12

針對當前已有的工業

機器人整機標準，制

訂工業機器人安全與

EMC 認證實施規則。

另考慮到照護機器人

標準發展現狀，在此

階段將編制照護機器

人的安全和 EMC 認

證及技術規範。

針對機器人性能、軟

體評估等標準不足之

部分，組建技術專家

小 組， 制 訂 “ 機 器

人自主標準 / 技術規

範”，在此自主標準

設計認證方案下，制

訂認證實施規則並實

施對外認證服務。

針對機器人通訊、風險評估等

標準未制訂之部分，機器人零

部件認證及行業需求，加入有

特色的機器人性能認證，如服

務型機器人、人機接觸安全及

介面、及機器人的綠色節能 /

低輻射特性等，組建技術專家

小組制訂“機器人認證技術規

範”，基於此技術規範設計認

證方案，實施對外認證服務。

2016.1~12 2017.1~12

表 1 、國評中心檢測能量規劃之階段性任務

表 2、工業機器人之測試標準

六大國評中心工業機器人檢測能量

中國六個國評中心皆已採購檢測設備，其中

部分是實驗室自製設備，唯主建築物將會在今

年底前完工，目前皆可執行工業機器人相關安

規及 EMC 等檢測項目。依國評中心之資訊彙

整相關工業機器人之測試標準，如表 2。工業

機器人性能和機器人環境測試標準，如表 3。

測試種類

安全：

通用安全及

風險評估

電磁相容：

電磁干擾及

耐受性

GB/T 15706-2012 (ISO 12100) 
機械安全設計通則 - 風險評估與風險減
小

GB 5226.1-2008 (IEC 60204-1) 
機械電氣安全機械電氣設備 
第 1 部分：通用技術條件

GB 11291.1-2011 (ISO 10218-1)
工業環境用機器人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機器人

GB/T 17799.1-1999 (IEC 61000-6-1)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居住、商業和輕工業

環境中的抗擾度試驗

GB/T 17799.2-2003 (IEC 61000-6-2)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工業環境中的抗擾度

試驗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居住、商業和輕工業

環境中的發射

GB 17799.4-2012 (IEC 61000-6-4)
電磁兼容通用標準工業環境中的發射

測試標準

中國機器人產品認證機構認證規則

1.工業機器人的安全和 EMC認證實施規則

⑴ 適用範圍：適用於各類工業機器人（參照

GB/T 12643-2013《機器人與機器人裝備詞

彙》中之定義），考慮到機器的注意事項、危

險的程度、危害情況及所涉及事件、電磁干擾

等進行的基本安全設計、防護措施、使用資訊

要求及可靠性方面的安全和電磁相容（EMC）

認證。

表 3、工業機器人性能和機器人環境試驗標準

⑵ 認證模式：產品型式試驗 + 初次工廠檢查 + 

獲證後監督。產品證書有效期為 5 年，證書有

效性依據獲證後的監督維持。

⑶ 認證申請：申請認證時可選擇安全認證、電

磁相容認證 或安全 +電磁相容認證。申請時須

填寫正式申請書，及提供證明資料。另需提供

產品之文件及資料，例如，產品組裝圖、電器

原理圖、產品說明書、電氣規格、關鍵零組件

/元器件清單及主型式與系列型式差異說明表。

⑷ 型式試驗：依據之標準採國內銷售（GB標準）

及國外銷售（ISO/IEC標準），對應之標準請

測試種類

性能：

性能規範、

驗收規則

環境：

機械環境、

綜合環境、

防爆環境

GB/T 12642-2013 (ISO 9283)
工業機器人性能準則與相關試驗法

JB/T 8896 工業機器人驗收規則

GB/T 2423.1-2008 (IEC 60068-2-1) 
環境試驗 第 2部分：
試驗方法 試驗 A：低溫

GB/T 2423.2-2008 (IEC 60068-2-2) 
環境試驗 第 2部分：
試驗方法 試驗 B：高溫

GB/T 2423.3-2006 (IEC 60068-2-78) 
環境試驗 第 2部分 :
試驗方法 試驗 Cab：恆定濕熱方法

GB/T 2423.4-2008 (IEC 60068-2-30) 
環境試驗 第 2 部分：試驗方法 試驗
Db：交變濕熱 (12h+12h 循環 )

GB/T 2423.10/11-2008 (IEC 60068-6) 
正弦振動、隨機振動方法

GB 4208-2008 (IEC 60529) 外殼防護
等級

測試標準

參考表 4 (工業機器人之測試標準 )。試驗時限

為收到樣品及檢測費用入帳後，20個工作日左

右 (不含重測及整改時間 )。

⑸ 關鍵零部件 /元器件要求：為確保獲證產品

的一致性，關鍵零部件 / 元器件的技術參數、

規格型號、製造商、若發生變更時，持證人應

及時提出變更申請，並送樣進行試驗（或提供

書面資料確認），經認證機構核准後，方可在

獲證產品中使用。

⑹ 工廠檢查：工廠檢查的內容為工廠品質保證

能力和產品一致性檢查。

工廠檢查時，應在生產現場檢查申請認證產

品的一致性，重點核查以下內容。

認證產品的標誌應與型式試驗報告上所

標明的資訊一致。

認證產品的結構應與型式試驗報告中一

致。

認證產品所用的關鍵零部件應與型式試

驗報告中一致。

若涉及多系列型號產品時，則每系列產

品應至少抽取一個規格型號做一致性檢

查。工廠檢查時，對產品安全性需盡可

能採取現場見證 (監督 )試驗。

工廠品質保證能力檢查，應覆蓋申請認

證的所有產品和生產廠場。

⑺ 認證時限：在完成產品型式試驗和工廠檢查

後，若是符合認證要求，則會在 30 天內出具

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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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器人產品認證標誌與費用

依中國法規之規定，證書持有者應向認證機

構購買標準規格的標誌，或申請按《國家機器

人產品認證標誌使用要求》中規定的合適方式

來施加認證標誌。應在產品本體明顯位置、銘

牌或說明書、包裝上施加認證標誌。

舉例來說，客戶若有機器人整機送測之需

求，將會由客戶詢問發證機構，向發證機構開

案送件申請，再由發證機構分派案件至國評中

心 ( 或簽約實驗室 )。以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

化股份有限公司為例，有一款工業機器人產

品，欲做安規及 EMC 認證，則需向上海添唯

認證技術有限公司開案，再由上海添唯分派

案件至上海國評中心，執行相關安規及 EMC

測試，通過後實驗室出具合格報告，交由上

海添唯審核後，核發證書，依上海添唯公告

之訊息，2016 年已通過驗證之廠商，如右表

獲證產品出現嚴重品質問題或用戶提出

嚴重投訴並經查證為持證人之責任時；

認證機構有足夠理由對獲證產品與認證

依據標準的符合性提出質疑時；

有足夠資訊表明製造者、生產企業由於

變更組織機構、生產條件、品質管制體

系等而可能影響產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時。

⑻ 獲證後的監督：獲證後的監督內容，包括工

廠產品品質保證能力的監督檢查，和獲證產品

之一致性檢查。初始工廠檢查結束後，12個月

內應安排年度監督，每次年度監督檢查間隔不

超過 12 個月。若發生下述情況之一可增加監

督頻次：

4。第二屆國際機器人檢測認證高峰論壇將於

2017/12/12~15在重慶召開，將於下期期刊更

新 2017年獲得 CR認證之廠商。 

中國機器人驗證通過之廠商共有 27 家，其

中工業機器人佔 14家，服務型機器人佔 13家。

認證類型以安規 +EMC (S&E)共有 10張證書，

只有安規 (S)的有 15張證書，只通過 EMC(E)

的只有 2家。

本會除推動台灣機器人標章 (TARS) 外，仍

積極與大陸認證機構洽談轉證與互認，未來希

望可透過本會的檢測驗證平台，鏈結台灣之測

試實驗室成為大陸認證機構所認可之簽約實驗

室，取得 TARS標章後，可讓大陸認證機構之

實驗室至台灣做目擊測試 (witness) 通過後，

即可取得 CR認證。

序號 企業名稱 產品類別 規格型號 認證類型

1 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SR6C/SR10C S&E

2 安徽埃夫特智慧裝備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GR6160 S&E

3 廣州數控設備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RB20、RH06、RB08 S&E

4 上海新時達機器人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SA1400 S&E

5 南京埃斯頓機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R16-1600 E

6 北京賽佰特科技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CBT-90/200 S

7 上海沃迪自動化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TPR200 S

8 東莞市李群自動化技術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AH-5020-054S S

9 上海圖靈智造機器人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TKB050 S

10 浙江錢江機器人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QJRH4-1 S

11 東莞市李群自動化技術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AP-1130-465S S

12 上海棠棣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V1.2 S&E

13 上海木爺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MUYE M2 S&E

14 小船資訊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Boat-easy S&E

15 上海派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PY-B1 E

16 弗徠威智慧型機器人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V2.0 S

17 常州智寶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UD-02 S

18 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SRYC1402D S

19 哈工大機器人集團 服務機器人 YB02-SSLS-01 S

20 青島海爾機器人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TAB-T730H S

21 上海螺趣科技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XR-03 S

22 歡顏自動化設備 (上海 )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HY1006A-138 S

23 上海福賽特機器人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FR-i3C700G S&E

24 億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機器人 E100 S

25 眾德迪克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RUT_ALAN S

26 山東創澤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CZ-Robot1S S&E

27 上海有個機器人有限公司 服務機器人 Yogo-I S&E

表 4、中國機器人驗證通過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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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自從阿里巴巴自2009 年率先推動「雙11 網購狂歡節」至今，每年在
電商風光背後，接下來的龐大訂單才真正考驗物流及快遞業者能耐，必須強

化配送速度與安全，才能保住這塊大餅。此雖導致物流自動化產業將越來越

重要，但對於生態系而言，最棘手問題從來不是開發自動化系統軟、硬體，

而是如何能藉著整合創造差異化，強化競爭力。

迎接雙 11電商大戰
機器人角逐智慧物流商機

根據中國大陸最新統計 2017 年上半大陸快

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 173.2億件，年成

長率達 30.7%，顯示從今年 Q2 開始，已常態

化進入單日快遞億件時代。而在近年來中國大

陸推波助瀾下，全球電子商務潮流迅猛發展，

也逐漸改變了消費者習慣，更趨向多樣化和個

性化。此也使得企業訂單處理呈現出「多品種、

小批量、多批次、高時效」的特點，成功交易

將取決於銷售平台背後的一系列流程。

尤其到了今 (2017) 年 11 月 11 日「雙 11」

當天，依中國國家郵政局監測數據顯示，主要

電商企業全天共產生快遞物流訂單 8.5億件，

年增 29.4%；全天各郵政、快遞企業共處理

3.31億件，年增 31.5%，將同時面臨業務數量

和服務品質兩方面的巨大考驗。估計必須投入

近 300 萬人、3,000 萬平方公尺場地、9 萬輛

文∣陳念舜

幹線運輸車輛和 90 餘架全貨機，行業能力儲

備較平常增加 3~5成始能因應。

包括能否提供在訂購當日出貨、Click-and-

Collect(點擊提貨 )或方便的退換貨處理流程，

已成為消費者實際要求順暢而舒適的購物體

驗；電商或物流業者必須提供環環相扣的解決

方案，以獲得更快速的反應速度和供貨能力履

行訂單，並配合顧客自訂偏好的時間和地點，

提供完整的系列產品。如何開發出一套智慧化

的自動倉儲系統，確保客戶的滿意度和回購

率，對於企業的永續發展至關重要。

此不斷推進亞馬遜 (Amazon)、阿里巴巴、

京東商城等 B2C電商產業成長過程中，不僅比

較誰的送貨速度快，還飽受缺工所苦。而在當

前倉儲流程中，又以揀貨階段約占 60%最耗人

力，包括在倉配、分揀、快遞末端等，都須要

針對軟硬體進行智慧化升級。反觀機器人可以

執行自動化補貨、整箱揀貨、拆零揀選、退貨

等物流作業，近年來在倉儲系統中需求巨大，

特別是在電商物流中心應用日趨廣泛，既減輕

了工作人員的壓力、降低成本，還有助於資源

最佳化。

反之，若有業者會直接把收集而來的資料，

直接傳送給支援工程團隊，趁停機發生前，

即提出建議並採取行動。從精實製造 (lean 

manufacturing) 的觀點，即可看出 IIoT 對於

物流和製造生產的重要性。進而以感測器套件

取代個別的感測引導，以提供最優質、最低成

本的方案，包括透過持續不間斷的即時監控技

術，由個別 AGV 輸出狀態資訊，再直接傳遞

到客戶端，以便立刻採取行動。

一旦納入 IIoT監控功能後，維護或支援團隊

再也不用親臨現場，得以趁問題爆發前先行評

估和處理失誤，進而提高營運效率。否則，除

了單一 AGV 維護費用不容小覷，只要有其中

一輛 AGV 在高流量區域故障停機 15min，就

可能引發蝴蝶效應，可能導致其後所有載具都

會跟著停擺，造成 150分鐘的整體大停機，嚴

重影響整體設備效率 (OEE)。

且由於業者仍須先建立龐大數據資料庫，才

能讓機器人在偌大倉庫中找到指定商品，依業

界估計目前各家研發的自動揀貨技術，還要至

少 1 年時間才能商品化。對於 OEM、零組件

供應商而言，除了因應現今智慧物流，要求須

搭配機器人及周邊自動化系統、設備，其倉儲

貨運 AGV 荷重愈來愈高，已促成所需線性滑

軌、滾珠螺桿產能供不應求，台灣可望受惠於

日本的轉單效應；且在倉儲需求從 AGV 自動

化邁向智能化倉儲系統過程中，最棘手的問題

向來不是開發自動化系統軟、硬體，而是如何

能藉著整合創造差異化，強化競爭力。

包括在自動化設備上加裝智慧傳感系統，以

隨時感測即時動態收集資料，並透過大數據分

析來得到最高效益的營運方式，AGV、機器人

與自動化系統整合應用，已成現階段物流自動

化核心。但目前僅有少數 AGV 製造商設法善

用這些資料，把它們變得有可行性、預測性和

實用性。這正是工業 4.0、大數據和工業物聯

網 (IIoT)經常面對的批評，徒有過量的資料，

卻不懂得善加利用。

聚焦電商大數據需求

搶進智慧物流商機

KUKA集團提供解決方案
確保零售物流業永續發展

如目前結合 KUKA 和旗下子公司 Swisslog

所提出的零售物流業解決方案 CarryPick，便

基於前者在機器人技術領域的能力，具有高度

靈活性、速度和可用性等優點，且透過內建軟

體使用開放式標準，確保與協力廠商相容性及

方便使用，確保從接收訂單、倉儲、揀貨、包

裝、分揀和發送等整條供應鏈的流程透明度。

再加上 Swisslog在電子、食品以及時尚等各類

市場上從設計和模擬到建立銷售中心、測試和

保養的多年經驗，得以掌握電子商務和零售領

域專業知識 (Domain knowhow)，進而開發出

個別化的全套物流流程，確保最佳生產效率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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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時間 )和 99%系統可用性，以實現智慧物流

解決方案。包括：快速供貨、節省倉儲面積、

提高提貨精確度等，經量身定制的 Swisslog

服務方案，可以使停機時間減至最短，且在運

行過程中改良或進一步開發系統。

除了前述模組化生產與流程設計之外，

KUKA 和 Swisslog 還在資料收集、管理和分

析方面具有深厚的知識積累，如可用性、維護

記錄等重要的系統資訊，或市場趨勢、購買行

為等訊息，隨時確保從零售商到顧客整條銷售

管道的透明度；其靈活的融資模式，也有助於

使物流工作與業務協調一致。

日本宅配市占率最高的雅瑪多集團 (Yamato，

台灣稱「黑貓宅急便」)，雖然營收總量屢創新

高，但受到作業成本大幅增高的影響，仍舊被

迫將 2016財年營業利潤預期調降 15%；同時

宣布於今年 9月份上調快遞基本運費，特別是

針對佔其配送總量過半、但卻享有大幅折扣的

日本亞馬遜等大型電商客戶，調漲幅度最高。

造成導火線的最大主因，便是電商物流規

模爆發式的成長，雖為物流產業創造了發展契

機，但其高頻、小量、多元的「非計畫性物流」

特性，對以計畫性物流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傳統

物流企業而言，在作業成本、科技應用、服務

設計與人力配置等方面，均帶來前所未有的龐

大衝擊與嚴峻挑戰。今年以來，日本媒體甚至

不斷以「物流崩壞」形容產業所面臨的巨大危

機，直指傳統物流服務因無法因應高度碎片化

的電商物流需求，使企業深陷營收與營利脫鉤

的窘境。

為改善這樣的情況，物流產業的全面革新迫

在眉睫，業者無不積極轉型，尤其著重於結合

手機 app、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等創新數位

科技，提高物流運作效率、品質及獲利能力，

加速朝向物流科技服務業發展。3.菜鳥網路科技近來還宣布與上汽、東風、瑞馳等車企合作
「ACE」計畫，將打造百萬輛搭載「菜鳥智慧大腦」的新能
源物流車，改變目前依靠人工調度的現狀、提升從倉庫到站
點的多頻次運輸效率。(圖片來源：www.gzhphb.com)

智慧價值難切

電商、物流垂直體系爆衝突

分頭並進虛實

菜鳥與京東兩強競逐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電商與物流業上下還存

在著競合關係，以及企業生態不同下的根本利

益衝突，都導致未來智慧物流業的虛實整合正

朝向更加複雜的局面發展。如最早在 2013年，

美國亞馬遜與 UPS 即曾因後者無法因應節前

採購高峰，導致出貨遞延而影響合作關係。促

使亞馬遜後來為降低對外包物流合作夥伴的依

賴，不斷強化旗下自建物流能量，除了持續加

大在倉儲方面的投資力道外，亦著手購置車

隊、機隊；甚至於 2015 年推出 Amazon Flex

服務，作為 Prime Now 快速配送的物流支援

基礎。

到了今年 6月，又有中國大陸物流龍頭企業

順豐速運突然宣布，關閉與具有濃厚電商背景

的菜鳥網絡間的數據傳輸介面，並停止向所有

淘寶平台上傳包裹物流訊息，雙方之間的爭端

引信，便是來自於關鍵資訊與數據的爭奪。而

2.目前結合 KUKA和旗下子公司 Swisslog所提出的零售
物流業解決方案 CarryPick，可以使停機時間減至最短，且
在運行過程中改良或進一步開發系統。(圖片來源：www.
swisslog.com)

要領域，前者更偏重虛擬的大數據驅動智慧物

流，後者則相對無人機、搬運車等自動化硬體

設備的布局。

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鳥網路科技公司最大特

色是自家並無物流車輛，而是透過建立數據平

台的模式，為快遞物流業者規畫作業上最佳程

序，提高服務效率。近來還宣布與上汽、東風、

瑞馳等車企合作「ACE」計畫，將打造百萬輛

搭載「菜鳥智慧大腦」的新能源物流車，改變

目前依靠人工調度的現狀、提升從倉庫到站點

的多頻次運輸效率。包括結合智慧分單系統，

以達成「前置分揀、集裝運輸」目的，省去在

配送站二次分揀的流程，以提升物流鏈上各作

業流程效率。

但相對於菜鳥的智慧倉庫目前還無法 100%

無人操作，仍需要人工與機器配合操作，另

一家大陸電商龍頭京東集團則不斷挖掘智慧物

流機器人在商用領域的需求。最新發表全球首

個成功營運的全程無人分揀中心─京東物流昆

山無人分揀中心，場內自動化設備覆蓋率達到

100%，實現了從供包倉庫、分揀、配送到裝

車各環節的全流程無人化，涵括從自動分揀機

調控、無人搬運車 (AGV)搬運調度，無線射頻

識別系統 (RFID) 等資訊，皆通過京東自主研

發的 DCS 智慧管控系統管理，估計營運效率

提升 4 倍，目前分揀能力已可達到 9,000 件 /

hr，在同等場地規模和分揀貨量下節省 180個

人力。

1.根據中國大陸最新統計 2017年上半年大陸快遞服務企業
業務量累計完成 173.2億件，年成長率達 30.7%，顯示從今
年 Q2開始，已常態化進入單日快遞億件時代。 (圖片來源：
mall.soo56.com)

舉中國大陸兩大電商龍頭阿里巴巴、京東的

最新發展為例，智慧物流固然是兩者角逐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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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因應各領域別產業對智動化及機器人技術人力需求，加速台灣推動智慧自動化及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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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認證確認學員學習成效。透過課程學習，培訓出優秀的機器人設計開發及智動化系統

整合應用人才，提供業者進行產線單機智動化、系統單元及整線、整廠智動化與智慧機

械、機器人技術開發及應用等專業人力。

培訓內容

培訓類別

預期效益

●  自動化工程師學科、術科人才培訓。

●  智動化 /機器人 /智慧機械等領域之關鍵與跨領域技術、產品開發、系統整合、專案管理等課程。

●  短期班技術課程—12小時 (含 )以上培訓時數。

●  系列班人才養成—36小時 (含 )以上培訓時數。

●  專業技術養成，提昇產業人才競爭力。

●  跨領域人才培訓，縮短學用落差，培養人才即戰力。

●  客製化企業包班，符合企業所需，降低企業人事訓練成本。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促進國際人才與技術交流。

●  客製化企業包班。

●  海外人才培訓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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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107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一月份 物聯網關鍵技術與應用培訓班 12 台中

三月份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12 台北

三月份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36 台中

四月份 機器伺服控制設計實務 12 台中

四月份 六軸機械手臂程式模擬及實作演練課程 12 台中

四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人才培訓班  16 北 /中 /南

四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四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中 /南

五月份 自動化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五月份 3D列印應用實務培訓班 12 台中

六月份 機器人自動化之物流與倉儲 12 台北

六月份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中

七月份 視覺感測技術應用實務 18 台中

七月份 六軸機械手臂程式及 CAD/CAM實務應用 12 台中

八月份 機器人檢測安規系列課程 24 台中 /台北

八月份 機器伺服控制應用實務 12 台中

九月份 數位工廠 Shop Floor精實管理 12 台中

十月份 多軸機械手臂設計人才培育班 24 台中

十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人才培訓班  16 北 /中 /南

十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十月份 機器人工程師 (初階 )培訓班 24 北中南

十月份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中 /南

十一月份 智動化與機器人虛實整合應用系統 12 台中

◎更多課程請上網查詢：http://www.tairoa.org.tw/ 洽詢專線：04-23581866 Eunice鄭 /Fion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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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1/17- 1/19 2018年日本國際智慧工廠展 Smart Factory Expo 2018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1/17-1/19 2018年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2018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預計申請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團

2/13-2/15 2018歐洲國際機器人週 International Robot Week
－歐洲‧荷蘭鹿特丹

3/4-3/6 SIAF-2018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3/20-3/23 2018年波蘭華沙自動化技術展 AUTOMATICON 2018
－歐洲波蘭‧華沙展覽中心

3/27-3/30 2018年法國巴黎國際工業展覽會 MIDEST
－巴黎北維勒班特展覽中心 ( 1、2、3、4 館）

3/29-4/1 2018深圳國際機器人及工廠智慧化展 RSE
－深圳會展中心

台灣總代理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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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11 2018第六屆中國電子資訊博覽會 (CITE2018)
－深圳會展中心

4/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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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16 2018香港春季電子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4/24-4/28 2018年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博覽會 HANNOVER MESSE
－漢諾威展覽中心

5/15-5/17 2018法國國際機器人展 INNOROBO PARIS
－ Porte de Versailles  

己申請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團

5/16-5/19 泰國曼谷國際工業展覽會 INTERMACH
－泰国‧曼谷 BITEC會展中心

5/2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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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26 2018年馬來西亞國際工業自動化展覽會
－馬來西亞吉隆坡‧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5/30-6/1 2018日本智能工廠展 2018 smart factory Japan
－ Tokyo Big Sight, Tokyo, Japan

6/13-06/15 2018北京國際工業智慧及自動化展覽會
－北京國際展覽中心

6/19-6/21 2018年德國慕尼黑國際機器人及自動化技術貿易博覽會 AUTOMATICA
－德國慕尼黑國際展覽中心

雙年展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6/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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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6/29 2018年華南國際工業自動化展
－深圳會展中心 雙年展

6/28-6/30 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CIMES）
－北京新中國國際展覽中心

7/04-7/7 CIROS201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台灣總代理 
預計申請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團

8/29-09/1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 Show 
－台灣‧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協會主辦，唯一結合
工業與服務型機器人
之專業展

8/29-9/1 印度國際自動化展會 AUTOMATION EXPO
－印度‧孟買會議展覽中心

9/5-9/7 2018年名古屋國際智慧工廠展 1st SMART FACTORY Expo Nagoya
－ Port messe Nagoya, Japan

9/10-9/15 北美芝加哥工業自動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North America
－美國芝加哥 McCormick Place 雙年展

9/27-9/29 中國（廣州）國際機器人、智慧裝備及製造技術展覽會 RoboIMEX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參展優惠爭取
擬籌組參展團

10/10-13 韓國機器人世界產業展 Robot World
－韓國首爾‧Kintex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台灣總代理
擬籌組參展或參觀

10/13-16 2018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1/22-25 2018年泰國國際機床和金屬加工展 Metalex
－泰國曼谷 BITEC, Bangkok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廣告訂購服務 

台灣智慧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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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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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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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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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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