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機械

智慧機械

陳小姐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2 3Jun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產業行事曆 Industrial Calendar

好書推薦 Bookrecom

非知不可！區塊鏈與虛擬貨幣的經濟大革新

大塚雄介

擊敗拖延就從當下的三十分鐘開始

尼爾．費歐博士

CONTENTS no.25
六月號

市場焦點 Market Focus

國際觀察 Market Outlook

06

16

22

70

78

82

106

108

110

112

56

60

經濟與景氣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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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談人工智慧與醫療健康大數據應用商機                                                                
工研院IEK 游佩芬 研究員

中科智造AI系列論壇 松騰分享300萬美元專利課
文∣陳念舜

國產機器人導入製鞋業的提案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丁純乾
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邱顯俊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許秉澄、黃成凱、陳祉翔、陳俊皓

氣壓機器手臂之網路監控系統的研製

邱銘杰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教授

整合3D 列印技術與快速模具技術於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研製與應用

郭啟全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 游政諺、陳炳誠、陳威樺、徐瑋聰、陳緯杰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劉學哲、廖奕麟、張嘉維、蔡棟安、曹宇良、
黃柏諭

新一代智慧醫療經皮貼片:透過貼片上的數位解決方案與
病患直接互動，提升慢性病的服藥遵從性及安全性

E Ink元太科技策略整合中心　資深經理蘇盈瑩
E Ink元太科技新創事業　事業開發處資深處長李忠蕙

智慧醫療機器手臂系統於內視鏡微創手術之應用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發展二部-朱佑麟、陳正欽、許宏全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發展二部 臨床研究組-蔡欣恬

【台中榮總案例】

高齡病房智慧化 虛擬醫護貼身照顧病患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MyAdvantech Magazine

64

68 Auris悄悄完成2.8億元D輪融資

神祕又低調的手術機器人公司

TrendForce 生技產業助理分析師

社團法人
台灣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協會

June 2018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產學研究&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28

34

46

全球手術機器人市場發展趨勢

TrendForce 生技產業助理分析師

醫療器材產業趨勢與發展策略  

工研院IEK 生活與生醫組 張慈映 組長                                     

2018 漢諾威展用機器人與AI 發揮優勢數位轉型浪潮
工研院IEK 黃仲宏

智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人才培訓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整理

2018國際展覽行事曆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整理

產業脈動 Industry Trend



發刊時程

本期出版日期

發行期數

發行數量

發行區域

發行對象

本刊電子版載於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網站，網址為    

編輯單位

地址

聯絡專線

傳真

電子郵件

網址

美術編輯

投稿說明

版權所有

刊名

出刊者

地址

電話

傳真

創刊日期

每季一期

民國107年6月號

期刊，全彩印刷

3,000本/期

國內及國外重要機器人與智動化展覽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全體會員、工具機暨零組件業、物流傳動業、汽機車與自行車業、食品製造廠、紡

織、電機電 子業、五金業等設備或零組件製造商、研發單位及學術機構等，發行對象遍及產業供需體系，國內外展覽會。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Taiwan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40852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4F., No.26, Jingke Rd., Nan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8, Taiwan (R.O.C.)

10059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6樓603室

Rm. 603, 6F., No.50, Sec. 1, Xinsheng S.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04)2358-1866、(02)2393-1413

(04)2358-1566、(02)2393-1405

service@tairoa.org.tw

www.tairoa.org.tw

九禾廣告媒體整合行銷公司  J&M MEDIA CORPORATION  04-22965959

(一) 歡迎各界提供智慧製造/機器人相關產業趨勢及技術文章，來稿採用匿名審查制度，由本出版單位編輯部與相關學者

專家審核之。

 (二) 凡接受刊登之文章，本出版單位得視編輯之需要，決定刊登的版面配置與形式。

非經同意請勿轉載。本刊內文文責由作者自負，文章著作權由本刊享有，欲利用本刊內容者，須徵求社團法人台灣智慧

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同意或書面授權。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 2227-3050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40852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886-4-2358-1866

+886-4-2358-1566

中華民國101年6月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no.25 June 2018

http://www.tairoa.org.tw



市場焦點  Market Focus

6 7Jun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5月 28日；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6月 1日

儘管國際原物料價格走勢續強，由於智慧型

手機需求不振、產業淡季、工作天數減少等因

素，4 月出口、外銷訂單金額以及工業生產值

皆較 3月表現為差，因而影響了製造業廠商對

當月景氣看法轉為保守。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公布，2018

年第一季美國經濟成長年增率達 2.9%，是

2015 下半年以來的新高。內需表現方面，第

一季民間消費成長年增率為 2.6%；而民間投

資則達 5.8%，提供了最主要的成長動能。外

需表現方面，第一季商品與勞務的出口及進口

成長年增率，分別為 4.3%與 4.2%。

美國就業市場方面，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

（BLS）公布，美國於 2018 年 4 月的失業率

為 3.9%，較上月減少 0.2個百分點，為 17年

半來的新低。而通貨膨脹率方面，2018 年 4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 2.5%，較

上月上揚 0.1個百分點。美國經濟達充分就業

水準，再加上通膨逐漸增溫，聯準會（Fed）

在 3月決議升息後，未來執行緊縮政策的機會

不低。另在近期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國供應

管理研究所（ISM）公佈 4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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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人指數（PMI）為 57.3點，非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NMI）為 56.8點，皆較上月呈現下滑

的主因為，經濟活動在快速飽和後出現暫時趨

緩，但仍顯著高於 50 點臨界點以上，意味著

美國經濟在近期保持擴張態勢。

在全球經濟持續增溫下，中國 4 月的出口

金額較上月增加 15.6 個百分點，進口年增率

21.5%，較上月增加 7.1 個百分點。在投資方

面，1 至 4 月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 7.0%，創

1999 年來最低，其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年增率

較上月減少 0.5個百分點至 8.4%。

另在生產與商業活動方面，4月在新出口訂

單及進口指數增速放緩以及大型企業景氣回跌

之下，中國製造業 PMI 較 3 月低 0.1 個百分

點達 51.4。其中生產指數持平，存貨、出廠價

格與供應商配送時間等指數小幅上升，其餘皆

呈小幅回跌；非製造業活動方面，除了從業人

數指數較 3月略降 0.2個百分點外，新訂單、

投入品及銷售價格、業務活動預期等指數均上

揚，整體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4.8%，較

上月增加 0.2個百分點。整體看來，中國製造

業 PMI雖略有拉回，但仍與非製造業活動處於

景氣擴張區。

國內對外貿易方面，受國際原油與原物料價

格持續走高影響，再加上比較基期偏低，使原

物料相關出口貨品表現亮眼。4 月我國對外出

口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10.0%；進口方面，

受小客車及手機產品進口年增率衰退影響，使

消費品進口年增率下滑，再者半導體設備進口

年減率擴增，使資本設備進口年增率再度由正

轉負，4月進口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4.9%。累

計 1至 4月出超為 159.2億美元，相較去年同

期增加 16.9%。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今年 4月景

氣領先、同時指標下跌，顯示當前我國經濟呈

溫和擴張，惟成長力道有待加強。

一、景氣對策信號

2018年 4月較上月增加了 3分為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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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增為

5.6%，燈號續呈黃藍燈。

●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 11.3% 減為 10.1%，

燈號續呈綠燈。

●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6.3%增為

8.6%，燈號由綠轉黃紅燈。

●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 0.97% 減

為 0.72%，燈號續呈黃藍燈。

●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 11.5%減為 8.4%，

燈號仍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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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 2.1%增

為 3.4%，燈號續呈綠燈。

●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2.6%

增為 4.5%，燈號由黃藍燈轉綠。

●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修

值 4.2%增為 4.6%，燈號由黃藍燈轉為綠燈。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下修值 100.0點

減為 98.3點，燈號續呈綠燈。

綜
合
判
斷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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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S
cores

圖 1、近一年景氣對策信號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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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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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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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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5，較三月下降 0.41%。

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52 101.58 101.50 101.28 100.95 100.57 100.15

　較上月變動 (%) 0.16 0.05 -0.08 -0.22 -0.32 -0.38 -0.41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60 100.56 100.41 100.11 99.73 99.32 98.92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88 99.81 99.74 99.69 99.660 99.658 99.663

  股價指數 100.31 100.30 100.28 100.25 100.21 100.17 100.12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100.16 100.12 100.05 99.96 99.85 99.71 99.58

  核發建照面積 3 100.84 101.01 101.15 101.27 101.39 101.49 101.55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99.26 99.40 99.53 99.59 99.60 99.55 99.47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33 100.28 100.20 100.10 100.01 99.91 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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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較

三月上升，包括核發建照面積，及實質貨幣總

計數 M1B；其餘 5項則為下滑，分別為：製造

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

進入率、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外銷訂單指

數，及股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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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6，較三月下跌 0.59%。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7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非

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較三月上升，其餘 6項均為

下滑，分別為：製造業銷售量指數、實質機械

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工業生產指數、實質海關

出口值、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及電力

（企業）總用電量。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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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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2.12 102.19 102.07 101.78 101.43 100.95 100.36 

　較上月變動 (%) 0.25 0.08 -0.12 -0.28 -0.35 -0.47 -0.59 

構成項目 1

工業生產指數 100.38 100.44 100.47 100.44 100.38 100.31 100.21 

電力 (企業 )總用電量 100.54 100.50 100.43 100.34 100.34 100.31 100.22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60 100.63 100.61 100.55 100.42 100.22 99.98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98 101.03 100.99 100.91 100.80 100.70 100.56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99.97 99.98 99.99 100.00 100.02 100.04 100.05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82 100.81 100.69 100.51 100.30 100.06 99.77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0.47 100.53 100.48 100.34 100.09 99.74 99.36 

▲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100.29，較三月下降 0.03%。

6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製造業

存貨率、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及全體貨幣機

構放款與投資皆較上月上升；其餘則為下滑：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製造業單位產出

勞動成本指數，以及失業率。

圖 5、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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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景氣落後指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項 目 106年（2017） 107年（2018）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不含趨勢指數 99.92 99.99 100.11 100.27 100.34 100.32 100.29 

　較上月變動 (%) -0.04 0.07 0.13 0.16 0.07 -0.01 -0.03 

構成項目 1  
失業率 100.18 100.19 100.20 100.19 100.18 100.16 100.15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 100.15 100.17 100.18 100.17 100.16 100.13 100.11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99.92 100.01 100.13 100.22 100.14 99.92 99.64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100.03 100.04 100.05 100.06 100.07 100.09 100.10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100.04 100.03 100.01 100.01 100.04 100.09 100.15 

製造業存貨率 99.58 99.54 99.56 99.65 99.80 99.98 100.19 

註：工業及服務業經常性受僱員工人數自 2017年 7月起停止發布，故自當月起，以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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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根據 6 月 1 日中研院公告消息，2018 年 5

月經季節調整後，PMI指數續揚 0.1個百分點

至 58.1%，已連續第 26個月呈現擴張。

新增訂單指數與生產數量指數皆呈現擴張速

度加快走勢。五項組成指標內，新增訂單、生

產數量與人力僱用呈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為

上升，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亦持續擴張。

以新增訂單指數來說，指數微升 0.2個百分

點至 56.2%，呈擴張速度加快走勢。化學暨生

技醫療產業 58.1%、食品暨紡織產業 56.7%

與基礎原物料產業 58.5%皆呈擴張速度加快走

勢，指數分別攀升 2.0、1.7與 2.1個百分點。

電子暨光學產業以及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指

數已分別第 3 與第 19 個月呈現擴張，惟本月

分別下跌了 7.4 與 13.1 個百分點至 59.1% 與

54.8%。交通工具產業僅維持 1個月的緊縮，

隨即回升 4.8個百分點至持平（50.0%）。

生產數量指數續揚 1.6個百分點至 59.6%，

呈擴張速度加快走勢。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

數呈擴張速度加快走勢，指數躍升了 6.5個百

分點至 61.6%。基礎原物料產業 64.6% 與電

子暨光學產業 61.6%皆已連續第 3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擴張速度趨緩，指

數分別下跌 0.8 與 7.7 個百分點。電力暨機械

設備產業 58.3%，指數續跌了 6.0個百分點。

食品暨紡織產業已連續 3個月呈擴張，指數為

58.3%。交通工具產業僅維持 2個月的擴張，

本月隨即續跌 4.8個百分點至持平（50.0%）。

六大產業全數呈現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

電子暨光學產業 61.9%、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60.0%、基礎原物料產業 56.6%、化學暨生技

醫療產業 55.1%、食品暨紡織產業 54.7% 與

交通工具產業 54.5%。

圖 7、產業別 PMI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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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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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8年 5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5月 NMI已連續第 15個月呈擴張，惟擴張速

度趨緩，指數回跌了 1.9個百分點至 53.7%。

四項組成指標內，商業活動（生產）、新增

訂單與人力僱用皆呈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為

上升（高於 50.0%）。

5 月 NMI 中，有七大產業呈現擴張，依擴

張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58.9%、金融保險

業 58.4%、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6.7%、資訊暨

通訊傳播業 56.3%、批發業 54.5%、零售業

52.5%與營造暨不動產業 50.4%。僅運輸倉儲

業回報持平 50.0%。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8
5月

201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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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58.0 +0.1 擴張 加快 26 55.1 61.9 54.7 56.6 54.5 60.0
新增訂單數量 56.2 56.0 +0.2 擴張 加快 16 58.1 59.1 56.7 58.5 50.0 54.8
生產數量 59.6 58.0 +1.6 擴張 加快 16 61.6 61.6 58.3 64.6 50.0 58.3
人力僱用數量 56.5 55.9 +0.6 擴張 加快 25 58.1 62.1 58.3 48.8 59.1 59.5
供應商交貨時間 59.2 62.2 -3.0 上升 趨緩 26 50.0 65.9 45.0 51.2 54.5 64.3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59.1 58.1 +1.0 擴張 加快 26 47.7 60.8 55.0 59.8 59.1 63.1
客戶存貨 50.3 48.7 +1.6 過高 前月為過低 1 40.7 51.3 50.0 58.5 43.2 40.5
原物料價格 76.3 71.7 +4.6 上升 加快 27 80.2 78.0 70.0 74.4 70.5 76.2
未完成訂單 53.8 55.2 -1.4 擴張 趨緩 22 52.3 56.0 46.7 53.7 43.2 56.0
新增出口訂單 56.1 57.1 -1.0 擴張 趨緩 3 53.5 59.9 45.0 54.9 50.0 53.6
進口原物料數量 55.7 58.4 -2.7 擴張 趨緩 27 57.0 60.3 51.7 48.8 47.7 52.4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63.3 63.0 +0.3 擴張 加快 27 61.6 69.0 61.7 54.9 54.5 59.5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8 37 - - - - 43 35 47 51 22 32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31 32 - - - - 43 26 31 44 23 27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69 67 - - - - 72 59 93 91 60 61

產 業 別

圖 6、臺灣製造業 P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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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臺灣非製造業 NMI時間序列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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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8年 5月臺灣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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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價格指數』、『客

戶存貨』與『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指數』。

『原物料價格指數』已連續第 10個月維持在

70.0%以上的上升速度，且指數回升了 4.6個百

分點至 76.3%。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為 78.0%，

已連續 9個月維持在 70.0%以上的上升速度。

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指數續揚 7.8個百分點至

80.2%，已連續第 9個月維持在 70.0%以上的

上升速度。食品暨紡織產業與交通工具產業，

指數分別攀升 5.0與 8.6個百分點至 70.0%與

70.5%，已分別連續 25與 20個月呈現上升。電

力暨機械設備產業與基礎原物料產業，已連續第

10與第 7個月維持在 70.0%以上的上升速度，

指數分別為 76.2%與 74.4%。

『 客 戶 存 貨 』 僅 維 持 1 個 月 過 低（ 低

於 50.0%），隨即攀升了 1.6 個百分點來到

50.3%。基礎原物料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皆回

報客戶存貨數量高於當前客戶所需，指數各回

升 3.4與 4.5個百分點至 58.5%與 51.3%。化學

暨生技醫療產業 40.7%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40.5%仍持續回報為過低。交通工具產業僅維

持 1個月的過高，本月隨即回跌 9.2個百分點至

43.2%，食品暨紡織產業則為持平（50.0%）。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指數攀升 0.3個

百分點至 63.3%，已連續 5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化學暨生技醫療與電子暨光學

產業已分別連續第 11與第 17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且指數各攀升 0.4與 1.1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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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5月

2018 
4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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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NMI 53.7 55.6 -1.9 擴張 趨緩 15 58.9 50.4 56.7 58.4 56.3 52.5 50.0 54.5
商業活動／生產 55.2 58.6 -3.4 擴張 趨緩 3 57.1 51.8 57.1 57.6 52.8 64.8 50.0 55.1
新增訂單 53.2 56.3 -3.1 擴張 趨緩 3 64.3 46.4 60.7 55.4 61.1 41.7 56.3 59.2
人力僱用 54.9 54.1 +0.8 擴張 加快 15 64.3 53.6 55.4 64.1 58.3 53.7 47.9 52.6
供應商交貨時間 51.6 53.3 -1.7 上升 趨緩 46 50.0 50.0 53.6 56.5 52.8 50.0 45.8 51.3
存貨 55.0 50.9 +4.1 擴張 加快 3 64.3 51.8 48.2 56.5 50.0 61.1 45.8 59.0
原物料價格 61.7 63.8 -2.1 上升 趨緩 29 57.1 64.3 64.3 53.3 44.4 59.3 77.1 69.2
未完成訂單 46.4 51.7 -5.3 緊縮 趨緩 1 39.3 37.5 55.4 54.3 58.3 44.4 37.5 47.4
服務輸出／出口 49.0 49.9 -0.9 緊縮 加快 3 50.0 37.5 64.3 46.2 50.0 33.3 55.0 55.8
服務輸入／進口 56.2 51.8 +4.4 擴張 加快 3 53.6 53.1 61.1 54.5 55.6 50.0 60.0 53.1
服務收費價格 51.1 54.9 -3.8 上升 趨緩 2 53.6 55.4 50.0 47.8 52.8 46.2 47.9 51.3
存貨觀感 53.1 51.3 +1.8 過高 加快 46 60.7 48.2 46.4 52.2 50.0 57.4 52.1 59.0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2.1 51.4 +0.7 擴張 加快 9 46.4 48.2 64.3 48.9 50.0 55.6 43.8 53.8

產 業 別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以 4月為預測基準月 )

分點來到 61.6%與 69.0%。食品暨紡織產業指

數為 61.7%，已連續 3個月維持在 60.0%以上

的擴張速度。基礎原物料產業已連續 5個月呈擴

張，指數為 54.9%。交通工具產業 54.5%與電

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59.5%指數分別回跌了 5.0與

4.8個百分點，已連續 19與 10個月呈現擴張。

另，全體非製造業『未完成訂單指數（工作委

託量）』僅維持了 1個月的擴張，本月指數由創

編來最高點 51.7%回跌 5.3個百分點至 46.4%。

八大產業中，有五大產業回報未完成訂單呈緊

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營造暨不動產業 37.5%、

運輸倉儲業 37.5%、住宿餐飲業 39.3%、零售

業 44.4%與批發業 47.4%。另有三大產業則回

報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8.3%、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5.4%與金融保險業

54.3%。

全體非製造業『原物料價格指數（營業成本）』

已連續第 29個月呈現上升（高於 50.0%），

指數為 61.7%。八大產業中，有七大產業回報

原物料價格呈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運輸倉

儲業 77.1%、批發業 69.2%、營造暨不動產

業 64.3%、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4.3%、零售

業 59.3%、住宿餐飲業 57.1%與金融保險業

53.3%。僅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44.4%回報下降。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回升 0.7個百分點至 52.1%，已連續第 9個月呈

現擴張。八大產業中，三大產業回報擴張，依指

數擴張速度排序為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4.3%、

零售業 55.6%與批發業 53.8%。四大產業則回

報呈現緊縮，依指數緊縮速度排序為運輸倉儲

業 43.8%、住宿餐飲業 46.4%、營造暨不動產業

48.2%與金融保險業 48.9%。僅資訊暨通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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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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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人工智慧與醫療健康

文∣工研院 IEK 游佩芬 研究員

大數據應用商機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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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數據分析、物聯網以及人工智慧已

被視為是對企業經營最有影響力的前三大

科技主題

根據一項 2017 年針對企業 CEO 的問卷統

計，有近 4 成的人認為在未來三年最具破壞式

創新力的前三大科技主題分別是大數據分析、

物聯網以及人工智慧。隨著科技進展，醫療健

康領域也累積大量資料，已經是傳統資訊技術

無法處理，因此，前述技術也逐漸被醫療健康

產業所接受、採用，而應用於改善過去健康醫

療產業中精準不足、效率不佳、專業人力不足、

醫療浪費等議題。目前，這三項技術已經被應

用於臨床實務上，未來，若能有效串聯、分析

被鎖在各單位的資料孤島 （Data in Silo），

將實現即時（real-time）、精準的智慧化醫療。

人工智慧在生醫應用市場仍處於萌芽階段，

2016 年 人工智慧應用在全球生醫市場規模

約為 7.0 億美元（圖 1 上），預估至 2022 年

將可達到約 80.0 億美元，2017-2022 年的 

CAGR 將高達 52.7%，市場增長潛力強勁，隨

著技術成熟、目前市場上許多新創公司的展開

人工智慧應用的商業開發，預估市場將呈現爆

發性增長。2017年主要應用市場依序為：

（1）北美：占 37.8%，在 2017-2022 年間

年複合成長率為 55.7%；

（2）歐洲：占 29.2%，2017-2022 年間年

複合成長率為 50%；

前述兩個地區包含美國、加拿大、英國、德

國、法國等幾個國家是人工智慧醫療健康應用

的重要市場，而美、加、英三國更是人工智慧

技術應用開發重鎮；

（3）亞太：占 23.5%，2017-2022年 CAGR

高達 53.4%，拜經濟發展以及重視生技醫療領

域的發展，這個地區（尤以中、日、韓）的人

工智慧於生技醫療應用市場發展也相當快；

（4）其他地區（南美、非洲等）：占 9.5%，

預估 2017-2022年間的 CAGR也有 45.9%。

相較過去患者診斷與治療，應用人工智慧、

大數據作為疾病診斷與治療的決策工具可從病

患所有資訊以及群體健康醫學資料較全面的整

合性判斷與找到最佳解決方案，有效大幅降低

診斷治療上的醫療支出與誤診風險、增進醫療

服務效率。

圖 1 2016-2022年人工智慧於生醫應用市場（左圖）；2017年區域市場占比與年複合成長率（右圖）

圖 2人工智慧在生醫各應用領域市場

註：CAGR 年複合成長率；資料來源：MarketandMarket；工研院 IEK（2017/02）

二、人工智慧串起大數據分析、醫療物聯

網在醫療健康應用

自從2011年 IBM 宣布與Nuance Communications

合作研發 IBM Watson應用於醫師臨床決策支

援，人工智慧在生醫領域商業應用正式展開。

其 後，Google DeepMind、Microsoft Azure

等也陸續投入醫療診斷專家決策系統的應用開

發。目前人工智慧在醫療健康領域應用，包含

醫學影像分析、疾病診斷、病患資料與風險分

析、生活形態管理、醫院管理以及藥物開發（圖 

2）等，應用相當多元。2017年前三大應用市

場分別為：

（1）病患資料分析與風險預測：市場值最

高達 2.6億美元，占整體的 27.3%，預估將以

資料來源：MarketsAndMarkets；工研院 IEK整理（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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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R 50.3% 成長至 2022年的 19.8億美元；

（2）住院病患與醫院管理：市場值達 1.5億

美元占整體的 15.5%，2022 年市場值預估為

10億美元，2017-2022年間 CAGR 46.7%；

（3）醫療影像與診斷：市場值約 1.2億美元，

占 12.2%，預估 2022年市場可達 12.4億美元，

2017~2022 年間 CAGR 為 60.1%，由於資料

較易取得，加上市場需求殷切，是目前成長最

快的一個應用領域。

過去數年來生理感測技術進展迅速，目前

也出現醫療等級的穿戴式裝置，使得精準量測

普遍化，加上雲端服務的普及，更促成資料大

量、快速累積；根據 2016 年 IBM官網資料，

全球約 1.6 萬家醫院以醫療物聯網（Internet 

of Medical Things，以下簡稱 IoMT）收集病

患生理數據、約 490 萬病患使用遠端監控裝置

（年複合成長率約有 18%）；生理監控裝置輸

出資料每秒約有 1千次讀數，每日則高達 8.64

千萬次讀數。預期 2020 年醫療健康數據資料

將以每 73 天倍增的速率成長；而這麼龐大的

資料中，約有 80% 是非結構化資料 1。此外，

醫療健康數據還包含多體組 (multi-omics，基

因體、蛋白質體、代謝體等 )、生物標記、醫

療保險申報、臨床數據、實證資料、電子健康

資料、感測器資料、社群網站等各種不同類型

的異質資料。這麼大量資料海嘯下，亟需要一

個有效的智慧工具協助綜整分析這些大數據並

從中萃取出知識、提供最佳的行動建議，人工

智慧遂成為我們爬梳龐大資料與從中萃取洞見

的最佳工具。

三、隨時、隨地的個人化醫療健康概念是

醫療健康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核心機會

從前述的應用情境中可知，人工智慧系統是未

來隨時、隨地的醫療健康服務發展的重要關鍵，

相關的醫療健康應用情境與技術包含（圖 3）：

（1）醫院：串連醫院設備、院區實時定位

系統（real-time location system ）、智慧手

術房、病患監控等。

（2）診所：門診治療、手持式醫療技術、

健康協同技術、診測晶片等。

（3）使用者身上：穿戴、外圍設施（虛擬

或擴充實境等）、智慧裝置、植入式醫材等。

（4）居家：諮商／教練、活動偵測、居家

醫材、數位助理等。

（5）社區：醫療健康供應鏈物流、緊急狀

況情報、自動化 KIOSKS、移動等。

前述應用中，有三個重要步驟

1.資料蒐集：透過生理感測器、醫療物聯

網收集到醫療健康數據，關鍵包含訊號捕捉、

資料儲存、以及傳輸、儲存的安全性等。

2.資料分析：目前常應用的演算法技術如

神經網路 / 深度學習，為模擬人腦分析方式 -

如模式辨認、學習；模糊邏輯 (Fuzzy logic)的

推理方法則用於不完整的資訊；專家系統則從

前述數據分析中提供建議做為決策支援。

3.資料理解：前述演算的輸出結果經過校

正並被應用於不同的使用情境以支援任務自動

圖 3 IoMT、人工智慧與大數據蒐集是實現隨時、隨地的醫療健康的關鍵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05)

化、即時決策，以及長期規劃參考等。

這一連串的步驟中，人工智慧系統使得原本

看起來幾乎不相關的資料數據，在統整分析過

程中逐漸產生關聯性與連結，甚至產生出可行

動洞見。而相關的服務應用則透過醫療物聯網

連接醫療技術的生態系統支持，這些應用通常

是由專門研究解決方案開發和部署的跨領域業

者合作協調開發的，解決方案可以針對一種應

用案例進行量身定制，或串連醫療健康生態鏈

的各個層面。而這個整合，將可實現：

1.即時醫療：藉著虛擬門診服務降低門診

等待時間。

2.持續醫療：病患資訊可由病患與其醫療

健康相關人員即時傳輸與分享，可以提供持續

性醫療健康。

3.零失誤醫療：透過感測器偵測與即時分

析將可改善診斷成效、降低操作失誤以及施打

藥品上可能的人為失誤。

4.客制化醫療：可針對病患個人生理資料

與醫療狀況而量身打造、微調的醫療措施比重

將上升，使得醫療健康服務更能符合病患個人

與其家庭的需求。

5.具成本效益的醫療：結合醫療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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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系統，可以協助預防、早

期介入、精準治療、規劃更適當的醫療健康方

案等，降低不必要的措施，提升醫療健康照護

的品質與效能。

四、目前醫療應用實例

1. 西門子與 IBM - 自 2016 年起的兩家

公司簽下長達 5 年群體健康合作合約，將 

Simens 的醫療硬體（包含影像檢測、臨床實

驗室診斷、即時檢測（point-of-care）等）與 

IBM Watson Health中的 Care Manager分析

系統 -包含 IBM的子公司 Phytel（專精群體健

康管理）與 Explorys（專事生醫大數據分析）

整合，針對人口老化所帶來慢性病盛行、醫療

支付模式的變動與數位醫療的成熟等狀況，開

發整合性服務，如風險評估、考量病患最佳給

付照護方案、不同醫療團隊間的協調合作、社

區健康、自動化病患出院前後的參與與住院、

對病患良好行為的影響、轉診管理等，以提供

更有效率、更符合價值基礎（value-based）

醫療健康服務體系。

2. 聖 地 牙 哥 Sharp Healthcare 醫 療 集

團、Intel 與 ProKarma, Inc.：三個單位跨域

合作，運用 ProKarma 人工智慧系統、Sharp 

Healthcare病患的電子病例資料，運行於使用

Intel Xeon 晶片的 Cloudera 雲端系統上，分

析病患的個人即時電子病歷資料，以預測病患

可能立即發生的危險，並及早通知緊急應變團

隊在下一個小時內及時介入，避免發生危險，

另一方面也協助醫院能更有效率的管理高技術

的醫療團隊。本系統的重點在於應用即時實際

數據資料驅動精準預測，以避免只憑靠醫療人

員的預感。目前再整合更多數據資料如臨床檢

驗結果，以及使用病患更長時間的歷史病歷資

料，以訓練、增進系統的精準。

3.Phillips 與人工智慧影像判讀公司

Indica Labs、Definiens：Phillips 於 2015 年

宣布與醫療影像人工智慧廠商 Indica Labs 合

作，將人工智慧醫療影像分析平台 Halo image 

analysis platform 導入其病理診斷系統中，

提供病理檢測數位化、智慧化的解決方案，能

把更多的組織樣本資料納入分析，提升醫師癌

症病理診斷分析效率、以及提供癌症療法開

發工具。另外也與 Definiens 公司的組織影像

Definiens Tissue Studio® 系統整合。目前該

系統可使用來自多家不同數位病理掃描儀供應

商的掃描資料，提供系統彈性。

4. 以色列 MedyMatch 與三星電子醫療保

健子公司 NeuroLogica：兩家公司於 2017 年

宣布合作，共同開發整合 MedyMatch 人工智

慧臨床決策支援系統、三星的醫療物聯網與三

星心血管疾病醫材技術（NeuroLogica 手持式

CaareTom 電腦斷層系統）的行動中風急救系

統，該裝置可設置於救護車中，協助急救人員

於病患運送途中及時影像檢測病將影像傳回醫

院，由人工智慧系統協助專職醫護團隊判斷與

提供及就決策支援，以更即時、有效提供救護

車上的救護人員快速的協助，爭取中風急救的

時間。 

五、結論

隨著醫療器材商業發展演進中，我們可看到

三個重要的演進軌跡：

1.過去：這個階段以實證基礎的醫療照護

為核心，主要商業模式以實體產品為主 (包含

如產品硬體 / 零組件銷售、耗材與升級、修理

維護、以及租賃購置 )，透過產品創新與差異

化與同業競爭。

2.現在：即時結果為基礎的醫療照護方式，

服務逐漸成為核心商業模式，包含產品即服務 

(PAAS)、資料即服務 (DAAS)、平台即服務

(PAAS)、管理服務等；藉著提供醫療產品加服

務給關鍵利害關係人，如保險給付者、醫師、

病患，以高品質的服務爭取客戶的黏著。

3. 未來：預測與預防為基礎的醫療照護

方式，商業模式包含洞見即服務 (Insight as 

a service)、自動化即服務 (Automation as a 

service)、機器人服務 (Robotic as a service)

等；藉著整合醫療產品、服務、智慧服務，針

對實證 /結果為基礎改善醫療產品服務的智慧

解決方案，向終端使用者展現價值。

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健康已逐步被應用於各

層面，帶動新世代智慧生醫產業，提升醫療的

效率、降低成本，甚至協助創新開發，主要是

人工智慧輔助下可創造從醫療大數據產生新見

解的機會，促成”可行動”的策略的產生，提

升醫療產品對客戶的價值，此外，導入人工智

慧於生醫產業應用的產業價值鏈更涉及跨領域

的合作如醫療業、醫材產業、資訊軟 / 硬體產

業、數據分析業者等，可促成新的產業生態的

形成、以及傳統醫療健康產業轉型。

目前人工智慧於醫療健康應用面臨幾個挑

戰：

1.資料的準確性：由於多數均為非結構化

資料 (~80%) 且來自多個不同來源，針對這種

資料進行校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目前人工智

慧也被應用餘處理資料校對。

2.個資隱私：目前醫療健康產業人工智慧

採用稍慢，有一部分因素是來自對於健康醫療

資料個資隱私考量，多數國家訂定法律保護個

資，使得資料的取得困難，廠商需與擁有大量

資料的醫療院所、大藥廠等合作，以取得系統

訓練用的資料。

3.系統互通問題：目前醫療機構間大數據

交換缺乏效率、市場上不同人工智慧解決方案

因商業競爭與專有技術使用使得這些系統間彼

此間相容的可能性相當小，使得相關應用日後

整合難度增加。

人工智慧領域在醫療健康產業仍屬初期快速

發展中，相關的技術與法規議題變化相當快，

從事相關開發的廠商需留意這些關鍵議題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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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智造 AI 系列論壇
松騰分享 300 萬美元專利課

文∣陳念舜 

尤其到了如今工業 4.0 智慧製造、科技與

產品日新月異推陳出新的時代，全球市場競爭

激烈，專利就像是公司經營的獨門功夫，也是

企業生財的核心技術。既可以是壟斷市場的利

器，也能作為進入市場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

專利開發與佈局可創造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導致近年來專利訴訟案戰火越燒越旺，已成為

許多國際大廠威嚇競爭對手、爭奪市場、索取

鉅額權利金或阻止對手市場佈局的重要手段。

即 便 過 去 往 往 被 認 為 無 侵 權 之 虞 的 專

利 技 術， 也 可 能 因 為 國 際 大 廠 不 斷 跨 域

發 展 的 潮 流， 加 上 美 國 廠 商 利 用 獨 有 的

「CIP(Continuation-In-Part)」制度恣意延續、

擴大專利範圍，都可能導致後進業者在不知不

覺間踏上專利地雷。臺灣製造廠商在拓展世界

版圖之餘，應更認知專利的重要性，著重於專

利質量及運用範疇，才能在遭遇國際大廠或專

利蟑螂侵權訴訟的威脅下，擁有足夠武器防身

或反擊。

為協助廠商厚實產業競爭力及強化企業對

專利佈局的基礎觀念建立，掌握可運用之技術

轉移資源管道，科技部中科管理局特地於今

(2018) 年 4 月 19 日假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

地，舉辦「AI 與機器人應用 x 產業 AI 化系列

論壇」活動，以分享國際專利戰實例。

跨足智慧家庭發展

iRobot大舉興訟阻路

如 自 2017 年 開 始， 美 國 吸 塵 機 器 人 大 廠

iRobot 公 司 便 開 始 向 麻 薩 諸 塞 州 地 方 法 院

狀 告 北 美、 中 國 大 陸 及 臺 灣 共 11 家 企 業 所

製造，並進口美國銷售的吸塵機器人，侵害

其 6 項美國專利發明；並要求國際貿易委員

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

禁止相關侵權產品繼續進口，或供應銷售已

進口產品到美國市場，臺灣的松騰實業公司

(Matsutek) 亦名列其中。

依工研院智權應用管理部經理呂美玲分析，

iRobot 之所以大費周章地在全球提告侵權訴

訟，首先當然是該市場還有很高的成長率，估

計全球居家吸塵器機器人市場 2017~2021 年

複合成長率約 15.23%，已可達到 25 億美元規

模；整體家用清潔機器人市場規模則從 2018

年的 20.9 億美元，達到 2023 年的 43.4 億美

元，年複合成長率約 16.21%。

但 iRobot 目前雖然已在居家吸塵機器人市

場擁有超過 60% 占有率，年營業額卻僅 7.8 億

美金左右，估計在未來 3~5 年內，理應有 2 倍

以上的成長空間；再加上其他種類清潔機器人

與割草機器人等，成長倍率將會更高。甚至若

可藉此，成功在家中導入第一個能自主移動並

搜集相關數據的裝置，將可望從家用清潔機器

人領域跨足為掌握居家大數據的公司；進而與

智慧音箱等裝置連結，打造新的智慧家庭平台

眼見近年來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雖是美國為預防其先進科技將受到「中國製造

2025」威脅而來，臺灣並未首當其衝。但正積極發展中的「A.I.R. (AI + Robot) 」產
業也應提前布局，以免重蹈覆轍，如臺灣吸塵機器人大廠松騰實業，日前也分享為此上

了一堂300 萬美元專利課的心得。

 為協助廠商厚實產業競爭力及強化企業對專利佈局的基礎觀念建立，掌握可運用之技術轉移資源管道，科技部中科管理局特地假
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舉辦「AI 與機器人應用 x 產業 AI 化系列論壇」。( 攝影：陳念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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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platform economics)。所以，只要市場

上沒有產品對手，iRobot 與平台業者談判的籌

碼就會更多，將更鞏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

會帶來其他領域的營收。

然而，面對現今許多後進廠商，甚至不乏家

電品牌大廠和亞洲的新興公司逐漸瓜分市場，

iRobot 的最佳策略，就是用「侵權」武器迫其

退出。如松騰實業即因為旗下擁有吸塵機器人

品牌，也是國際知名的代工廠商，在短短 20

年內便成為世界排名第二大廠，而受到 iRobot

重點關注，展開了相當艱困的訴訟過程。

松騰自主設計製造

難敵美商擴專利開戰

松騰實業公司董事長燕成祥自民國 75 年

(1986) 創立公司以來，曾陸續投入製造隨身

聽、空氣清淨機等領域，卻因為當時主力客戶

Honeywell 將旗下消費性電子部門出售後，大

筆訂單瞬間消失，讓他不得不對外尋求公司下

一波生存契機，更看好市場上具有剛性需求的

「異質性」消費品。

適 逢 2002 年 iRobot 問 世， 當 時 家 用 清 潔

型機器人約占整體服務型機器人市場 90%，

且其設計與一般傳統吸塵器不同，只有瑞典

Electrolux( 伊萊克斯 )、美國 iRobot 兩家公司

會生產。燕成祥則剛好有長期合作的軟體工程

師毛遂自薦，能寫掃地機器人程式，加上自己

會硬體結構設計，而從 2003 年就開始投入製

造吸塵機器人。

所以他雖然初始不懂得專利戰眉角，身為

中小企業也無力聘僱專任法務人員，但因為自

己多年來累積了設計、製造能力，也秉持作生

意的誠信原則，一開始就決定不走仿冒的山寨

(copycat) 路線；甚至還為了避開 iRobot 的諸

多專利，寧願重頭開發自己的模具、機構；在

首款機器人上市前，就請律師將產品送到美國

專業機構鑑定，終於研發出採用獨家紅外線射

出角度，並利用控制閥控管光線射出強度的吸

塵機器人。

在 上 市 後 首 年， 松 騰 就 接 到 沃 爾 瑪

(Walmart) 供應體系多達 15 萬部機器人訂單，

客戶也樂於不必再看 iRobot 臉色。但或許因

為產品銷售太成功，樹大招風，才導致松騰於

2017 年挨告，在過程中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

「專利戰並非只要自己未侵權，心安理得就好。

如其雖然採取與 iRobot 不同的演算法和行

徑模式，即當紅外線掃描到接近障礙物時，就

會開始降速、輕微碰撞後迴避，而非後者只為

了減輕碰撞力道，碰撞後便轉向離開。但沒想

到 2014 年 iRobot 透過 CIP 大幅擴張專利範圍

後，ITC 法官便認定只要吸塵機器人碰撞後離

開，都算侵權。

燕成祥苦笑著說：「一開始因此被告當然大

感意外，尤其接下來還要面對規模超過 25 倍

大的企業及美國專利複雜訴訟，對方還聘請蘋

果御用律師 Fish Richardson，幾乎沒甚麼勝

算。」但他想想最差的結果，頂多就是錢花光

了還等不到和解，或必須改名才進得了美國市

場。加上當時手上還有預備 2018 年擴廠的現

金，足以用來支應打官司先存活下來，和一

旦敗訴的後續賠款；以及找到全美排名前十大

的法律事務所，有語言能溝通的華人律師。於

是在心裡一口怨氣不平，只抱持著不想被誣賴

為山寨者的心態，為洗刷清白而堅持打這場官

司。

工研院提火藥庫支援

結合訴訟策略奏效

至於最終讓勝負情勢翻轉的關鍵，還是直到

過去與燕成祥一起在工研院研發吸塵機器人的

老戰友工研院機械與機電系統所 ( 簡稱機械所 )

組長鐘裕亮和呂美玲，在知悉了松騰實業面臨

的挑戰後，以機械所長期布局的機器人相關專

利權組合為後盾，主動登門救援，才總算見到

一線生機。

呂美玲表示，目前在專利訴訟中常見的實體

抗辯程序，包含未侵權 (Non-Infringement) 與

專利無效 (Invalidity) 的攻守兩端，但一般專

利擁有者通常都是採取被動等待者居多。惟若

要真正讓專利產生價值，還必須包含深入的法

律專業以及策略定位；進而提供反訴策略中，

最重要的攻擊型專利，燕成祥便期盼透過「專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陳銘煌認為，除了因為園區
內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本來就會很重視專利布局之外，還為
廠商打造了一個專利資料庫媒合平台 (IP Mall)。( 攝影：陳
念舜 )

 松騰實業公司董事長燕成祥 ( 左 ) 與工研院機械所所長胡
竹生 ( 右 ) 合作，在不到 1 個月時間成功逼和 iRobot，達
成 Win-Win「交互授權 (Cross-licensing)」協議。( 攝影：
陳念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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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無效」之訴，就算無法勝訴，也要狠狠捅

iRobot 一刀。

雖然松騰成立時間比 iRobot 還晚，無法以自

有專利反訴，但在工研院機械所強力支援下，

發現涉及到現今吸塵機器人諸多專利技術中最

重要的，就是如何建構居家空間地圖資料？也

就是相當於小規模、室內版的自駕車環境地圖

建置與定位技術，在學理上稱之為「同步定位

與 地 圖 建 構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此可利用在每個移動載具上搭載一顆距離感

測器或攝影機 (Visual SLAM，簡稱 VSLAM)

來搜集，以產生更有效率的行動路徑。而過去

工研院為了研發服務型機器人，即曾分別在中

國大陸、美國都申請過相關專利，恰可箝制

iRobot 最新推出的「9」系列高單價位旗艦機

種，以及藉此技術發展出來的視覺導航清潔功

能，屬於有效的「攻擊型專利」。而從 1,600

件專利火藥庫中精選出移動平台、潔淨單元、

估測與建地圖系統方法、定位系統模組等專利

權組合。

並於 2017 年 12 月分別向大陸廣東地方法

院、保安知識產權局，反訴 iRobot 廣東代工

廠仿冒，侵害工研院授予松騰的 2 項專利權，

直接以行政處份查扣廠內 iRobot 的 6 系列產

品。原本後還想到北京、上海、麻州、臺灣等

地方法院提告，只可惜在第三方侵權報告出爐

前，就逼使 iRobot 在不到 1 個月時間內申請

和解，雙方達成 Win-Win「交互授權 (Cross-

licensing)」協議，並於 2018 年 1 月 16 日請

求 ITC 終止調查松騰、向麻州地院撤告。

值得一提的是，松騰結束了官司後，業績因

禍得福還反而更好！主因就是其他比松騰產品

售價更低的 10 家競爭對手挨告後，都無法銷

往美國。導致松騰於 2017 年末，從每年銷售

150 萬部增至 200 萬部吸塵機器人，在全球約

600 萬部市場規模中的占有率排名第二。

中科自造基地將落成

打造 IP Mall專利媒合平台

在新開幕不久的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內

部，則除了會持續舉辦 AI 系列課程的講座、國

際研討會、競賽外，還將陸續引進高階精密儀

器設備，並積極爭取如松騰吸塵機器人等先進

科技產品，進駐自造基地展示。

針對產業專利戰議題，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局長陳銘煌認為，除了因為在中科園區內

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業者為了與世界各國一流

企業競爭，本來就會很重視專利布局之外，中

科管理局還為廠商打造一個專利資料庫平台 (IP 

Mall)，既累積了過去 10 多年來曾補助過的專

利以互通有無，促進媒合；還可善盡位居中部

地利之便，共吸引了包含 YASKAWA 等數十家

機器人大廠，未來可望將部份技術投入 IP Mall

專利市集。

進而打造 AI 生態系，鼓勵業者將創意發明

商品化；包括逢甲、朝陽大學也陸續成立產學

育成中心、加速器等，都需要業師、工程師、

律師、會計等人才支援，以協助加快將創新發

明專利、knowhow，轉換成為 IP 的商業模式。

中科管理局也為此投入上億元經費補助，盼藉

此增加產學互動，由業界開課來增進彼此瞭

解。

產學法人論壇

凝聚專利共識

稍後主持論壇的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

會理事長黃漢邦則強調，面對任何技術或產品

時，千萬不要自我侷限。尤其在此網際網路與

資通訊設備發展迅速的時代，任何看起來跟資

通訊無關的實體終端應用，都可能隱含著無窮

的市場潛力。

在本次的專利戰中擔任「火藥庫」角色的

工研院機械所所長胡竹生也特別提醒一般中小

企業，千萬別輕忽專利的力道，而應該及早布

局具攻擊性的專利，讓這些專利產生關鍵影響

力。即便當下用不到，但經過十年磨一劍後，

卻可能生效用來救命，或給對手封喉一擊。

工研院機械所也從這次參與松騰與 iRobot

專利戰的過程中，不僅因為站在專利擁有者的

角度主動協助，而讓攻擊型專利發揮最大價值；

後來還要加上松騰受律師提議到大陸提告，始

克盡全功，可見即使專利技術再強，仍應配合

法律訴訟程序、策略才有用。目前工研院機械

所也積極與許多法律事務所建立良好連結，以

善用手上的 16,000 件專利，協助中小企業開

發新品，或找出上市後的攻擊型專利布局，不

再像過去只談技術，還要會跟企業談專利、智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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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察  Market Outlook

全球手術機器人市場發展趨勢

2016 年全球遙控型手術機器人市場規模估

計達到 38.4 億美元，2021 年將成長至 92.9 

億美元，2017∼ 2021 年複合成長率 (CAGR)

高達 19.3%，相較其他眾多醫療器材成長力道

相當突出，其中以美國為最大市場，也是採用

手術機器人執行手術比例最高地區，其次為歐

洲、亞洲與其他地區。

一、手術機器人介紹

(一 )、微創手術機器人「達文西」，其實是３

個名詞組合

近年越來越多 ICT廠商尋求進入醫療領域的

機會，其中備受矚目的即為「手術機器人」，

伴隨手術機器人高度曝光，另一個連帶時常聽

到的名字就是「達文西」，其為目前醫療界使

用比例最高，幾乎是獨占市場的遙控型手術機

器人；而提到手術機器人就會連帶提到另一個

醫療用語「微創」，這 3 個名詞經常被組合使

用，但其實各自有不同意義。

1.微創手術

「微創」此名詞並不是一定要冠在手術機器

人前面使用，指的是一種手術方式，手術僅需

足夠讓器械伸入體內大小的開口，並在病患體

內灌入氣體形成一個操作空腔，令其可使用各

式不同微創手術器械，在患者體內執行手術，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手術機器人達文西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亦為運用此方式進行手術，

但目前臨床上有更多微創手術是利用所謂「內

視鏡」輔助來完成。

內視鏡手術發展於 1970年代，蓬勃於 1990 

年代，發展至今已有數十年歷史，技術相當成

熟且器械齊全，也是目前進行微創手術最常使

用方式。相較傳統開膛手術，使用內視鏡手

術對患者來說，可有較小手術傷口和較快恢復

期，費用上也較便宜；但對手術醫師來說可能

就較辛苦，除了需學習傳統手術外，還需額外

花時間學習內視鏡手術技術；此外，內視鏡手

術視野較窄且操作難度高，可能還必須配合手

術部位擺出一些不符人體工學的姿勢，長期下

來對醫師身體而言是嚴重負擔。

2.手術機器人

雖然同樣都被稱為機器人，但手術機器人

相較市面上其他機器人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因

素，就是手術機器人不能自主行動。現在市面

上的機器人不論是服務客戶、清潔打掃與搬運

貨品等，無不希望這些機器人越聰明且越自動

化；但目前手術機器人是不被允許有任何自主

文∣ TrendForce 生技產業助理分析師

手術機器人可簡單分為遙控型、輔助互動型 與自動型，美國加州Intuitive 
Surgical 研發製造的手術機器人「達文西」，幾乎主宰整個遙控型手術機器人
市場，也讓「達文西」成為手術機器人代名詞。

行動，其必須完全依照手術醫師的指令動作，

與其說手術機器人為機器人，不如說是一種用

來執行微創手術的精密工具。

手術機器人最早起源於 1970 年代，為美國

太空總署 (NASA)資助的遠距手術研發，目的

為太空人在外太空執行任務時，需進行緊急手

術之用，透過地球醫師遠距幫太空人動手術；

此外，1980 年代美國國防部認為此遠距手術

機器人可應用在戰場上，讓位在安全區域的醫

師幫前線士兵執行緊急手術，既能保障軍醫安

全，也可降低占地醫務成本。

但最終遠距手術機器人因當時技術和政

策因素未能成功發展，此技術後來輾轉到 

Computer  Motion 公司手上，也成功開發出

第一代手術機器人宙斯 (ZEUS)，並在  2001  

年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DA) 的

510(K)，並開始上市販售；2003 年 Computer 

Motion 被 Intuitive Surgical( 直覺手術公司 )

併購，Intuitive Surgical 即為現在知名手術機

器人達文西的製造商。

(二 ) 揭開手術機器人神秘面紗

手術機器人可說是這些手術輔助工具，根據

操作模式可分成 3 種：遙 控 (Teleoperated  

(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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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手術分類圖

Source：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Source：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 ，2017/04

Systems) 、輔助互動 (Interactive  Systems) 

與 全自動 (Active Systems)。

目前主要研發的機器人類型多半是遙控和輔

助互動型，全自動機器人因可能涉及道德問題

或具有危害病患安全的潛在風險，較少被使用

或僅能執行非常簡單或非侵入性動作；遙控和

輔助互動型機器人因不會有自主性行為，所以

可執行侵入性手術，也是未來幾年主要會發展

的產品。目前市面上最常被討論的手術機器人

為遙控型的「達文西」，因此本篇研究報告將

針對遙控型機器人進行深入分析。

二、手術機器人達文西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

提到手術機器人就會令人聯想到「達文西」

這個名字，雖然不是市面上唯一的手術機器

人，但其市場獨佔性讓達文西這個名字幾乎變

成手術機器人的同義詞或代名詞。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總共有 3 個組成：(1) 醫

師進行操控的主機；(2) 病患旁邊執行動作的

機器手臂；(3)大型螢幕：大型螢幕可讓除了主

刀醫師外的其他人，同步看到手術進行狀況。

搖控型手術機器人全球市場

醫療手術�

微創手術�

傳統手術�

內視鏡手術�

手術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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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類型 功能 產品範例

搖控 由醫師操作主機，將醫師手部動

作傳送到病患體內的機器手臂，

完成精密手術。

手術機器人達文西協助醫師

完成微創手術。

輔助互動 配合影像和電腦分析，輔助醫師

更精確鎖定開刀部位，減少不必

要切除或破壞。

骨科手術機器人 MAKO 或
Robodoc，輔助醫師精確定
位置換關節位置。

全自動 根據醫師輸入參數，執行某些特

定手術動作，過程中醫師不需動

手，但要在旁全程監督。

植髮機器人 ARTAS 可自動
在病人頭皮上植入頭髮。

表一   手術機器人分類 圖二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

圖三   機器手臂前端工具可活動範圍

Source：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04

深處的手術部位，這樣的工具特別能顯現出其

卓越的操作性能。3 支執行手術的機器手臂都

可根據手術需求不同，換上不同功能的器械工

具，機器手臂提供 3 種力道強度，第一級最弱，

可夾取人體組織而不令組織受到傷害，第三級

為最強，可用於縫合時穩固夾住縫合用針。

大型螢幕可讓床邊醫師助手瞭解手術進程，

隨時準備幫醫師換上不同的機器手臂，或在必

要時幫忙做一些簡單處理，例如拉線或清理鏡

頭，也能讓供應商收集資料，瞭解機器在手術

進行時發生什麼問題，或讓其他醫師學習手術

機器人操作流程。

科別 適應症

一般及消

化系外科

大腸癌、直腸癌、肝癌、胰臟癌、胃癌、甲狀腺腫瘤、肥胖症、

脾臟腫瘤

心臟血管

外科

退化性僧帽瓣病變、風濕性僧帽瓣病變或細菌感染性僧帽瓣病

變造成的僧帽瓣閉鎖不全、風濕性僧帽瓣狹窄合併或尚未併發

心房顫動、三尖瓣病變合併嚴重三尖瓣閉鎖不全、心臟內黏液

腫瘤、先天性心房中隔缺損、第二型心室中隔缺損、右冠動脈

出口嚴重狹窄或阻塞、左冠動脈前降支嚴重狹窄或阻塞、嚴重

心房顫動且內科藥物治療無效者

胸腔外科 肺臟腫瘤、食道腫瘤、胸腺腫瘤、縱膈腔腫瘤、食道逆流、橫

膈疝氣

泌尿科 膀胱惡性腫瘤、攝護腺惡性腫瘤、輸尿管惡性腫瘤、腎上腺腫

瘤、腎臟腫瘤、腎盂輸尿管狹窄、神經性及萎縮性膀胱

婦產科 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子宮脫垂、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

表二   手術機器人達文西於各科手術適應症

Source：奇美醫院；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04

目前達文西使用最多的手術為婦產科、泌尿

科與一般及消化系外科，也能使用於胸腔外科

和心臟血管外科。隨著民眾對手術機器人越來

越熟悉，也陸續開發出更多達文西可應用的手

術，而每個不同適應症都必須獨立取得藥事主

管機關的許可，方能執行手術。

在獨佔市場情況下，達文西手術機器人定

價相當昂貴，且裝機後定期收取高昂保養費

用和耗材費，並規定每支器械手臂只能使用 

10 次就必須更換，若不更換則器械手臂上的

晶片會將機器鎖住而無法執行手術；Intuitive 

Surgical 透過此方式不僅可賣手術機器人賺

錢，其背後龐大保養費用和耗材購買需求，更

是該廠商獲利重點。

每台達文西都必須要定期接上網路線，除了

軟體檢查更新，同時也可掌握全世界達文西手

術機器人活動紀錄，耗材和客戶動向都一清二

楚，方便 Intuitive Surgical 改良機器，或根據

客戶動向調整商業模式。

三、遙控型手術機器人全球市場與使用狀

況

目前美國手術中有 15% 使用手術機器人，

未來 5 年此數字可能超過 30%，全世界則僅有 

5∼ 10%手術使用手術機器人執行，此數字意

味未來手術機器人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全球市佔率最高的遙控型手術機器人是  

Intuitive  Surgical  的達文西手術機器人，全

世界總共賣出超過 3,600 台，光美國就購買 

2,300 台，570台在歐洲，40 台在紐澳地區，

300 台在亞洲，而台灣則是擁有將近 40 台機

器人，密度高居全亞洲之冠。達文西手術機器

人至今已在全球累積超過 400 萬次手術經驗，

光 2016 年就完成超過 75 萬次，相較 2014 年 

57萬次和 2009 年 32 萬次幾乎是翻倍成長。

(一 ) 美國

美國是全世界使用手術機器人最多的地方，

許多醫師由一開始的排斥到現在幾乎只做機器

人手術，可想見手術機器人帶動美國手術實施

的典範轉移，而在使用機器的科別上也有所改

變，原本一直是使用量最多的泌尿科，近年已

開始被婦產科和一般外科超越，顯示有越來越

多科別醫師願意使用手術機器人，且使用量越

來越大。

美國手術機器人市場成長性受限於市場飽

和，以及居高不下的醫療支出而趨緩，有能力

購買手術機器人的醫院大多已購入足量機器

人，剩下未購入機器人的醫院可能有諸多考量

而暫時不會購入，整體美國市場很難再出現幾

年前那般大量採購手術機器人的盛況。

在美國使用手術機器人，病患負擔費用也會

根據不同手術而有不同價格，有可能與一般內

視鏡手術價格相仿，也有可能貴上  3,000 ∼

5,000 美元；對醫院來說，病患做同樣手術，

使用手術機器人與使用一般內視鏡微創手術，

醫院要付出的成本相距甚大，甚至有些手術採

用手術機器人執行，會導致醫院賠錢，令醫院

開始審慎考慮手術機器人使用狀況，加上美國

醫療支出占全體 GDP 比例一直以來都居高不

下，讓許多醫院開始緊縮手術機器人使用量，

甚至淘汰舊型機器人但不買進新機器人，藉此

減少醫院機器人數量和機器人手術量，限制市

場成長。

達文西的操作主機設計讓醫師以坐著進行手

術，雙眼俯視螢幕，雙手放置在 1 個支撐架上，

分別操控 1 個操作桿來進行手術。該螢幕提供

醫師 10 倍放大倍率影像，主機以 1/1,000 秒

間隔速度偵測醫師手部動作和位置，傳達至機

械手臂動作，同時過濾掉醫師手部顫抖，可穩

定執行精密動作。

病患床邊機器手臂總共有 4 支，全部都由醫

師操控，其中 1 支是鏡頭，相當於內視鏡功能，

並具備提供 3D 影像功能，其他 3 支手臂則可

做出切割、灼燒、縫合與夾取等各式動作。機

器手臂前端器具可做出 270度旋轉，擁有 7 個

自由度，利於血管縫合，尤其在一些人體內部

圖片來源：Intuitive  Surgical 

圖片來源：Camarillo DB, et al., (2004).  
Am J Surg.、Intuitive  Sur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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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國

中國人口眾多，醫療市場龐大，一直以來

都是各醫療廠商兵家必爭之地，手術機器人當

然也不例外。Intuitive Surgical 在美國賣出 

2,300 台成績，預估在中國至少可賣出 1,000 

台，但卻因為中國法規關係，迄今中國只賣不

到 100 台，估計與中國推動醫療器材進口替代

有關。

機台數量雖少，然而因為中國病患數量龐

大，手術量遠遠超過其他世界各地的機器人，

機器人時常 24 小時不關機，由不同醫師輪流

使用，有些手術量高的手術機器人 1 年甚至可

執行 3,000∼ 5,000 次手術，數量相當驚人。

這些數量龐大的手術中，過半用於泌尿科手

術，婦產科、一般外科與心臟血管外科等，這

也是機器人手術量相當多的科別。

中國手術機器人的高使用量除了歸功於大量

病患人口，也與其政策有關，中國擁有手術機

器人的醫院大多是公立三甲醫院，領有政府補

助，可向病患收取較便宜的機器人手術費用，

而無須顧慮醫院收支問題，也是中國可擁有如

圖四   2015∼ 2021 年遙控型手術機器人全球市場規
模與成長率

圖五   達文西手術機器人銷售狀況

註：市場涵蓋手術機器人系統、耗材、售後保養與訓練。
Source：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04 Source：TrendForce/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04

此眾多的機器人手術量原因之一。

(三 ) 台灣

在台灣市場，目前共計購入約 40 台不同系

列的達文西手術機器人，由信文達公司獨家代

理，每台要價近 1 億元新台幣，贈送前 2 年維

修，往後每年光維修費用約 500 萬元新台幣，

耗材費用另計 (包含每使用 10次就需更換的手

臂 )；因此即便每次手術都可向病患收取 20∼

30 萬元新台幣，甚至更高的手術費用，還外加

開機費，但高昂的儀器成本費用還是讓許多醫

院對達文西機器人為之卻步，若沒有把握有足

夠的病患數量，醫院買進達文西機器人可能只

是賠本生意。根據估計 1 台達文西手術機器人

每年約需執行 130 ∼ 150 次手術，醫院才能

達到收支平衡，當然此數量也視各醫院成本共

管情況不同而略有差異。

台灣衛生福利部預計最快 2017 年會將以達

文西執行的攝護腺癌根除術納入健保部分給

付，雖然因為手術費用太過昂貴無法全部納入

給付，預期仍將會提高達文西機器人使用量。

相信未來也有可能會視各別手術使用情況和需

其他 8%
紐澳 1%

亞洲11%

歐洲16% 美國64%

求性，開放更多達文西手術項目納入給付，也

許會讓一些醫院跟進購買達文西手術機器人。

以使用次數來看，目前全台灣使用手術機器

人頻率最高的是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 年

可執行約 500 ∼ 600 次手術，台中榮民總醫

院每年也有約 400 次使用量，台大醫院則有約 

300 次手術使用量。

(四 ) 日本

目前日本約有 200 台達文西手術機器人，雖

然機器人數量不少，但納入健保的手術項目卻

相當少，因為日本對手術機器人執行項目是否

納入健保的審核相當謹慎，除了要比較手術機

器人與傳統內視鏡手術二者間的治療效果，還

會將手術費用列入評比項目，手術機器人高昂

費用將是阻礙其納入健保的一大門檻，且較可

惜的是手術機器人為醫師帶來較舒適的實施模

式，但此項目不被列入評估。若手術機器人設

備費用持續居高不下，未來手術機器人被納入

健保的可能性還是較低。

日本現在執行最多的機器人手術是前列腺切

除術，其他尚未納入健保的手術項目則是以臨

床試驗方式執行，且因為未被納入健保，每次

手術皆收取相當高昂費用，使得每台手術均有利

潤空間，日本醫院也就更願意購買手術機器人。

(五 ) 韓國

韓國是針對達文西機器手術開發出最多適應

症的國家，其中相當著名案例是甲狀腺腫瘤手

術，醫師在病患腋下切開 5∼ 6 公分傷口，機

器手臂或器械通過皮下到達頸部，並完成甲狀

腺腫瘤切除，如此一來可免除在脖子上留下傷

疤的困擾，受許多愛美女性青睞。韓國本身也

有廠商已完成手術機器人開發，甚至完成部分

臨床試驗，但因為難以迴避 Intuitive Surgical 

專利布局，所以在國外市場的推廣較為困難。

(六 ) 市場驅動因素

全球人口高齡化，傳統開膛手術通常會給人

體帶來較大負擔，也是許多年長者無法負荷手

術的原因之一；微創手術傷口小且恢復快，對

人體負擔較小，是年長者動手術較好的方式。

手術機器人以高科技輔助醫師執行微創手術，

對醫師和病患來說都各有利弊，但整體來看，

此手術執行方式已越來越被大眾接受，加上技

術不斷進步，機器人勢必將會擁有更多更完善

功能，可執行更多樣化手術，帶動手術機器人

市場成長。

(七 ) 市場限制因素

1.機器人手術價格昂貴，非人人能負擔

雖然手術機器人有許多優勢和好處，但價格

太高是致命缺點，不論是機器人本身費用，還

是向病患收取手術費，都比現行傳統手術或一

般內視鏡手術貴上許多，這將限制其市場只能

侷限在特定國家，與具有一定經濟水準以上的

病患，才有辦法負擔如此高昂費用，加上歐美

各國現在都注意到醫療支出過高問題，並開始

著手改善，在此氛圍下，手術機器人推廣和手

術量將會受到侷限。

2.手術機器人為耐久財，產品生命週期長

雖然手術機器人廠商會不斷進行機器改版

和更新，但由於機器人造價昂貴，一般醫院不

會輕易更換，且經適當維修保養的機器人可使

用很長一段時間，造成市場很容易達到飽和狀

態，加上手術機器人可長期持續運作，醫院可

在各手術房輪流使用，減少醫院對機器人添購

的需求，讓手術機器人市場成長更加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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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

文∣工研院 IEK 生活與生醫組 張慈映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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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材產業趨勢觀測及未來發展

2018年生醫產業發展趨勢為 A、P、P、L、

E 五大趨勢，A 是 Assistive，觀察高齡化趨

勢可知，高齡者因生理衰退導致失能，也引發

龐大的失能照護需求，但近年來日本等國的高

齡照護制度和發展趨勢可知，未來透過自立支

援與運動復健等作法，加強高齡族群的生活自

理能力與延緩失能與失智的相關措施與作法，

將持續增加，因此未來 Assistive 的概念下，

不是只有失能照護的議題，而是擴大到自立協

助、防衰老的協助上。不論是醫療器材、健身

與運動器材、穿戴產品與生技醫藥產品，與相

關服務產業的發展，都相對重要得許多。

第一個 P 是 Preventive，生病後的醫療費

用支出相對高昂，也不若未生病前的預防保健

來得經濟有效，因此治未病便成為節省龐大醫

療支出最有效的實際作法。透過早期預警的作

法，透過定期疾病檢查與篩檢，瞭解早期徵兆

以防止疾病形成，並以監測追蹤的方式，掌握

發病因子的變化與實際生理狀況，也可有效避

免病況惡化。相關疾病監測產品、影像診斷產

品、體外診斷產品與運動管理、飲食管理、健

康管理與服務等等，都是未來重點發展項目。

第二個 P 是 Precision，精準診斷與治療是

掌握疾病發展的重要關鍵點，唯有透過精準診

斷，納入基因體、生活型態、生理變化等整合

面向來進行疾病的判斷與提供最適療法，才能

夠有效降低醫療成本；此外，透過精準醫療的

推動，也將可以提供有效的治療規劃，達成精

準診斷、精準治療的目標；再者，也可發現，

累積的數據分析與疾病分類因果資訊，也可進

一步提供預測創價的目標。

L 是 Long term care，高齡族群老化是必

經過程，高齡醫療照護也是需求湧現的關鍵項

目，包含高齡族群傷口不易癒合的傷口照護議

題、慢性病照護以及在宅醫療等面向，都是待

解決的關鍵議題。這些需求也帶動了相關產品

與服務的發展機會。E 是 Efficient，在需求湧

現下，經濟限制條件多，提升效率、降低支出、

有效治療，便成為相關產品與服務在研發時，

所需要考量與追求的目標。當瞭解了整體醫療

圖、2018年生醫產業發展整理為五大趨勢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支出與人力限制之後，需要務實思考到成本、

效率與有效性的相關議題。

全球醫療器材市場區域分析

依據 BMI Research的研究報告指出，2017

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約為 3,598億美元，

預估 2020 年可成長至 4,253 億美元，2017-

2020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約 5.7%。2017 年全

球醫療器材區域市場仍以美洲地區為主，占全

球的 48.7%；其次依序為西歐地區，占全球市

場的 23.9%；亞太地區占全球市場的 20.6%；

中歐與東歐占 4.3%；中東與非洲則占 2.5%。

整體而言，未來區域市場整體排名順序變動不

大，美洲、西歐、亞太地區仍是前三大市場。

在高齡化議題的醫療需求驅動下，預期未來西

歐、亞洲等地，未來成長幅度仍將高於全球市

場成長率。

美洲主要市場為美國，主要與美國醫材領導

廠商導引全球產業發展，以及美國醫療保險體

系相對其他國家有較高支撐力有關，在供需兩

大面向的強力驅動下，市場將穩定成長；此外，

預期在美元 2018 年轉強的持續發展影響下，

未來數年美洲地區仍是穩坐全球主要市場第一

位。對長年掌握全球消費市場與經濟主導權的

美國而言，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 1 月宣誓就

職後，以「美國優先」為施政核心，透過國家

政策以制裁、提高關稅等配套措施，改善了美

國的經商環境並帶動製造業回流，連帶帶動投

資、就業機會與勞工薪資成長。但因美國戰後

嬰兒潮世代步入高齡後，65歲以上高齡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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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持續攀升，也帶動美國整體醫療支出需求成

長，如何降低節節攀升的醫療支出財務負擔，

並且將醫療系統與支出轉向更有效益的模式，

仍將是美國重要挑戰。因此，川普雖然廢止原

歐巴馬政府醫保制度，但對於企業採取友善稅

務改制、醫療研究採相對開放、鬆綁與加速醫

療器材法規審查規定，以及 2019 年底前免徵

2.3%醫療器材稅 (medical device tax)、延後

到 2022年高成本醫療保健 40％消費稅才生效

等作法，將對醫療器材產業與企業帶來正面的

發展機會。預期當地醫療器材市場將持續蓬勃

發展，都將帶動醫療器材廠商提出更具效益以

及創新的解決方案。

 西歐地區仍是全球第二大市場，由於全球

經濟回春帶動歐盟企業投資增加，以及經濟與

政治不確定性因素逐漸消退，加上德國、法國

與荷蘭 2017 年適逢大選，由親歐政府持續掌

政，穩固歐盟軸心，歐洲央行也延長實施寬鬆

貨幣政策等利基下，歐盟調升經濟成長預測。

2017 年西歐 GDP 總計約為 16.8 兆美元，人

均 GDP為 37,984美元，儘管前景趨向樂觀，

但歐盟強調在就業、薪資與通膨方面仍承受壓

力，另外還有英國脫歐的風險，以及美國總統

川普施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等不確定因素仍

存在，不過歐盟委員會仍樂觀歐盟經濟復甦，

預估 2017 年歐元區與歐盟經濟成長分別為

2.2%與 2.4%，優於 2017年。

中東歐的經濟不論投資或出口多依賴歐元區

國家，而歐元區國家經濟成長也間接影響中東

歐國家經濟成長，2017 年中東歐 GDP 總值

為 3.2 兆美元，人均 GDP 約為 10,375.1 美

元。隨著西歐經濟逐漸走出歐債陰霾，間接影

響中東歐經濟成長，再加上中東歐內需市場增

長、民間消費增加，預期中東歐經濟也將快速

增長。2017 年中東歐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約為

136.4 億美元，占全球市場的 3.8%，較 2016

年大幅成長 22.2%。中東歐醫材市場與西歐市

場連動，受到西歐經濟復甦影響下，帶動醫療

器材市場增長，預期中東歐醫材市場將持續成

長，預估 2018 年市場規模將可達到 145.1 億

美元。

亞太地區醫材市場仍以日本為主，占亞洲市

場四成之多，高齡化議題及日幣匯率仍是影響

日本整體產業發展環境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日本於 2017 年整體市場發展受到境內消費支

出與資本支出的增加， GDP連續 8季正成長，

就業率持續改善下，也提升市場消費力，也參

考美國稅制改革做法，針對加薪與創新性技術

領域投資企業法人實際稅率下調至 20％，以

提高企業競爭力，預料日本仍將持續一貫的貨

幣寬鬆政策，仰賴貨幣寬鬆和財政刺激來穩定

經濟概況。日本是全球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國

家，人口減少和老齡化伴隨的勞動力的衰減也

成為極大的社會問題，高齡議題是日本重要議

題，未來將透過活用資通訊技術並引進照護機

器人等措施來因應，勞動力不足的議題，也欲

透過提升女性就業，以及提高退休年齡和增加

老年人的就業機會等方式來解決，未來醫療福

祉醫材需求也成為日本醫材市場成長的主要動

能。由於醫療保健政策仍攸關全國人民健康福

祉，2017 年日本政府仍投入 2,042 億日圓於

「推動日本原創新藥與醫療機器研發」預算案，

由文科省、厚生勞動省與經產省共同執行，針

對醫藥品與醫療器材進行前瞻性研發或產業化

推動，預料將會帶動整體市場發展。

而亞太地區另一主力市場即是中國大陸，中

國大陸目前仍有高階醫療器材仰賴進口，以及

本土廠商創新研發能力不足等產業結構問題；

隨著持續推動醫療器材產業規劃，中國大陸科

技部印發的《十三五醫療器械科技創新專項規

劃》(國科發社〔2017〕44號 )中即明確指出，

將要加速醫療器材產業整體朝向創新驅動發展

的轉型，完善醫療器材研發創新；並開發一批

進口依賴度高、臨床需求迫切的高端、主流醫

療器材和適宜基層的智能化、移動化、網絡化

產品，推出基於國產創新醫療器材產品的應用

解決方案。在政策的鼓勵支持與龐大內需市場

圖、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

資料來源：BMI，2018年；工研院 IEK，2018年 5月。

的支撐下，中國大陸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將可持

續成長。

台灣醫材市場產業概況

醫療器材產業為一整合生物醫學、電子電

機、半導體、資訊、軟體、光學 / 機密儀器、

化工、材料、機械等跨領域技術產業，由於所

使用技術種類以及應用科別繁多，因此具有少

量多樣的產業特性。另一方面，醫療器材主要

以維持與促進人類健康為目的，協助人類進行

疾病預防、診斷、減緩、治療與復健的民生必

要性工業，其產業特性與其他製造業不同，醫

療器材產業的主流產品會隨著疾病形態的改變

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而有所精進。

傳統觀念認為醫療器材僅為醫療機構專用，

或僅由醫護人員使用，主要目的是協助病人病

情的診斷、治療、減緩疾病的發展；但隨著預

防醫學技術的精進，以及民眾對於自我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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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預防疾病或健康導向為目的的醫療器

材發展也隨之發展，且使用對象不再僅限於醫

療專業人員，一般民眾也能使用的居家醫材逐

漸成為後起之秀，近年來應用手機功能與軟體

的行動健康醫療照護應用逐漸普遍，民眾逐漸

重視與接受，也帶動新一波的產業發展機會。

由於醫療器材的安全及效能攸關人命，產品

受到嚴謹的法規管理，依其對人體的危害程度

分成不同風險等級，並因此進行不同規格的審

查與認證程序，產品在上市前，除了必須藉由

各種實驗室、動物或人體試驗等測試，來確保

器材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有效性之外，更需

通過各國的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販售，產

品獲准上市後，仍有一系列的上市監督規範，

像歐美地區，產品上市後若發生意外，則必須

圖、台灣醫療器材產值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2018年 5月。

立即回報並統計。由於種種的法規限制，常造

成新進入廠商初期營運成本過高，不易存活，

產業進入障礙亦高。

醫療器材產業屬產品種類多樣、範疇廣泛

的特殊產業，全球尚未有一致性的定義，即使

美國、日本與歐洲等醫療器材領導國家，對醫

療器材產業範疇亦有不同的看法與定義。我國

參照歐美先進國之定義，訂立出醫療器材之定

義，臺灣先前版本藥事法第 13 條定義醫療器

材為：「本法所稱醫療器材，係包括診斷、治

療、減輕或直接預防人類疾病，或足以影響人

類身體結構及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及其附

件、配件、零件。」新版本的藥事法第 13 條

(2015年 12月 02日修訂 )定義醫療器材為：「醫

療器材係用於診斷、治療、減輕、直接預防人

類疾病、調節生育，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

及機能，且非以藥理、免疫或代謝方法作用於

人體，以達成其主要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

物質、軟體、體外試劑及其相關物品。」

工研院 IEK以經濟部商業司登錄醫療器材製

造業 (CF01011) 廠商為基礎，透過查詢醫療

器材許可證及優良製造廠商清單，並以電訪等

方式確認，2017 年臺灣醫療器材廠商家數約

1,083 家，從業人數推估約 42,800 人。透過

訪談臺灣廠商及產業調查結果估算，2017 年

臺灣醫療器材產業營業額為 1,034億新臺幣，

較 2016年 1,008億新臺幣成長 2.5%。觀察臺

灣醫材產業發展，不難發現產業的關鍵成功因

素在於，廠商運用核心技術研發利基產品，厚

植多年的良好製造能力之後，當市場商機湧現

時，即可適時布局國際市場，帶動產業持續成

長，創造新一波的出口動力。

臺灣醫材 1995 年至 2017 年臺灣重要的出

口產品出口值變化可知，歷年來臺灣的出口優

勢產品已經隨需求與產業特性，產生相當大的

變化，從早期的醫用塑膠、手套產品，提升到

以血壓計、體溫計、輪椅與代步車等中階居家

醫療器材產品，乃至近年市場需求大幅湧現，

已具備產業能量的血糖監測產品與隱形眼鏡，

更成為大廠尋求代工支援補足需求缺口的重要

夥伴。

2010 年起，臺灣血糖試片出口金額已超越

電動代步車，成為 2010-2013年臺灣最主要出

口醫療器材產品，而隱形眼鏡產品也於 2012

年超越電動代步車，並於 2014 年超越血糖試

片，成為臺灣第一大出口品項。在臺灣相關廠

商持續投入醫療器材產業，使得在高階影像與

微創手術醫材也開始進入萌芽期；而與高齡化

議題相關的骨科與牙科產品，則在廠商的持續

投入之下，逐漸進入成長期，後續發展值得關

注。觀察臺灣醫材產業發展，不難發現產業的

關鍵成功因素在於，廠商運用核心技術研發利

基產品，厚植多年的良好製造能力之後，當市

場商機湧現時，即可適時布局國際市場，帶動

產業持續成長，創造新一波的出口動力。

在全球拋棄式隱形眼鏡需求量攀升的帶動

下，2014 年開始，隱形眼鏡已成為臺灣醫療

器材產業第一大出口品項；我國隱形眼鏡廠商

已具備充分製程技術及品質良率，隨著近幾年

臺灣多家廠商投入布局，目前已擁有超過 20

家的隱形眼鏡製造廠商，環顧臺灣廠商策略，

雖然布局初期多以製造角度切入，但也開始有

部分廠商企圖透過差異化作法，以取得更多的

競爭優勢，像是延伸上游毛胚與原料配方的布

局，發展矽水膠等材料提升配戴的舒適性，或

是跨足零售業進行創新銷售與通路策略，或是

進行電子商務的通路布建等，並逐漸提升自有

品牌的聲譽，都帶動臺灣隱形眼鏡產業呈現更

好的正向循環。

血糖監測產品是支撐臺灣出口與產值的重要

品項之一，臺灣血糖監測產業經歷了近 30 年

的發展，由專注血糖計生產、試片委外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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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至血糖計模組、試片模組等高度專業分工

模式，部分廠商一條龍生產，部分廠商則與協

力廠配合，發展出彈性生產、高度客製化的代

工模式。而近年開始有廠商布局自有品牌，希

望能突破 OEM、ODM的代工經營模式，更貼

近消費終端，掌握市場需求脈動。唯受到血糖

監測產品銷售價格下跌之影響，拜耳、嬌生等

國際大廠陸續退出，全球血糖測試市場將出現

大洗牌，位居二線的台灣廠商可以積極掌握市

場缺口、擴大市占率。

受到全球高齡化需求攀升之影響，高齡相關

產品的成長機會也持續湧現，臺灣廠商在行動

輔具產品已累積優良的製造技術，再加上周邊

支援產業完整，已在全球市場占有重要地位，

加上歐美市場回穩，行動輔具產品仍有穩定的

出口成長，像是失能人士用者產品如電動輪椅

圖、依據產品生命週期與產值，擬定產品群組推動策略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和電動代步車，主要出口地區以美國、日本及

德國為主要出口國家，顯示先進國家受到人口

老化速度加快，市場長期仍呈現穩定成長的態

勢。未來除了持續聚焦電動代步車的技術與開

發以保持優勢外，也不可忽略強化產品的適配

性，透過人體工學設計、人因設計等投入，以

提高使用與乘坐之舒適度。

高階醫療導管是另一高成長品項，臺灣廠商

如太平洋醫材、邦特生技等，近年來著重新材

料的應用，發展高階產品增加國際競爭力，也

提升了產品出口能量。此類醫療器材具臺灣醫

材出口優勢透過不斷地強化精進核心技術及控

管成本，減少後進國家帶來的市場競爭影響，

持續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歷年出口金額呈現

穩定成長。

展望 2018 年，隱形眼鏡仍是臺灣醫材主要

成長驅動力，可望持續貢獻整體產值，加上全

球高齡化趨勢將帶動行動輔具、醫用導管等產

品出口持續成長。此外美國將維持穩定之升息

步調，以及廠商近期積極布局新興市場的成效

將顯現，配合臺灣政府持續釋放利多政策，有

望帶動 2018年醫療器材整體產值持續成長。

台灣醫材發展機會與佈局方向

臺灣醫療器材已有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

供應鏈及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精密機械、材料、

電子電機、資通訊科技、工業設計等周邊產業

支援，已具備良好的產業基礎，產品品質優良

也已受到國際肯定，但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

下，如何擴大既有的傳統醫材的出口實績，並

提升利基醫材的國際競爭力，將是未來醫療器

材產業的發展重點。

IEK透過盤點國內產業與廠商能量，並依產

品應用領域及產值將醫療器材領域分為優勢醫

材及利基醫材兩大群組。優勢醫材包含輔助器

材、體外診斷、醫用耗材及眼科產品；而利基

醫材則包含有微創手術、牙科產品、骨科產品、

醫學影像。針對超過 100 億之優勢醫材 ( 眼

科、體外診斷、輔助科技、高階耗材 )，透過

產品開發與產業化發展，發展產品加值之關鍵

組件與技術，並研發潛力新產品線，以加速產

業發展；針對利基醫材 (目前產值 20~50億骨

科、牙科、影像、微創醫材 )，整合醫材系統、

產品與服務，結合醫院 / 居家場域試驗，提供

整體系統化解決方案，透過在台灣進行場域試

驗，建立成功模式，推動醫材系統整合輸出，

以利國際輸出，創造出口產值。

1.輔助器材

主要產品包含有輪椅、電動輪椅、代步車、

助行車、氣墊床、護具、義肢及電刺激器等。

隨著全球高齡人口數持續增加，驅動輔具產品

需求增加，臺灣輔具廠商生產技術能力高，從

低階到中高階的輔具產品皆可自行生產製造，

且由於品質優良，許多廠商承接國際大廠的產

品委託製造，電動輪椅、氣墊床等產品於的全

球供應佔有重要的份量。部分輪椅廠商為達到

更好的成本管控，將產線移至勞力較低廉的國

家設廠，而較高單價的產品則留在臺灣研發生

產製造。

在近幾年新創公司分析中，可以發現除了傳

統的病床、輪椅、病床、氣墊床、理療用具外，

廠商逐漸投入臥床照護系統，該系統可透過壓

力感測方式以記錄病人全天候的臥床活動，並

透過無線傳輸方式將資訊提供予醫療院所或長

期照護中心進行照護監控，一但病人離開床

舖，就會發出離床警示通報，通知專業醫療人

員或是照護者立即前往提供病人所需要的協

助。此外，廠商也投入病患移位機的開發，在

過去照護者通常以徒手的方式協助患者起身、

翻身、上下床、沐浴如廁、轉移位至輪椅或其

他平台等活動，但不良的搬運方式常造成照護

者的肌肉受傷，甚而導致將被照護者摔落的狀

況，透過病患移位機可降低照護者的負擔，能

提供更安全優質的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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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人力不足且現有照護負擔過重是全球醫

療照護產業重視的議題，綜觀臺灣輔助用具公

司的發展方向，隨著輔助科技的發展，透過智

慧化輔助科技的介入協助降低醫護人員的負擔，

提升照護品質，也使需求者回到有尊嚴的生活

型態，將成為智慧輔助器材產業成長的契機。

2.醫用耗材

主要產品包含有輸液注射與採集設備、個

人保護用器材、急救與傷口護理器材等多樣產

品。醫用耗材類產品多為醫院常用的品項，由

於多數產品技術門檻較低，也成為新興國家發

展醫療器材產品的首要目標，臺灣廠商在市場

變動和產業競爭下，近年則尋求產業轉型並積

極研發技術層次較高、產品毛利高的高階產

品，例如邦特生技、太平洋醫材積極研發技術

層次較高、產品毛利高的高階導管，擴大臨床

應用層面，強化產品競爭力。

在近幾年新創公司分析中，可以發現許多廠

商投入傷口敷料的開發，除了傳統的繃帶、紗

布、棉花的傳統敷料，廠商透過技術開發，致

力於先進敷料產品的技術升級，透過材料的改

良發展溼式敷料、抗菌敷料、膠原蛋白、生物

纖維膜基材等產品進行布局，希望透過技術的

精進，達到更好的傷口癒合效果與照護管理。

隨著高齡、糖尿病人口增加，相關慢性傷口的

照護需求也持續提升，臺灣廠商透過技術升級

發展高值產品，有望擺脫與新興競爭廠商的價

格戰，提升此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體外診斷

主要產品包含有血糖監測產品與體外診斷設

備。目前臺灣生產血糖監測產品的廠商，皆已

能從上游製造到下游行銷全部囊括，而臺灣相

關廠商的生產技術純熟，優異的生產能力促使

歐美大廠代釋出代工訂單，近年開始有廠商布

局自有品牌，希望能突破代工經營模式，更貼

近消費終端，掌握市場需求脈動，隨著新興國

家糖尿病患增加，血糖管理需求持續成長，廠

商若能推出滿足新興市場可負擔的優質平價產

品，將能掌握市場變化下之商機。 

觀測近幾年設立的體外診斷公司，可發現在

全球推動精準醫療的風潮下，臺灣醫療器材產

業已有多間廠商相關研發成果已逐漸成熟，投

入精準醫療相關器材、設備及服務發展，開發

核酸純化萃取儀器、生物化學免疫分析儀、快

速檢測試劑等產品。在未來先進國家持續投入

精準醫療的發展，及臺灣推動生物經濟政策的

鼓勵下，臺灣廠商若能整握趨勢並鎖定利基市

場，在這一波國際新醫療樣態改變所帶來的龐

大潛力需求下，將有機會快速發展。

4.眼科醫材

隱形眼鏡為臺灣醫療器材主要的出口品項，

隨著近幾年多家廠商的投入布局，目前臺灣已

具有完整的隱形眼鏡生產製造能力，而異業

的持續投入，像是明基醫材、和碩聯合與景碩

科技共合資成立之晶碩光學、大立光轉投資的

星歐光學、能率集團與應華轉投資的精能光學

等，更帶動臺灣隱形眼鏡產業呈現活絡發展。

臺灣廠商製程技術在未來如何透過自動化方

式，進行製造成本有效控管，使產品更具價格

競爭力將是首要關鍵。

環顧臺灣廠商策略，雖然布局初期，多以製

造角度切入，但也開始有部分廠商延伸上游毛胚

與原料配方的布局，發展矽水膠等技術，提供更

舒適的配戴體驗，或是發展人工水晶體及相關眼

科玻璃體填充物，提供高值的眼科手術產品。

5.牙科醫材

臺灣牙科醫材藉由產官學研的積極投入，

目前已見初步成效，我國牙科產業聚落主要位

於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透過原先就具有成熟的

金屬鍛造、精密加工及表面處理技術，再加上

近年來政府大力投入扶植轉型醫療器材產業，

協助傳統產業金屬加工廠商轉型，發展人工牙

根、牙科設備、鑽牙機、數位牙科系統、牙科

補綴材料等。

隨著人口老化帶來的需求人口增加，民眾口

腔健康意識的提升，驅動牙科醫材產業持續穩

定成長。全球牙科產業需求朝向透過改善既有

口腔醫療工作流程、縮短時間、提升效率、增

加譍復體精準度與病患體驗，以數位化、智慧

化及病患體驗為導向，發展數位化應用與解決

方案。臺灣新創公司也掌握此波潮流，由傳統

的壓模取模製造，轉變到透過 CAD/CAM進行

加工製造，並發展相關植牙規劃軟體提供完整

流程整合，協助牙醫師能更精確且快速的完成

手術流程。

6.醫學影像

整體而言，臺灣醫學影像產品仍多仰賴進

口，由於醫學影像產品技術門檻較高，須投入

的資源相對較多，但由於市場競爭者較少，且

利潤較高，已被臺灣列入重點發展項目。臺灣

主要發展醫用超音波掃描儀，主要廠商有長庚

醫材、明基醫與聲博科技，在超音波零組件如

探頭部分有聲博科技，超音波系統則有長庚醫

材和佳世達開發製造，明基醫則負責佳世達超

音波之行銷與通路業務。

隨著全球醫院資訊化需求，國內廠商除了

醫用顯示器、超音波掃描儀的發展外，也逐漸

投入醫療資訊軟體的開發，隨著東南亞等新興

國家逐漸以政策改善當地醫療環境資源，投入

當地醫療設備的更新，臺灣廠商若能掌握此商

機，協助建置相關的資訊化醫療設備，將有助

此領域的產值成長。

7.骨科醫材

聯合骨科公司是臺灣具研發、生產與銷售一

條龍的人工關節領導廠商，以自有品牌 United

外銷全球多個國家，更是亞洲地區重要的骨科

廠商，除了與對岸新華集團合資成立聯合新華

公司，更於 2016 年宣布併購臺灣脊椎醫材廠

商冠亞生技，由原先關節重建類產品延伸至脊

椎醫材，完整公司產品線，以提供骨科整體解

決方案。在其他骨科醫材方面，臺灣廠商寶楠

生技、全合生醫、亞太醫療器材、臺灣微創醫

材、愛派司生技、鐿鈦科技等都是重要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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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灣的新創公司可發現，除了金屬類產

品的發展，許多公司也投入先進生醫材料的研

發，透過發展生物可降解吸收材料，來減少多

次手術的困難，隨著全球老化人口速度加快，

帶動全球身體各部位彌補物市場持續成長，臺

灣廠商如何因應需求，透過臨床追蹤數據及文

件佐證，持續深化與累積品質口碑與品牌信賴

度，藉由產品定位策略，加強海外市場通路布

建，掌握全球高齡化趨勢下市場機會。

8.微創手術

隨著先進國家對於高效能及低侵入的微創手

術的發展，帶動相關手術器械與搭配零附件需

求持續成長，臺灣在相關手術器械已累積相當

能量與產業基礎，主要的廠商包含有大瓏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越聖儀器廠股份有限公司、常廣股份有限公

司、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發展電燒刀

及手術器械。

由於此領域的技術含量高，主要市場由國

際大廠佔據，臺灣相關的新創公司較少，臺灣

廠商逐漸投入內視鏡零件、手術導引系統的發

展，未來如何掌握臨床需求並提供手術器械更

佳的操作性，或異業合作投入機器人輔助手術

零組件發展、術前手術規劃模板設計、精密手

術導航系統開發，將是掌握市場商機價值重點。

台灣醫材發展策略

1.研發端：跨領域能量整合加值，發展創新服

務模式

臺灣醫療器材廠商多為中小型企業，主要以

生產及代工中低階醫療器材產品為營業內容，

由於部分產品生產技術門檻較低，容易成為生

產成本較低的新興國家投入醫療器材製造的優

先選擇類別，臺灣廠商已逐漸面臨市場環境變

動和產業競爭的衝擊，需尋求產業轉型並積極

研發技術層次較高、產品毛利高的高階產品。

預期透過整合國內法人機構及產、學、醫、研

界的研發能量，輔導廠商投入高附加價值、高

認證門檻、高系統整合之高階醫材領域，透過

系統整合硬體銷售提供整合性解決方案，或以

服務帶動後續加值服務，以利持續提升國際市

場競爭力。

醫療器材為跨領域的整合技術產業，臺灣過

往於精密機械、材料、半導體、資通訊技術皆

已累積相當產業能量，而醫療器材市場未來龐

大的商機也吸引許多異業廠商跨入醫療器材領

域的發展，產業發展應借重既有的硬體優勢，

再透過異業整合投入加值軟體、平台與服務能

量，與異業進行跨業合作，創造產業新價值，

提升臺灣醫療器材產業規模與能量，以打造台

灣成為全球醫療器材產業重鎮。

2.研發端：掌握國際互聯網產業趨勢，發展智

慧健康醫療產品及服務

物聯網、移動醫療、雲端計算與大數據等

產業發展亦推動醫療健康產業朝向新的領域邁

進，也造就數位化智慧醫療健康設備與服務逐

步發展。回顧臺灣醫材廠商發展歷程，臺灣廠

商在居家醫材領域投入已久，尤其在生理監測

與部分生理檢測器材的產品成熟度高，亦投入

IoT 領域進行智慧化、系統平台和雲端開發。

未來建議廠商可趁此互聯網醫療趨勢，發展智

慧醫療產業，朝向生命徵象數位化、醫療數據

雲端化、醫療互動移動化、診斷工具微型化、

臨床決策智能化之互聯網醫療 2.0時代新樣貌

發展。

而台灣 2018 年 5 月 11 日衛生福利部修正

「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放寬遠距通訊治療服務

對象，包含：急性住院病人，依既定之出院準

備服務計畫，於出院後 3個月內追蹤治療；機

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與醫療機

構訂有醫療服務契約，領有該醫療機構醫師開

立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長期照顧服務使

用者，因為病情需要該醫療機構醫師診療等 5

類患者。也將有效帶動智慧醫療相關產品的研

發製造與市場，提升國內市場的發展。

3.行銷端：政策推動台灣國產品使用機會，以

提升國外採購意願

隨著臺灣逐漸邁入超高齡社會，對於老化疾

病與慢性病的醫療照護需求將逐年增加，如骨

科、眼科、輔具等相關產品，將帶動臺灣醫療

器材市場需求的成長。以往臺灣醫療單位以使

用進口產品為主，政府為鼓勵臺灣醫院多使用

國產品，已於醫院評鑑納入鼓勵醫院使用通過

生技新藥條例醫材產品的規範，透過評鑑加分

來帶動國產品銷售機會。

因應此大趨勢，2017年 1月 18日通過《生

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 3 條修正案，高風

險醫療器材除了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

屬第三等級之醫療器材之外，並將須經臨床試

驗始得核准之第二等級之醫療器材納入；此

外，也新納入新興生技醫藥產品，將指經行政

院指定為新興且具策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

項目，並經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學術界及

研究機構代表審定後公告之產品，目前精準醫

療、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產品皆將被納入。

預期在政府積極擴大研發端與使用端的政策利

多推動下，將可有效帶動臺灣醫材產業發展高

階產品，並擴大醫院使用意願。也將做為台灣

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使用佐證，提升國外市場被

採購的機會。

4.行銷端：培養關鍵意見領袖，帶動產品海外

品牌布局

國際領導廠商投入布局時程較早，已累積相

關技術、產品、品牌認知度及通路布建等優勢，

近期更積極應用併購策略提供整合性的解決方

案，已建立起一定的市場性賴度。臺灣廠商已

在技術研發、生產製造、法規驗證以及市場行

銷等累積相當經驗與能量，臺灣廠商如何強化

品牌布局能力將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建議

透過建構產官學研醫合作平台，搭配定期的區

域型活動，進行產品的產品資訊曝光，透過產

品功能用途說明、產品試用以及教育訓練等方

式，讓使用者更了解臺灣產品的優勢，借重國

內關鍵意見領袖的國際地位，以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的方式，進行臨床數據與使用案例的分

享，累積臺灣產品的品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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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漢諾威展用機器人與 AI 發揮優勢

數位轉型浪潮 文∣工研院 IEK 黃仲宏

機器和人類和諧地協作

從工業 4.0 的口號被提起的那一日，「生

產線無人化」的鼓動與喧嘩就從未停止，從去

年到今年的漢諾威工業展，可以很明顯地觀察

到，「人」依然是被認為是要處在智慧製造中

最核心的位置；無論是今天的工業 4.0，還是

明天的智慧製造，都是為了更好地輔助人類，

而不是取代人的工作。

預估 2020 年後，全球將會有超過一半以上

的生產線工人，每天都要與機器人、3D 列印、

數位分身 (Digital Twin) 和擴增實境等自動化

技術為伍。數位分身和擴增實境技術是本屆展

會的重點之一。

Siemens( 西 門 子 ) 展 示「Digi ta l 

Enterprise」方案，除了自身各式的自動化產

每年在德國漢諾威市所舉行之工業博覽會(Hannover Messe) 可謂為當今全球最具規
模、歷史最悠久之國際工業展會。自2011 年德國提出「工業4.0」概念後，全球的製造
業與生產技術的發展就為之被其所牽動。也因此，德國漢諾威工業展之展出也就成為全

球製造產業發展趨勢的風向指標；藉此可綜觀各國製造產業的技術投入現況，同時也可

瞭解到智慧製造相關應用機台與零組件之發展。

2018 年漢諾威工業展的展會時間為4 月23 日至4 月27 日，共有來自全球約7,500 家的
企業參展。同期舉行漢諾威國際物流展(CeMAT)，展示供應鏈管理、倉儲與物流產業
製造商，他們齊聲標榜「Logistic 4.0」，就是強調高效、智能物流鏈管理解決方案。
整個展會共分為五個區項，分別為整合自動化及動力傳動展(IAMD)、能源展
(Energy)、工業零組件與供應商技術展(Industrial Supply)、數位工廠展(Digital 
Factory)、研究與技術展(Research & Technology)。
今 年 的 主 題 是「Digital Enterprise – Implement now!」。 縱 觀2018 Hannover 
Messe，筆者認為整個展會的三大訴求是1、機器和人類和諧協作；2、工業物聯網平
台的強化；3、生產製造朝數位化轉型。
特別是歐美日多家知名企業，以合縱連橫的形式，或是結盟或是購併，大家形成能夠通

力協作的工業物聯網平台，並提出各式系統整合方案，來應對智慧製造種種複雜的系統

工程。

品外，更以 IoT 操作系統 MindSphere 與各領

域的使用者連接，共同建構工業生產生態系。

MindSphere 為開放式工業用雲端平台，各

領域的用戶可使用該平台上的預測性維護、能

源數據管理或數據優化等數位服務，監控工廠

機具設備，減少設備的故障與停機時間。期許

為數位化製造領域的重要推手，西門子基於自

有軟硬體產品所打造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全面

提供給不論是連續生產製造與離散生產製造的

企業。

數位化雙胞胎解決方案運用在航空、汽車、

化工、釀酒等的展示，也讓人體認到西門子想

要透過資訊的雙向流通與反饋技術為客戶提

升生產效率及品質。數位分身的理想是，為生

流製造提供虛擬空間以發想創新並透過虛擬世

界改善真實世界，透過各種資料打造的虛擬化

身，讓使用者可用更低的成本、在更安全的環

境中，不斷地分析和測試，以更加瞭解自己的

產品。

愛迪達運動鞋製造部門，近年返回德國；波

音利用各種感測器搜集資料，建立真實飛機的

數位模型，可即時評估飛機是否需要維修或調

整，其運用的技術之一，正是漢諾威工業展主

題之一的「數位分身」。

協 同 作 業 機 器 人 是 製 造 業 邁 向 智 慧 化 生

產 的 重 要 趨 勢；2011 年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

化組織 ) 推出 ISO 10218-1 和 -2 系列標準，

規定了機器人在設計製造、整體應用、維護維

修時，對人身安全的防護原則。2016 年再發布

ISO/ T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15066，

規範了在協同作業模式下的技術指引。協同作

業機器人可說是產業邁向智慧化生產的趨勢之

一，它的誕生就是要因應工作者與機器人共同

作業的發展及可能衍生之危害；確保對工作人

員無害是所謂協作式機器人的最大訴求。

協 同 作 業 工 業 機 器 人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Robot) 在丹麥機器人公司 Universal 

Robots 推出型號為 UR5 的機器人後快速的發

展，這些類型的機器人能直接和人類勞工一起

並肩工作而無需圍欄隔離。在同一作業空間中

由人類擔任靈活性高的工序，機器人快速、準

確、負責重複性的工作。

圖 1. 西門子數位化雙胞胎 (Digital Twin) 解決方案應用於實際產品環境，結合 AR(Augmented Reality) 輔助系統，縮短虛實空間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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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目前是協作安全機器人的第一大市佔，

2018 年全球的量估約 8,500 台，台灣廣明公

司所推出的達明機器人目前期許為協作安全機

器人的第二大公司。其所推出的 TM5 型號機

器人，特色是視覺深度補償，非常適用於 SSD

（Solid State Disk，固態硬碟）的生產作業。

ISO10218 在 2011 年定義了工業機器人的

安全要求，針對傳統的工業機器人安全規範做

出定義，包括了 ISO10218-1、ISO10218-2。

約在 2014 年開始，以 Universal Robots 為代

表的人機安全協作式機器人的推出聚焦了機器

人界的目光。也就是機器人在移動時，可預知

在運動過程中隨之而來的應有力量，只要一有

突發的力量出現，如物體觸碰到機器人，機器

人就會馬上停止動作。這個意義代表著機器人

將要從柵欄中解放出來。

雖然傳統工業機器人 ( 機械手臂 ) 已現身於

工廠生產線許久，但因為其快速、不具備與人

體安全互動而防護的特性，總是需要圍欄隔開

機器人與人，才能確保工作上的安全。全球知

名工業機器人廠商，應該清楚而且明白，即使

缺工情形嚴重而且招募新手困難，也絕不可能

一夜之間遣散所有工廠裡的工人，全部用機械

手臂取而代之。所以讓機器人與人合作，讓機

器人去幫助現有的工人，讓機器人置身於勞工

中，與人們一同合作。人機協同式的機器人 ( 協

作式機器人 ) 即因此應運而生。生產效率達成

業主的期待，這是人機協同式機器人受到機器

人廠商重視的因素。

據統計至目前為止，在工廠中平均只有約

10% 的工作是由機器人完成。這個意義是，

1、工業用機器人發展了這麼多年，還是僅能

完成 10% 的工作；2、90% 的工作仍將被機器

人開拓，這次未來的機會市場。而人機協作型

機器人同時具備安全性及教導容易兩大特性，

被看好是產業用機器人的新藍海市場，機器人

四 大 家 族 ABB、KUKA、FANUC( 發 那 科 )、

YASKAWA( 安川 ) 無不投入大量資源搶佔商機。

他們所強調的是理想的合作型機器人應該要

像智慧型手機一樣好用。不需要專家才可使用

機器人，而是人人均可輕易上手。在工廠中，

若要使用或調整傳統工業用機器人，通常必須

要交由這方面的專家，或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

資源去培養專業技術人才。而理想中合作型機

器人操作，應該是讓你根本用不著懂機器人程

式語言，只要經過簡單操作訓練，即可成為使

用機器人的「專家」，並享受操作過程；就像

你不須要會寫程式才能使用手機，而且可從使

用手機中獲得無窮樂趣。

傳統工業機器人適合進行大規模生產的企業 

。協同作業工業機器人則瞄準客製化、接急單、

短生產周期的電子製造服務廠 (EMS) 與中小企

業 (SME)。但是我們也觀察到了一些現象，傳

統工業機器人所標榜的訴求是「快、穩、準」，

而協作式機器人在運作上不強調快速，這也會

限制它的應用領域以及終端使用者對於機器人

的回購率；因為直流馬達驅動器較簡單、體積2. 安全協作機器人，達明 TM5 以及 KUKA LBR iisy

圖 2.Rethink 的智慧協作機器人 Sawyer 和安川的 HC10 圖４. 軟體巨頭微軟公司以數位技術全方位滲入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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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好安裝。協作機器人功率較小，不像大荷

重工業級機器人要用大功率的交流馬達。另外

若安全協作式的機器人能在每秒 1 公尺的速度

達到保護的功能，將會更有競爭力。

圍繞著雲構建工業物聯網平台

我 們 所 熟 知 的 電 腦 作 業 系 統 軟 體 提 供

者 -Microsoft( 微 軟 )， 已 經 以 自 動 化 公 司 自

許了，本屆漢諾威展中，佔地面積最大的微

軟，匯集了超過 30 家客戶與合作夥伴，在展

區中醒目地打著「Our mission is to 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標語，共同展示微

軟技術用在製造業的成果；軟體巨頭以數位技

術宣告全方位滲入製造業。

微軟從最大的個人電腦軟體供應商，逐漸成

為工業自動化的佼佼者。各領域用戶在搭建雲

技術時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服務（IaaS），微軟

的 Azure 已成為最主要考量的供應商之一。

Azure 實現工廠機器即時數據採集、低延遲的

數據處理，與全面可視、監控的智慧工廠。

Azure IoT Edge 讓工廠感測器、設備和供

應商軟體可安全地收集數據，並使用先進的演

算法即時處理數據。微軟希望扮演舊機器與新

機器硬體之間的結締組織，在物聯網技術的協

助下，讓工業 4.0 早一步實現；實現 1、基於

網路技術之按需生產、物流、銷售、售後等等

的一條龍模式；2、全自動化無人生產線的建

立，且具備自主維護特性；3、生產過程的優

化，即由電腦對在生產中出現的各類問題進行

統計、分析，並由人工最終解決和協調；4、

工廠的水、電、氣，安全防範系統的自動化管

理，無需人工干預。

是生產平台數位化的生態系思維，讓微軟公

司以工業自動化公司自許，亦可說是智慧製造

的數位化趨勢提供了微軟眾多軟體技術有了一

個良好發展的溫床。

大家都在建構生產平台數位化的生態系

在製造設備智慧化所需技術日漸成熟下，

例 如 IIoT(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工業物聯網 )、Big Data( 巨量資料技術 )、

Machine Learning( 機 器 學 習 )、Cloud 

& Fog Computing( 雲 霧 運 算 )… 等 等。

2018 年 漢 諾 威 展 中 的 訴 求 口 號「Digital 

Enterprise – Implement now!」， 也 意 味

著，任何準備面對工業 4.0 革命的企業都應

該進行數位轉型。筆者也深刻體會到，參與

展出的企業，彷彿告訴著所有的製造業說：

你 若 未 能 導 入 數 位 科 技 與 善 佳 利 用 數 位 科

技，將會面臨競爭危機。

所 以， 無 論 是 傳 統 工 業 自 動 化 企 業 跨 足

到 工 業 軟 體 ( 例 如 Siemens 推 出 Digital 

Enterprise)，或是傳統軟體廠商跨足到製造領

域 ( 例如 SAP 推出 OIF)，亦或像是 Schneider 

Electric、Rockwell Automation 這種老牌自動

化技術供應大廠，似乎大家都明瞭了市場發展

趨勢，也就是殊途同歸地往建構數位化工業生

產平台的路上狂奔。  

為何要進行數位轉型，以巨觀的角度看現今

製造產業發展面臨的 2 大問題，一是因應大量

客製化的生產。二是要因應加工材料的轉變。

大量客製化的生產模式，使得彈性化、快速

化成為未來趨勢；因此導入系統化彈性智慧製

造技術已成為重要趨勢；而且實現彈性自動化

生產仰賴製程與軟體技術高度整合；再者，單

機生產模式將轉變為單元生產模式。

輕量化訴求，使得加工材料從鋼鐵轉為鋁材

及複材。輕量化的材料鋁、複材在未來的航空

機具將占比 70%。輕量化的訴求亦使得歐盟訂

定 2025 年的永續目標之一就是汽車耗能標準

為每 1 公升 25 公里。因應愈來愈多元化材料

( 非金屬、晶體、半導體、陶瓷…) 的加工需求，

以及加工品質 ( 光滑表面 ) 的提高、加工材料

的轉變，新一代製程技術亟待建立。

筆 者 觀 察 到 的 BOSCH、SAP、Schneider 

Electric、AWS (Amazon Web Services)、

PTC、ANSYS、DassaultSystèmes、Intel 等，

在此都有對實體設備之動態運作與自主協調功

能導入數位化對應模型處理方法，提出解決方

案。

Bosch 把應用於製造業各個環節之功能軟

體，整合打包為 NEXEED，為製造企業提供系

統性的解決方案，以系統視角審視製造業從供

應鏈到生產再到物流的整個過程優化 (OTD，

Order to Deliver）。 

Siemens 打出「Digital Enterprise」，顧名

思義就是運用數位化優化價值鏈的方案，其推

出 MindSphere 工業用雲端平台，可讓製造業

在生產過程中，進行預測性維護、能源數據管

理或數據優化等數位服務。能夠應用在航空、

汽車、化工、釀酒等不同產業，讓他們在設計、

生產規劃、製造等各階段，監控機具機台設備，

減少設備的故障與停機時間，隨時保有一定的

效率及品質。

Siemens 此舉就是要將機器人、工具機升級

圖 5.Bosch NEXEED － software and service for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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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Social Machine，能夠彼此溝通、分享製造

資訊、分擔製造工作量，做到生產機台的數據

可視化。

除了客製化、彈性化、智能化、垂直整合

外，SAP 注重系統性，眾多自動化技術圍繞

著製造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錯落分佈，SAP

像 是 一 個「 串 接 者 」 般， 運 用「OIF(Open 

Integrated Factory)， 動 態 模 組 化 生 產 」 技

術，把它們都連在一起；它以可同時對兩種不

同瓶子裝入不同顏色液體的例子做展示；運用

感測器蒐集德國 KRONES 機械公司生產瓶裝

設備的資料並傳送至運算平台，進行製程分析

後並告訴機器不同商品之處理方式，可同時處

理不同商品。傳統製程僅能一次生產某種特定

樣式之商品。SAP 呈現生產線上的某單一商

品都可採取不同之製程，成本就與大量生產差

不多。

身為工業物聯網開放平台的通信協議（OPC 

UA）及時間敏感網路（TSN）的制定成員之

一，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電機 ) 推出工

業用 EcoStruxure，支援物聯網的開放式平台，

推動從裝置連到雲端的次世代統一通訊架構。

特 別 的 是， 其 強 調 開 發 者 生 態 系

（Ecosystem of Developers），讓開發人員

得以藉此設計出新的軟體程式，應用在端到端

互聯、邊緣控制、分析及資料蒐集等。從生產

流程模擬、設計、製造到營運管理，導入數位

化生產、數位化管理，再以網路安全的訴求，

協助製造業提高自動化能力和數位轉型。

而 較 為 熟 知 的 雲 端 服 務 平 台， 亞 馬 遜

(Amazon) 的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也在此次展會中大秀拳腳。包括包括運算、儲

存、數據庫、網絡、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

慧、物聯網、行動、安全、混合雲、虛擬和擴

增實境 (VR 和 AR)、媒體，以及應用開發、配

置和管理、執行應用程式 (App) 服務和託管私

有雲端等。AWS 標榜其在資安至上的考量下，

提供超過 100 種功能全面的雲端服務。

5G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第

5 代行動通信系統 ) 將是商業與社會數位化轉

圖 6.Siemens-Digital Enterprise implement now

圖 8. 施耐德電機 EcoStruxure Machine Advisor，協助製造
業把數據轉化成關鍵資訊

圖 10.ERICSSON( 愛立信 )5G Timeline

圖 9.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圖 7.SAP  OIF(Open Integrated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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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關鍵， 5G 最主要的四大應用領域包含：

加強型的行動寬頻（eMBB），固定無線接入

（FWA），巨量物聯網（Massive IoT），以

及關鍵物聯網（Critical IoT）。愛立信預估，

在巨量物聯網、關鍵物聯網等工業數位化領

域，藉由 5G 高傳輸速率、低時延的通訊特性，

結合以物聯網為基礎的智慧製造環境，將有數

千億美元的龐大經濟規模。期望藉助 5G 翻身

的 ERICSSON( 愛立信 )，自當不缺席 2018 年

漢諾威展；愛立信也提到機器人會因為 5G 開

始出現在所有的行業，並被用於執行各種各樣

的任務。

工業機器人的當前缺點是它需要大量的程式

來正確地智慧化運行，這導致操作上要有複雜

的機器和控制系統，例如機器人被設計成做重

複的拾取和放置任務，執行高精度的動作，以

及進行諸如焊接和切割的危險工作。智慧型機

器人目前仍是使用各原廠開發設計時所需的硬

體和軟體來構建，因此往往是封閉的、昂貴的。

5G 通訊系統的能力將可望實現機器人上雲

端的情境：促進機器人能夠快速適應不斷變化

的應用。基於雲的系統連接到系統中的機器人

和控制器、5G 將可提供支援系統穩定性和資

訊交換所需的延遲和頻寬，進而幫助於構建複

雜而且實惠的機器人系統。未來在新領域中的

應用、5G 通訊扮演著關鍵的機器人普及化推

動者。

生產力提昇下的製造基地大遷移

漢諾威工業博覽會這幾年來幾乎是全球製造

業發展趨勢的風向指標。從 2011 年德國首次

喊出工業 4.0 到今天，從這個展會中可以逐年

發現到製造業的發展已進入自動化、數位化、

平台化、智慧化的新境界。

首 要 的 衝 擊 和 影 響 就 是 離 岸 外 包

(Offshor ing) 的 情 勢 會 產 生 變 化， 西 方 國

家拜機器人、積層製造和自動化所賜，將把

工廠從開發中國家遷回國內，一來降低運輸

成本，二來更接近市場，以便隨著訂單做調

整。一方面可以擺脫複雜的全球供應鏈，省

下運輸和倉儲成本，另一方面也會減少碳足

跡。

積層製造，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加速

製造業回流已開發國家；既然能在國內自動化

生產產品，且不會提高人力成本，先進國家的

產品製造商何必把生產製造外包給薪資更低的

國家呢？

全球經濟發展結構面臨人類生育率下降、人

口老化等問題，導致勞力資源大量銳減；歐洲、

北美洲等國家的製造商逐漸轉向使用具備高生

產力的技術和設備，掀起生產線回歸原產國家

的舉措是勢在必行。

這對於已開發國家的工作機會影響不大，卻

可能妨礙開發中國家工業化。工業化是西方國

家累積財富的必經之路，製造業工作機會也關

乎中產階級的形成，出口製造業商品也會促進

經濟快速成長和技術匯流。高階自動化生產技

術的日新月異，會驅使歐美長期委外生產製造

的品牌公司，思考並投入自動化生產設備的研

製與設置，一旦形成氣候，必將使得中國大陸

與新興國家目前代工廠的製造格局，面臨重整

與變動的命運。

結論

工 業 物 聯 網 平 台 的 強 化， 讓 製 造 業 以 網

路化連接，促進了更廣泛的企業間協作，使

智慧製造生態系統不斷擴大，由單項式的解

決 方 案 到 系 統 性 架 構 解 決 思 維。Design、

Procurement、Manufacturing、Delivery、

Service，水平垂直串聯整合，邁向無所不能的

情境。

生產製造朝數位化轉型智慧製造，而智慧製

造的多元性與複雜性，為跨領域技術的融合提

供了溫床，各公司「合縱連橫」是必然的趨勢，

IT 廠商結盟自動化廠商、製造廠商；製造廠商

尋求數位解決方案、運算平台合作夥伴；機器

人產品的決勝點將在於誰能與系統商有效益的

整合。

機器和人類和諧地協作的人本理念讓智慧製

造回歸本源，數位線程 (Digital Thread)、數位

雙胞胎 (Digital Twin) 會由概念性逐步落實至

各產業應用。產品設計、生產製造及後續增值

服務之閉環 (close loop) 應用，連接物理世界

與數位虛擬世界，建立資訊之雙向溝通、持續

回饋，為生產製造創造價值。

縱觀 2018 年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展望可預

見的未來，製造業將在這些趨勢的融合發展與

靈活應用下，逐漸實現智慧製造。

圖 11.ERICSSON 訴求整合物聯網的全新網路應用於智慧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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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智慧醫療經皮貼片 :
透過貼片上的數位解決方案與病患直接互動，
提升慢性病的服藥遵從性及安全性

文∣ E Ink元太科技策略整合中心　資深經理蘇盈瑩
        E Ink元太科技新創事業　事業開發處資深處長李忠蕙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 (IOM) 的研究指出，慢性病在近年來已經成為民
眾主要的健康問題之一；一般慢性病的病情會隨著時間逐漸惡化，且大部分無法根

治，需要長期的治療和照護。而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在2014 年的
統計，十大死因裡面有七項是慢性病。隨著社會文明及醫療科技的進步， 除了治療
與控制病情之外，慢性病人的生活品質， 也逐漸成為照護的重點。經皮貼片中的藥
物透過皮膚進入人體，相較於傳統的口服藥錠，有許多的好處；除了藥物不會刺激

腸胃或被消化系統代謝掉之外，單一貼片的藥效可以持續一天到數天之久，對病患

來說便利許多。

然而，慢性病的經皮貼片一般是由病患或其

照護者在家自行施用，因此服藥遵從性 (patient 

adherence) 對於藥物的療效就變得格外重要；

許多的慢性病，例如阿茲海默症及帕金森氏

症，如果患者因為忘記更新貼片而導致用藥中

斷，可能會導致病情加速惡化並衍生更高的醫

療成本。根據美國新英格蘭健康學院 (NEHI) 

的研究報告指出，不良的服藥遵從行為是普遍

存在的問題；二成至五成的病患未遵照服藥指

示，是因忘記服藥與不正確的藥物使用式。然

而患有這些病症的人，也是最容易忘記是否已

經服藥，或因為肢體震顫而導致無法正確貼上

經皮貼片而不自知。

透過智慧人性互動　提升服藥遵從性

而要如何確保病患能定時且正確的使用醫療

經皮貼片呢？結合感測器、數據演算、視覺反

饋介面等電子元件的「智慧」經皮貼片系統，

便應運而生。例如透過壓力感測器，系統可以

確認貼片是否正確的黏貼至皮膚上；透過計時

元件，系統可以進行下一劑藥物使用的倒數，

並在倒數結束時提醒患者撕除並更換貼片。然

而這些電子元件，都需要一個與病患互動或溝

通的介面，而視覺反饋則是最直接、簡便的方

式，也就是將提醒、警示、或其他重要訊息，

顯示在病患可以讀取的顯示介面上；這個顯示

介面是「智慧」醫療經皮貼片，最重要的一個

功能：與人的互動。

從設計的角度上，最人性的互動方式，是將

這個顯示介面，直接安置在經皮貼片上。為何

是直接安置在經皮貼片上而不是顯示在「智慧

手機」上呢？雖然現在大部分人都機不離身，

但首先要考量到某些慢性病會影響其患者的日

常生活，例如帕金森氏症患者手會震顫，讓他

們無法順利的使用手機；而不論是病患或照護

者，都一定會遇到手機沒電、與其他裝置通訊

不良、甚至找不到手機的狀況，而這些情況都

會導致病患的服藥遵從性無法獲得改善。如果

病患可以在貼片上直接讀取所需要的訊息，就

可以避免這樣的情況。  

要能順利的整合這個「人機介面」在智慧經

皮貼片上，該顯示元件必須具備輕、薄、可撓 

(flexible)、低耗電點等特性。E Ink 元太科技

的雙穩態 (bi-stable)電子紙顯示技術是最佳的

選擇；一旦提醒和警示等重要訊息被數位「印

刷」到電子紙上之後，持續顯示並不會耗用任

何電力。此外，電子紙的反射式 (reflective) 

顯示及高對比度也提供了極佳的可閱讀性，由

其在戶外等強光下比 LCD 或 OLED 容易辨識

顯示內容，對於糖尿病患者或老年人等視力不

佳的病患更為友善。  

元太科技日前與德國經皮治療系統研發與製

造商 Lohmann-Therapie Systeme (LTS)，即

是以改善服藥遵行為作為出發點，採用元太科

技的低電壓電子紙顯示器，共同開發了一款智

慧醫療經皮貼片原型。

整合感測器及智慧演算  確保用藥安全

除了增進服藥遵從性以外，智慧經皮貼片

也可以透過整合不同的感測器，監測病患在用

藥時的心跳、體溫等生命徵象參數，提升用

藥安全性。醫療經皮貼片這種經皮輸藥系統

（TDDS）是透過貼片及人體中藥物濃度的差

異，讓藥物經皮膚穿透而達到全身性療效的給

藥技術。許多外在因子，例如環境溫度、病患

體溫等，可能會提高藥物釋出的劑量和速度而

導致用藥過量的情形。以專門治療兒童青少年

過動症 (ADHD)的經皮貼片為例，當病患體溫

過高導致藥物釋放過量時，因為病患的年紀較

小而格外危急。智慧經皮貼片若能監測並即時

反饋體溫異常，就可以預防因為藥物釋放過量

產生的意外。

此外，病患對藥物過敏、與其他藥物產生

交互作用、或意外使用過量等，都有可能導致

嚴重的副作用，進而產生心跳過快或過慢、發

燒、冒冷汗等徵狀。例如治療帕金森氏症的

貼片 Neupro® 以及治療青少年過動症的貼片

圖片說明：元太科技與 LTS共同研發智慧醫療經皮貼片提供
便利、可靠及舒適的用藥經驗 (圖片來源：業者提供 )



58 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產業脈動  Industry Trend

Daytrana®，需要立即就醫的副作用，均包含

心跳過快。智慧經皮貼片亦可監測這些生命徵

象，在參數異常時警示病患或照護者，提升用

藥安全性。

智慧醫療穿戴貼片：給藥、監測、溝通、

大數據，由簡至繁客製各種智慧功能及外

觀設計

作為智慧醫療的一個重要環節，醫療貼片

的未來不僅僅是增進經皮貼片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更可以按照不同的使用者需求，將給藥裝

置、感測器、互動顯示、數據及傳輸等各種元

件，客製化整合到貼片上，而成為一個智慧「穿

戴」概念的醫療貼片。

根據整合系統的功能性和元件組成，智慧

「穿戴」醫療貼片可分成三大類：單次被動式

貼片、單次互動式貼片、及多此性穿戴式貼片

裝置。

● 單次被動式貼片

在病患貼上本單次性的貼片之後，可透過無

線傳輸的方式，客制化的更新貼片上的訊息，

例如有效日期、貼片撕除時間、使用警示等。

由於電子紙的低功耗與雙穩態顯示特性，可透

過無線裝置傳送電源，在不需要搭載電池的狀

況下，達到訊息更新的目的。 

此單次被動式智慧貼片，主要用於告知使用

者重要訊息或提醒，結構及功能均較為單純。

● 單次互動式貼片

在病患貼上本單次性的貼片之後，智慧貼片

會自動啟動預設好的程式，同時進行監測、運

算、及提醒或警示的功能。感測器獲得的數據

直接在智慧貼片模組運算，再透過貼片上的顯

示裝置 (如：電子紙 ) 與使用者互動。

此智慧貼片可搭載一次性電池，主要透過在

貼片上的顯示介面與病患互動，用於提升用藥

遵從性。

● 多次性穿戴式貼片裝置

這是一種可重複使用設計的經皮貼片裝置，

一旦固定於皮膚上後 可替換不同的醫療貼片。

感測器、電子紙顯示介面及無線通訊等電子元

件可重複使用，不需棄置。這種智慧貼片裝置

可透過藍牙無線通訊與其他 IoT設備連結，傳

送數據到遠端 AI進行分析並取得回饋，再透過

穿戴貼片以及其他模式與使用者溝通。   

此智慧穿戴貼片裝置可搭載一次性或可充電

電池，為雲端智慧醫療的一環。 

展望未來：數位醫療時代 

隨著數位醫療的發展，病患詳細的服藥紀

錄、以及藥物治療的成效及問題，都可以透過

智慧醫療貼片等數位醫療裝置，進行監測、紀

錄、並傳送到遠端的大數據資料庫中，進行分

析並提供及時反饋。這不僅可以透過提升病患

的服藥遵從性、以及遠端即時醫療服務，增加

病患的治療成效；政府和健康保險公司更可以

利用這些數據規範病患，降減因不按時服藥而

造成的額外成本。

醫療大數據及遠端醫療服務均已是發生中的

大趨勢，而結合 IoT元件的智慧醫療貼片，將

可促進個人化醫療的加速發展，為數位醫療帶

來下一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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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機器手臂系統於
內視鏡微創手術之應用

文∣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發展二部 -朱佑麟、陳正欽、許宏全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發展二部 臨床研究組 -蔡欣恬

內視鏡微創手術是近年醫療趨勢，具備傷口小、出血量少及縮短住院與復原時間的

特性，因此內視鏡手術廣被病患接受。於手術過程中，由助手醫師負責扶持內視

鏡，手動調整內視鏡滿足主刀醫師的手術視野需求，因此長時間扶持內視鏡的情況

下，助手容易因疲勞而產生顫抖造成內視鏡影像晃動，影像晃動會影響醫生施行手

術的品質與效率，以及調整手術視野的過程中，常發生助手醫師無法精確地調整到

主刀醫師所需要的手術視野，影響手術進行的效率。此外，現今許多地區與國家正

面臨著醫療人力短缺的問題，因此導入具有精準、穩定特色的機器人輔助微創手術

(Robot Assisted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RAMIS) 是醫界所追尋的一個
解決方案。目前微創手術中已有導入機器人系統輔助醫師，以下針對目前市面上具

有潛力商品或原型之內視鏡扶持系統進行介紹。

內視鏡扶持系統介紹：

A.AKTORmed-Soloassist II [1]

AKTORmed GmbH 為一間德國公司，該

公司以研發內視鏡扶持輔助系統為主。其應用

術別包括一般腹腔手術、泌尿科及婦科手術等

等。Soloassist II 系統標榜輕量化、操作直覺

與穩定安全的產品訴求。硬體結構包含一機器

手臂、手術推車、操控搖桿。其中機器手臂具

重量約 9.5 kg並以夾扣直接掛鎖於術床上，醫

師可使用觸控人機介面簡易完成術中重新定位

或緊急應變處理。此公司推出可重複使用之無

菌搖桿，調整手術畫面的移動。Soloassist II

提供聲控操縱模組，醫師利用耳掛式麥克風進

行聲控，控制機器手臂的移動方向、距離與速

度，若還沒達到期望位置時，需再重複下達指令。

B.EndoControl-VIKY EP [2]

EndoControl 為一間法國的醫療儀器製造

商，該公司目前主要有三項產品，包含內視鏡

扶持系統 VIKY EP、子宮托扶持系統 VIKY UP

與電動關節式手術器械 JAIMY。VIKY EP 系

統主要應用於腹腔內視鏡手術，其系統主要分

成機器手臂、腳踏板與語音控制系統。機器手

臂結構主分為前端的被動式調整臂與末端的主

動式扶持平台，其被動式調整臂提供 7自由度

作為初定位與姿態調整，以單一旋扭鎖固達成

快速架撤機效率，末端的主動式扶持平台具有

RCM 功能，提供 3 自由度來控制手術畫面移

動。此系統採用機器手臂可全機進行高溫高壓

滅菌取代以往滅菌套包覆手臂之設計，並以輕

量化設計讓醫護人員能快速完成架機。

C.Faulhaber-Endoscope holder

Faulhaber 公司主要製造生產伺服驅動系

統，包含 DC 馬達系統、步進馬達與線性致

動 器 等。 由 Faulhaber 開 發 的 Endoscope 

holder，用於腹腔鏡微創手術，其系統包含被

動式調整臂與 RCM 機構，透過被動式調整臂

進行 RCM 機構的定位，此 RCM 機構擁有 4

個自由度，可達到內視鏡上下、左右、影像放

大、縮小與自旋的功能，利用四邊弧形連桿機

構達到 RCM功能，以手術中保護病患的安全，

並將驅動馬達全數放至於連桿機構後端，進而

縮小末端機構體積，以降低手術中醫師在操作

器械時與機構產生干涉的狀況。其中在夾持內

視鏡的模組是採用螺桿花鍵的套筒設計，利用

螺桿／花鍵旋轉的同動與差動，來達到內視鏡

影像放大、縮小與自旋的功能，透過此特點來

減少在影像縮放所需行程的機構體積，並具有

自旋功能提供醫師進行多角度鏡視野的調整。

但此機構有影像縮放行程不夠的問題，若增加

行程，其傳動機構尺寸須得放大，可能會發生

碰撞到患者腹部的狀況。

D.CUHK-Robotic Endoscope holder [3]

由香港中文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David 

Navarro-Alarcon開發的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

圖 1. AKTORmed-Soloassist II 圖3. Faulhaber-Endoscope holder圖 2. EndoControl-VIKY EP

主要適用於鼻內視鏡手術，此系統透過串連式

的弧形連桿設計來達到 RCM 功能，另外此系

統將機器手臂與推車結合進行一體化設計，提

高產品的移動性，也縮短設備架設的時間，並

透過慣性量測單元 (IMU)以腳踝的擺動來控制

內視鏡影像的移動。

綜觀以上系統，機器手臂於術中除了扮演

提供醫師一個穩定視野的角色外，如何兼具安

全與操控性也是發展的重點，因此 HIWIN 透

過「醫師為主，機器為輔」的概念，開發出首

部由台灣自行研發的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系統

MTG-H100，經由機器手臂扶持內視鏡來提供

主刀醫師穩定的手術影像，解決現今臨床上由

人工手持內視鏡所造成影像晃動的問題，並透

過獨特的安全設計與直觀的操作介面，讓醫師

可以更專注於手術的處理，該系統具有以下特色：

1.虛擬中心點運動 (Remote Center of Motion, 

RCM)：此功能提供機器手臂在調整內視鏡移

動的同時，透過獨特的弧形連桿設計確保在內

視鏡移動的過程中內視鏡皆會圍繞著微創切

口，可避免在調整移動內視鏡的過程中造成病

患傷口的擴大，進而提高手術的安全性。

2.直覺式控制踏板：主刀醫師透過踏板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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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UHK-Robotic Endoscope holder

圖 7. 直覺式控制踏板

圖 5. HIWIN MTG-H100 圖 6. 虛擬中心點運動

圖 8. 機動式架設

圖 10. 膽囊切除手術圖 9. 無菌保護套 圖 11. 胃袖狀切除手術

自操控機器手臂移動內視鏡，依據醫師不同的

需求視野進行內視鏡影像的上 /下 /左 /右 /放

大 /縮小 6個方位的全向控制。

3.機動式架設：設備具有推車與雙向式夾扣，

根據不同手術的需求可將機器手臂架設於手術

床或推車上進行手術，並透過雙向式夾扣，將

機器手臂鎖固於手術床的同時完成手臂與推車

的解鎖，不需透過人員進行負重的搬運，不但縮

短手臂架設的時間並降低手臂搬運產生的風險。

4.無菌保護套：透過無菌式專用保護套完整

包覆機器手臂，確保在手術過程中設備保持在

無菌的狀態，將造成病患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提供更佳的安全性與手術品質。

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臨床應用：

HIWIN MTG-H100 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於

2013 年開始進行臨床前動物實驗，至今累積

共 317例手術經驗，其參與單位包含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秀傳亞洲

遠距微創手術中心 (IRCAD Taiwan)、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 -實驗動物中心、奇美醫療財團法

人奇美醫院以及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院區，透

過下列各種手術應用證實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

適用於腹腔鏡微創手術，

● 胸腔：胸腺切除、肺葉切除。

● 上腹部：胃切除、胃底折疊術、袖狀胃切

除、胃繞道手術、裂孔疝氣修補術、肝臟切除、

膽囊切除、胰臟切除、脾臟切除、腎臟切除。

● 下腹部：子宮切除、疝氣修補、輸尿管切

除、膀胱切除、結腸切除及腸吻合。

此產品於 2017 年 6 月正式取得台灣 TFDA

醫材上市許可證，臨床上已在秀傳與中山醫等

醫院使用，在腹腔鏡微創手術中，進行多孔膽

囊切除術、單孔膽囊切除術、胃切除術、胰臟癌

切除術、減重手術、子宮肌瘤切除術、子宮切除

術、卵巢囊腫切除術、闌尾切除術等相關手術。

共同行銷方面，HIWIN與秀傳亞洲遠距微創

手術中心 (IRCAD Taiwan) 合作，於課程中架

設 6台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使所有參與課程

之各國專業醫師，能夠了解並使用內視鏡扶持

機器手臂進行微創手術，透過課程收集更多種

類型手術的應用並藉由課程導入將設備與技術

推廣予來自海內外更多醫師知悉，來發揚光大

嘉惠病患。

結論：

由傳統手術演進至微創手術，對病患而言不

論是傷口變小、復原時間縮短皆是相對於傳統

手術的一大進展，但對於醫師而言，因手術創

口的縮小，需仰賴更多新功能的器械與設備，

來改善現行臨床上的操作限制。隨著手術輔助

機器手臂的開發，越來越多的機器手臂運用於

臨床手術，以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系統而言，

具備穩定且精準的特性，提供穩定的手術視

野，讓醫師專注於病灶的處理，同時可運用於

現今需要高穩定性扶持的 3D 內視鏡影像與單

孔微創手術中，進而提升手術品質與效率。除

了滿足功能面的需求外，在臨床使用時確保病

患與臨床人員的安全性，以及創造更直覺與智

慧化的操作方式，是作為發展產品中不斷精進

與鑽研的一大準則。

圖 12. 一般外科課程 圖13. 肝膽胰外科課程 (3D內視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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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病房智慧化 虛擬醫護
貼身照顧病患 文∣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 MyAdvantech Magazine

微涼的冬日早晨，May 坐在病床邊陪著奶奶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話家常，打發生病住
院的無聊時光，正說到開心的時候，眼尖的May 忽然看到點滴瓶內的點滴已經快沒
了，她轉過身說：「奶奶，你先等一下，我請護士來換點滴，」奇怪的是，May 接
下來的動作不是拿起病床邊的電話，而是伸手拉下一個液晶螢幕，輕輕點了幾下，

不到5 分鐘，護士就拿著一個新的點滴瓶出現在病床邊。

May 奶奶住的並不是電視電影裡的虛構病

房，也不是要具備達官顯貴身份才能住的 VIP

病房，而是台中榮總於 2017年 10月正式啟用

的「高齡整合照護病房」，而 May伸手拉下的

液晶螢幕則是將傳統病房智慧化的關鍵角色—

床邊照護系統 (Patient Infotainment Terminal; 

PIT)。

高齡整合照護病房  打造病患為中心醫療
環境

台中榮總自從 2015 年成立急診整合照護病

房，讓急診病患 48 小時內未轉入病房的比例

降到 2%以下後，便一直思考如何繼續提升急

診醫療品質，之後發現急診入住病人中，超過

50% 為 65 歲以上長者，因此在爭取衛生福利

部同意後，決定再一次調整院內空間規劃，撥

出一整層樓的空間成立「高齡整合照護病房」、

設置共 35 張病床，希望讓高齡長者急診待床

的時間比 48小時還短。

【台中榮總案例】
協助台中榮總建置新病房的富益昌整合工

程總經理黃益傑指出，「高齡整合照護病房」

是站在以病人為中心的角度去規劃，包括根據

高齡長者需求所設計的無障礙環境動線、恢復

室、復健室、功能室、評估室等，以及一座身

心療癒花園，讓行動不便的高齡病患也能輕鬆舒

展筋骨，於住院過程中獲得最完整的身心照護。   

除了在空間規劃上滿足高齡長者的使用需

求，在病房內也結合研華 PIT床邊照護系統，

提供有別於傳統病房的智慧醫療照護服務。由

於高齡病患風險較高，需要醫護人員比較多的

關注，而智慧病房的設計，就好像在病房內安

排一位虛擬護士，24小時陪伴在病床邊，確保

高齡長者能獲得最即時的醫療照護。 

床邊資訊系統  化身醫病溝通平台

黃益傑表示，床邊照護系統具備訂餐、病情

解說、呼叫護理人員、醫院 360度實景導覽⋯

等功能，簡單來說，就是取代傳統的呼叫鈴或

電話，成為高齡病患與醫護人員間的溝通平台。

當病患需要呼叫護理人員時，只要按下螢幕

上的呼叫鈕，訊息就會傳到當班護理人員手機

或平板電腦中的護理通訊 App，無論護理人員

身在何處都能即時收到訊息前往協助。另外，

台中榮總考量到高齡長者跌倒風險高，在「高

齡整合照護病房」浴廁洗手槽的下方，設有紅

外線跌倒感測裝置，如果偵測到長輩在廁所跌

倒，系統會自動通知護理人員前來協助，降低

高齡長者因跌倒而受傷的風險。   

而若醫師需要向患者解說病情時，只要將醫

師卡靠近床邊資訊系統內建的讀卡機，螢幕上

就會顯示病患的相關資訊，如：病歷、生理訊

號、護理記錄、用藥記錄、檢查報告、X 光影

像⋯等，如此便能即時向病患解說病情與治療

方式，不像過往要去護理站調閱 X光片，或是

把病患移送到有電腦的地方，一來可以減少人

力和時間的支出，二來能讓病患感到較方便舒適。   

此外，有鑑於護理人員與病房間的往返次數

太過頻繁，間接影響護理作業的效率和品質，

台中榮總特別在病房 PIT系統中整合了護理工

作流程，將一些常見的護理工作內建在 PIT中

變成快速鍵，例如：更換點滴、換床單、打掃

浴廁、需要攙扶、訂餐⋯等，當病患有這些需

求時，只要按下觸控螢幕上的按鈕，系統就會

自動通知護理站，由相關人員協助處理，改變

過往護理人員收到病患的呼叫通知後，必須先到

病房確認需求，再回到護理站準備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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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為核心  持續改善工作流程

「床邊資訊系統不只是與醫護人員間的溝通

管道外，更是打發時間的娛樂平台。」黃益傑

強調。   

因此，除了上述提到的幾種應用模式外，台

中榮總「高齡整合照護病房」的 PIT系統內，

還增加許多傳統病房所沒有的服務，像是醫院

環境 360度環景介紹、瞭解住院期間的檢查行

程、取得與自身疾病相關的衛教資訊、娛樂（上

網、看電視或電影）等，讓病患能夠抱持愉快

放鬆的心情，在醫院專心養病。   

目前市場上與 PIT 相關的解決方案其實很

多，台中榮總之所以會選擇富益昌與研華合作

的解決方案，黃益傑認為關鍵在於經驗與產品

穩定度。 

黃益傑進一步解釋，研華智慧醫療團隊與富

益昌在全台灣共合作建置了近 1000 個智慧病

房，研華在 IPC技術上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

產品相對穩定有保障，非常符合醫療單位對硬

體設備的要求，而富益昌不只長期和醫療單位

互動，團隊內亦有來自醫療單位的人才，非常

瞭解病患和醫護使用者的需求，才能提供令醫

病雙方都滿意的服務。

舉例來說，此次台中榮總所導入的 PIT系統

是以高齡長者為主要使用對象，在操作介面的

字體大小與顏色上，都必須經過特殊設計，才

會讓高齡病患感到好用，再者，PIT 懸臂安裝

的高度，必須考量到兩種情況，第一是病患躺

在病床時能否使用，第二為醫護人員的使用慣

性，這當中需要反覆不斷地調整，才能找到最

理想的安裝位置。   

智慧化，是近年來許多醫院的發展目標，台

中榮總也不例外，導入 PIT病床照護系統打造

智慧病房，只是智慧醫院發展規劃下的一環，

未來台中榮總將以智慧化為核心持續改造各醫

療專科的工作流程，希望提升民眾就診效率，

讓更多病患都能享受高品質醫療服務。

原文連結：

ht tp : / /www.advantech . tw/hea l thcare /

newsblogdeta i l /DD06263A-B804-4E19-

8E95-A257259614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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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2015 年癌症導致全球 880 萬人死亡，其中肺癌就佔 
169 萬例，肺癌可說是死亡數量最高的癌症，吸菸和空污則是引起肺癌的重要因子。
肺癌早期發現不易，整體 5 年存活率僅約 12%。為提高疾病診斷與治癒率，Auris 
Health 低調地推出用於診斷和治療支氣管鏡手術的機器人系統，並在投資人的支持
下，悄悄完成 2.8 億美元融資。

Auris悄悄完成 2.8億元 D輪融資
神祕又低調的手術機器人公司

文∣ TrendForce 生技產業助理分析師

位於美國矽谷的醫材公司 Auris Health (過

去名為 Auris Surgical Robotics) 開發的遙控

型手術機器人，標榜外科醫生將能在無切口的

狀況下，輔助醫生採集肺癌病灶組織切片，

並以低侵入式手術進行治療。Auris Health 是

由開發達文西手術機器人而聞名的 Intuitive 

Surgical 公司創辦人 Frederic Moll 於 2007 

年創立，事實上這已是 Moll創辦的第 4家醫療

器械公司。

基於 Moll的成功經驗以及 Auris鎖定的利基

手術市場，Auris 吸引不少創投的青睞，2017

年 8 月，Auris 完成 2.8 億美元 D 輪融資，

此輪由美國對沖基金 Coatue Management

領 投，Highland Capital  Partners、Lux 

Capital、Mithril Capital Management 跟投，

使得 Auris 融資總額已達到 5.3億美元。

Auris 開發的醫療機器人內視鏡系統——

ARES（Auris Robotic Endoscopy System）

已先於 2016 年 5 月獲得美國 FDA 510(k) 批

准。Auris 專注腔內手術的開發，手術機器人

將通過人體管腔（特別是口腔），解決喉部、

肺部、消化系統的問題。

ARES 主要由 4 個系統組成：

Patient Side System（PSS）——病患旁

操作的互動式系統

PSS 系統包含機器人手臂推車、兩個機器人

手臂、內視鏡系統、電源控制系統、光源攝影

系統等。

Controller Cart ——控制台

控制台載有電源和操作機器人系統所需的電

子系統，由兩個較小的推車組成，分別控制系

統和機器手臂。

Surgeon Console ——外科手術台

Surgeon Console 是外科醫生驅動、操作 

ARES 的控制台。

Bronchoscope and Accessories ——支

氣管鏡及附件

每個靈活的機器手臂具有 6個自由度，並有具

4個驅動軸的儀器驅動裝置（Instrument Drive 

Mechanism，IDM）。支氣管鏡與機器手臂末端

的執行器連接，機器手臂可引導支氣管鏡。

Auris其實已於 2014年在哥斯大黎加開展一

項支氣管鏡手術的小型臨床試驗，該試驗主要

日期 金額 (美元 ) /募資輪 投資者數目

2017年 8月 2.8億 /D輪 4

2016年 8月 4,903萬 /C輪 未公開

2015年 9月 1.5億 /B輪 3

2014年 3月 3,438億 /A輪 4

2009年 1月 12.5萬 /債務融資 n/a

Auris Health 歷年融資狀況 Versius醫療手術機器人示意圖

（Source：Crunchbase、TrendForce整理，2017/08）

臨床終點是測試系統的安全性，包括併發症和

不良事件（例如氣胸和出血）的發生率。次要

終點是評估做為支氣管手術機器人是否可成功

在支氣管內採集病灶組織。15名參與試驗的患

者皆無不良反應，最終有 9名癌症確診病患，

機器人也採集到 8名病患的活體組織。

內視鏡就像醫生的雙眼，醫生必須透過它看

到病患體內的狀況，傳統內視鏡手術中，醫生

必須利用控制桿或轉盤操控內視鏡，有些特定

程序會限制醫生的操作位置，或需要透過外部

成像（如 CT掃描或 X光透視）輔助內視鏡操

作。而達文西手術機器人也需要內視鏡結合影

像技術的視覺輔助，使醫師看到的畫面更為真

實，並清楚目標病灶的位置和分布。

更高解析度胸腔內視鏡影像系統或手術機器

人視覺影像系統的改良，是目前手術輔助相關

系統或器械的研發重點領域，目前以術中結合

擴增實境（AR）技術、病患影像診斷結果所建

造出的 3D模擬影像投影應用最為熱門。

除了藉由人體管腔實施手術之外，ARES 機

器人朝向實現遠距操控的方向持續開發，外科

醫生可先透過 2D的 CT掃描形成 3D圖像，通

過電磁感測器、加速器、自動影像追蹤器等，

對設備進行定位，增加手術的精確程度，且不

需借助外部成像來引導內視鏡，手術人員也能

避免曝露在有害的 X光輻射下。

2016年 4月，Auris以 8,000萬美元現金收購

由 Moll創立的另一家手術機器人公司 Hansen 

Medical，Hansen 擁有一大批基於導管的血

管腔內手術和機器人系統的專利，這將成為

Auris進軍手術機器人市場的一大助力。

根據集邦科技的調查，遙控型手術器人全

球市場有 70~80% 都被 Intuitive surgical 所

囊括，預估 2021 年搖控型手術機器人可成長

至 92.9億美元。追蹤 Auris過去融資和收購的

軌跡，加上 Auris持續更新 ARES機器人的專

利申請，包含透過演算法改良手術導航的精確

度、驅動器感測系統、有滾動功能的內視鏡工

具、微創手術器械的改良等，可以察覺 Auris

產品開發的脈絡，Auris 以管腔做為手術器械

進入或實施的部位切入市場，鎖定達文西機器

人無法適用的手術，做出市場區隔。

不讓達文西專美於前，Auris新推出的Monarch

內視鏡機器人，已於 2018年 3月 23日獲得美

國 FDA 許可 ，Auris產品上市後的市場效應，

令人期待。

圖片來源：Cambridge Medical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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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機器人
導入製鞋業的提案

文∣丁純乾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邱顯俊 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副教授

許秉澄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黃成凱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陳祉翔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陳俊皓 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中心 智慧機械技術組

關鍵詞：工業機器人、鞋業機械“
摘要

國內製鞋設備業者大多以單機方式銷售，而

製鞋業者如要自動化會先以國外品牌機械手臂

進行，因國產機械手臂在製鞋製程上精度與穩

定性不足。本文提出國產機器人與鞋業機械建

立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示範場域，可為國產機

器人系統整合的能力提供最佳的驗證及展示管

道，突破國產製鞋設備業者依賴低附加價值的

單機出口模式限制，同時提高智慧製造系統供

應鏈的附加價值。

建議執行分為三個分項：第一分項為場域建置

與維運，建構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軟硬體整合平

台，目的在於提供製鞋業者有參訪學習的地方，

透過實體場域建置，能讓參訪者有更深的體驗。

第二分項為機械手臂應用與鑑別技術整合，目的

在於導引機器手臂依循正確軌跡與加工參數進行

噴膠與打磨製程，將導入電腦輔助整合製造技術

與應用，結合 CAD/CAM 與多體動力學軟體，開

發多 ( 柔 ) 剛體與伺服動態調變控制技術、結合

人工智慧之 3D 視覺路徑生成技術來達成。第三

分項為基地鏈結與培育，量身打造製鞋機械自動

化課程，分初階、進階與實作三階段，並透過軟

硬體設備舉辦研習會，吸引更多開發人員投入製

鞋機械自動化開發。

前言

「工業 4.0」浪潮席捲全球，帶動智慧機

器人需求，2017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量超越

以往，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估算約為 34.6 

萬台，其中亞洲銷量約占全球銷量的 2/3，全

球各國競相投入智慧型機器人研發，台灣也打

造屬於自己的機器人產業，台達電、上銀、達

明、勤堃、和椿、進泰、穎漢等整機廠，整合

國產控制器、減速機、馬達 / 驅動器等相關元

件，製作出國產機器人 [1]。台灣有高水準硬體

開發能量，加上完整資通訊產業鏈、精密機械

製造能力強、成本控制及商品化能力佳，具有

高精度、高價值機器人應用的良好發展條件。

但是近年來國內人才斷層問題日益嚴重，新世

代作業模式仍未培育，勞動短缺、工資上漲，

產業缺乏新的製造技術及機會，機器人的人才

養成不易，需要跨領域整合，如能結合產學研

的輔導能量，投入資源於人才培育及基礎研發

環境建構，提供良好的示範場域配合，定可擴

大機器人產業應用範圍。

國內外產業現況、發展趨勢及競爭力分析

以鞋業產業為例，2015 年前全球前十大製

鞋廠：寶成、豐泰、清祿、隆典、九興、通佳

等品牌，台商就占了全球外銷量的 70%，帶動

臺灣生產鞋機廠商超過 100 家，目前世界鞋機

供應國分兩類；(1) 皮鞋設備 - 義大利為主。

(2) 運動鞋、PVC、PU 女鞋設備 - 中華民國為

主 [2]。2015 年國際領導品牌 Nike 與 Adidas

提出擴大投資自動化製鞋，以完整的設備、系

統等供應鏈資源，Nike 宣佈與電子代工廠偉

創力 (Flex) 合作，以創新自動化生產線解決勞

力與成本問題，2016 年 Nike 下在墨西哥的訂

單，撼動運動鞋供應鏈，臺灣中部不少鞋代工

廠與鞋材廠接到 Nike 的通知，要把機台與原

料送進墨西哥，一群群台灣代工廠奉命到墨西

哥，把經驗傳承給偉創力，教他們如何用機器

人生產出運動鞋。同年 Adidas 也宣佈在德國

蓋新工廠 Speedfactory，透過機器人、3D 列

印、全自動化生產球鞋，這些國際品牌對傳統

製鞋技術的革命宣言，正式引爆台灣鞋業對製

鞋自動化與創新製程的風暴。臺灣應考慮技術

升級，不但生產中，下級鞋機設備，也應開發

高級鞋設備與智能化機械生產，因應製鞋產線

自動化，智慧化及工業 4.0 趨勢，期望結合國

產機器人與國產製鞋機械雙方優勢，提供更好

的製鞋業自動化生產解決方案。使鞋機工業由

過去附屬於製鞋工業，轉而帶動國內製鞋工業

升級 [3]。

因應國內製造業高值化之議題，鞋業產業

屬 於 勞 力 密 集 產 業， 根 據 World Footwear 

Yearbook 資料統計，全球鞋類 105 年度總產

量達 230 億雙，87% 集中於亞洲製造，中國

製造 57.4% 的比例位居全球鞋類生產國家之首

[4]，為因應這個龐大的需求量，製鞋業對人需

求是相當龐大，在製鞋業的流程中，以 [ 鞋面

部 ] 及 [ 鞋底部 ] 打磨與上膠的貼合過程來進行

機械手臂自動化的規劃 [5]。鑑於國產機器人實

際的應用在製鞋機械自動化尚有許多需要突破

與整合的技術，尤其面對需要實際空間定位精

度性能的應用 ( 如：打磨、塗膠 ) 時常遭遇困難；

產業目前應用機械手臂建構實際的應用系統所

遭遇的困難：

2.1鞋子位置不易精準固定：

機械手臂進行各種應用時，最大的困難就是

工件的對準；機械手臂以工作程式執行工作，

當工件放置的位置與機械手臂工作程式所設定

位置不同時，機械手臂的動作位置或路徑就無

法正確工作，而工件放入工作站前大多為胚

料，外型尺寸不一定會準確，且可能每一件都

不相同，將每一個工件安置於工作站的位置都

要相同是十分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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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BB IRB1600 Robot Payload 1.85kg 時，第二軸角
度誤差

圖 3.1、製鞋機械自動化聯盟示意圖

2.2機械手臂的工作位置與動作路徑教導不易：[6]

普遍以手動教導機械手臂的動作位置或路

徑，當要教導的工作位置眾多時，不僅需要

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而且以此操作方式進行

精 細 路 徑 的 教 導 相 當 不 容 易， 再 加 上 奇 異

點、關節限制等問題，導致手動教導非常困

難。

製鞋業示範基地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台灣製鞋業中衛體系完整，業者兼具成本優勢與小量

多樣生產模式，具備快速、彈性而有效率的供應網

路，近年均以外銷為發展重點，品質已達國際水準。

2. 國內投入工業服務技術研發及整廠自動化規劃的廠商

能力已達相當水準，台灣設備廠向來對客戶的要求

都能快速反應、靈活對應，適合發展高度客製化的

智慧機械設備。

1. 國內人才斷層問題日益嚴重，新世代作業模式仍未培

育，勞動短缺、工資上漲，產業缺乏新的製造技術及

機會。

2. 國內年青人對現場技術性工作排斥，現有技術精湛的

師傅年齡已達屆齡，後繼無人，成為發展鞋業產業的

隱憂。

3. 台灣製鞋機械規模都不大，整合能力有限，難以支應

高價複雜的產線開發，對於不熟悉之智慧化生產模式

的台灣製鞋機械業者多為保守心態，沒有創新的概念

及持續經營的意願。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個人化、客製化及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和良率控制，

「製造智慧化」的製造模式已成為全球發展趨勢。

2. 智慧自動化產線初期所需投入建置成本較高，不熟

悉之智慧化生產模式的台灣製鞋業者心態多為保守，

故目前國內尚無智慧化製程產線之建立。

3. 採用國產設備建立之示範產線，可為國產機器人系統

整合的能力提供最佳的驗證及展示管道，突破國產

設備僅依賴低附加價值的單機出口模式限制，同時

提高智慧製造系統供應鏈的附加價值。

1. 歐美日國外廠商非常重視爭取國際 Turnkey 整廠整線

訂單機會，因此精銳技術與人才高度密集；大陸也積

極進入爭取，對我國未來造成壓力。

2. 全球製造業服務化的趨勢，市場需求從產品導向轉為

整合性解決方案導向，價值從製造環節轉為服務環

節，同時面對消費市場多樣性需求，必須提供數位製

造、彈性化生產、遠端服務等差異化策略，才能掌握

未來競爭優勢。

3. 產業用機器人在技術和關鍵零組件生產上，部分需仰

賴國外廠商供應。

4. 產業發展恐受制於國外供應商，進而壓低產業利潤及

影響廠商投入意願。

2.3機械手臂的空間定位精度與動作軌跡精度不

足：[7][8]

在機械手臂進行工作時，不同姿態時，手

臂各關節受到的力量狀態及變形量也不同，以

ABB IRB1600 Robot 的研究報告指出 ( 如下圖

所示 )[9]：荷重 1.85kg 時，不同姿勢的第二軸

角度誤差最大達 0.1 度，產生了 2.2mm 的位

置誤差，所以一般的機械手臂於空間定位準確

度並不高，而以機械手臂進行需要較高空間定

位精度的工作時，就會產生困難，尤其是精細

的動作路徑，如果要利用 CAD model 幾何資

訊來進行機械手臂 off-line programing 時，更

是需要機械手臂的位置與動作路徑的準確度來

支持。

2.4製鞋業對國產機械手臂應用經驗與專業人才不

足：

國內製鞋業當前技術領先國際，但產線設

備與生產流程仍執著於單機單線與人工作業為

主，不熟悉智慧化生產模式的製鞋業者，大多

採用國外機械手臂系統，因國產機械手臂應用

經驗與專業人才不足，導入心態多為保守。

實施方法

3.1建置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示範場域    

本文的技術重點在於改善國產機械手臂於製

鞋製程之穩定性與精確度，但為能使參訪者瞭

解整線自動化之效果，並考量未來可以用整線

輸出方式來經營，建議擬籌組製鞋機械自動化

聯盟，以國產製鞋廠、製鞋機械、夾治具設計、

國產機器人、CAD/CAM 離線編程軟體等廠商

參與聯盟活動（圖 3.1）。

鞋 業 製 造 智 慧 自 動 化 生 產 線 ( 圖 3.2、 圖

3.3)，主要將使用國產設備，經由整合製鞋機

械、視覺感測、機器人、無人搬運車、製程應

用與治具設計等，共分為 3 條生產線，第 1 條

生產線由 AGV 無人車搬運鞋面部至 1 號站，

通知 1 號 12A06 機器人搬運 AGV 上的鞋面

部至 1 號輸送帶上，經 1 號輸送帶移動至 1

號 3D_VISION，由 3D 相機辨視出鞋面部的

鞋號與打磨特徵曲線，輸送至鞋面部打磨站

時，2 號 12A06 機器人持打磨工具進行打磨，

輸送至鞋面部噴膠站時，3 號 12A06 機器人

持噴槍噴膠，該打磨與噴膠工作程式預先由

CAD/CAM 離線編程，再加上 3D 相機辨視結

合人工智慧演算法找出鞋面部打磨特徵曲線，

進行點位線上補償，以獲得最佳路徑，最後到

1 號中繼站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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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生產線由 AGV 無人車搬運鞋底部至

3 號 站， 通 知 6 號 12A06 機 器 人 搬 運 AGV

上的鞋底部至 2 號輸送帶上，經 2 號輸送帶

移 動 至 2 號 3D_VISION， 由 3D 相 機 辨 視

結合人工智慧演算法找出鞋底部的鞋號與噴

膠特徵曲線，輸送至鞋底部噴膠站時，5 號

12A06 機器人持噴槍噴膠，該噴膠工作程式

圖 3.2、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生產線 _ 設備 2D 配置示意圖

圖 3.4、 CAD/CAM 離線編程工件路徑

圖 3.3、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生產線 _ 設備 3D 配置示意圖 圖 3.5、工件路徑優化

圖 3.6、軌跡轉角角度誤差

圖 3.7、軌跡精度與重覆定位精度圖

圖 3.8、CAE 有限元素軟體進行機械手臂靜態分析

圖 3.9、整合伺服驅動器與系統模型之伺服機電整合模擬

預先由 CAD/CAM 離線編程，再加上 3D 相

機辨視出鞋底部噴膠特徵曲線，進行點位線

上補償，以獲得最佳路徑，最後到 2 號中繼

站排列。

第 3 條生產線由 4 號 12A06 機器人拿取 1

號中繼站鞋面部與 2 號中繼站鞋底部移動至對

位加壓機 1 號，進行 2D_VISION 對位並加壓

完成貼合工件，同時間 4 號 12A06 機器人拿取

1 號中繼站鞋面部與 2 號中繼站鞋底部移動至

對位加壓機 2 號，進行 2D_VISION 對位並加

壓完成貼合工件，最後將貼合後的鞋子搬運第

3 條輸送帶傳送至 3 號中繼站，通知 AGV 無

人車至 2 號站等候，以 7 號 12A06 機器人將 3

號中繼站上的鞋子搬運至 AGV 無人車上。

3.2機械手臂應用與鑑別技術整合

3.2.1導入電腦輔助整合製造技術及應用

　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生產線規劃以機械手

臂取代人工打磨鞋面部中底與鞋底部噴膠，目

前台灣機械手臂工件路徑都以手動教點，不但

費時且教導點位少，使路徑平滑度不佳，為了

降低編程的時間與輕鬆的更新及修改，將藉由

CAD/CAM 軟體，導引機械手臂依循正確軌跡

與加工參數進行噴膠與打磨製程，藉由離線編

程工件路徑 ( 圖 3.4)[10]，可以節省手動教導

機器人點位所需大量的時間，使用者可任意針

對工件路徑中的奇異點、關節限制、手腕翻轉

與碰撞問題領域，進行顯示和動態拖拉軌跡，

獲得工件路徑優化，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 圖 3.5) 

[11]。

3.2.2導入多體動學模擬分析技術

在產業自動化中，機器手臂並非只能進行

上、下料之應用；對於鞋業的鞋面部及鞋底部

自動化打磨與上膠應用，在打磨或上膠時也需

考慮磨輪或是噴膠嘴方位與距離，機械手臂

路徑難以透過教導方式產生，因此透過 CAD/

CAM 模擬來產生運動命令並分析其行為；但

CAD/CAM 軟體是以理想的刀具軌跡產生機器

人運動路徑；受到機械手臂組裝誤差、傳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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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與連桿和關節的柔性等，造成手臂距離準確

度 2-3mm 的誤差 ( 圖 3.6)，導致使用者需手

動進行路徑修正，且手臂在某移動速度下會顫

振，同時也需要因為不同負載與姿勢進行調機

( 圖 3.7)，故約 3-4 人並耗費 8-12 小時才能完

成設置。

機械手臂的動態負載如各關節作用力、慣性

圖 3.10、機器人線上編程與離線編程

圖 3.11、3D 感測器與路徑生成技術

效應、減速機與手臂的結構變形，受控體的數

學模式非線性且複雜，難以精確地用數學式表

達其系統動態方程式。如何精確地用數學式表

達其系統動態方程式 ? 國產機械手臂的業者僅

用 CAE 有限元素軟體進行機械手臂靜態分析

( 圖 3.8) [12]，沒有進行機構運動時之動態結

構分析。

本計畫將利用國產控制器與伺服驅動器的

手臂來建構機電整合模型，建立虛擬控制器分

析環境，整合結構與電機系統分析技術，完成

整合伺服驅動器與系統模型之伺服機電整合模

擬，可依據手臂系統動態特性來決定伺服控制

參數之調整 ( 圖 3.9)[13]。

藉由虛實整合建構國產機械手臂於分析軟體

平台，分析 CAD/CAM 軟體產生的工件路徑，

模擬機械手臂與工具的整體變形量與系統模

態，獲得機械手臂負載後 TCP 實際路徑與六

軸伺服馬達最佳驅動器參數，提升距離準確度

為 0.8-1mm 的誤差，降低調機時間並減少震

動，獲得該工件路徑最佳驗動器參數方法 ( 圖

3.10)。

3.2.3導入 3D感測器與路徑生成技術

由於鞋面部與鞋底部的尺寸與幾何誤差為該

體積的 5-8%，又加上治具與機器人 TCP 的距

離準確度的誤差，CAD/CAM 離線編程產出的

理論軌跡路徑與實際物件會有落差，利用 3D

感測器判定鞋面位於工作空間中位置並擷取點

雲資料，由影像前處理 ( 包含灰階、二值化、

邊緣檢測 ) 對該點雲資料進行特徵辨識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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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輪廓 ( 圖 3.11)，並利用曲線擬和取得該輪廓

的曲線方程式，獲得路徑規劃的 X,Y,Z 路徑點

位，搭配 CAD/CAM 對工件路徑中的奇異點、

關節限制、手腕翻轉與碰撞問題領域，獲得路

徑 Rx,Rx,Rz,P 的優化，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完成手臂之路徑規劃並進行鞋面噴塗。

結語

台灣製鞋機械業規模都不大，整合能力有

限，難以支應高價複雜的產線開發，對於不

熟悉之智慧化生產模式的台灣製鞋機械業者

多為保守心態，沒有創新的概念及持續經營

的意願。本文提出國產機器人與鞋業機械建

立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示範場域，對產業發

展之貢獻：首創 100% 國產設備建立鞋業製

造智慧自動化示範場域，可為國產機器人系

統整合的能力提供最佳的驗證及展示管道，

突破國產製鞋設備僅依賴低附加價值的單機

出口模式限制，同時提高智慧製造系統供應

鏈的附加價值。建立鞋業製造智慧自動化示

範場域社群論壇，提供計畫團隊分享開發經

驗或產業需求回饋機制，定期開辦教育訓練

課程或企業客製化工作坊，協助更多開發人

員投入製鞋機械自動化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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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機器手臂
之網路監控系統的研製

文∣邱銘杰 中州科技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 教授

關鍵詞：氣壓手臂、網路遠端監控“

前言

追求自動化以節省人力，並能更準確、更迅

速地控制生產流程，一直為工業界長久以來的

努力目標，而監視控制系統，是自動化領域中

最重要的一項應用技術之一。所以開發氣壓機

器手臂之網路監控系統工作便成為一個有趣且

有用的研究專題。

本計畫擬藉由遠端資料擷取與控制技術，

以分散式模組取代傳統之可程式控制器及電腦

軟體的功能，可有效解決生產監控對廠房空間

限制之問題；利用分散式系統，由一部主電

腦 (host computer) 整合各單元之間的協調，

追求自動化以節省人力，並能更準確、更迅速

地控制生產流程；配合 RS-232 傳達至個人電

腦中，當個人電腦接收到感測器信號並經過判

讀後，再以 Visual Basic 程式生動活潑的圖形

展現在螢幕上，使用者亦可以在電腦畫面上直

接以滑鼠或鍵盤來改變現場的開關狀態或多數

設定。進一步整合運用分散式模組及網路通訊

TCP/IP 功能，達成由單一電腦遠端整廠之網

路監控系統，藉以簡省傳統之監控人力需求，

並解決整廠監控之時空限制；利用電腦或其它

設備，透過 RS-232/RS-485 等通訊埠，經過

SST-288M 的中央處理機，對這些資料、數據

進行處理，以 SST 展頻技術，將資料以無線通

訊方式，傳送至另一台 SST-288M 數據機。期

能大幅有效地降低整廠生產監控成本。

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透過 Visual Basic 程

式生動活潑的人機圖形界面，無線網控，監視

並控制遠端的二自由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

臂之作動。

文獻探討

分散式監控系統的演進過程，大略可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代，配電盤監控方式：監視和控

制皆採行個別的指示器及控制器，號線傳送採

用一對一控制線傳送，控制機能簡單，遇較大

系統時，盤面及配線工程過於複雜。第二代，

繼電器監控方式：監視和控制採用共同示器及

控制器，信號傳輸採共用控制線傳送，因其傳

送信號是採用類比信號，傳送速度慢，距離短，

且無法採用軟體規劃監視點的方式，監視點功

能變更或增設時，施工較困難，因控制機能不

足，目前已甚少使用。第三代，電腦控制之監

控方式：監視與控制皆以電腦及周邊設備組成，

佔用面積小，監控機能齊全，目前皆採用此種

方式。依電腦機能的發展時期不同，此階段又

可區分為二種方式：(a) 電腦發展初期的集中

監視控制系統，(b) 現階段的分散式監控系統。

[1]

廣 義 的 人 機 界 面 應 該 泛 指 人 與 機 器 之 間

的界面關係和溝通管道，亦即以手把操作機

器，由面板操作機器皆應屬之。現今的自動

化生產系統，若以架構來分類，一般有集中

式 系 統 (centralized system) 和 分 散 式 系 統

(decentralized system) 兩類。集中式是整個

系統完全由一部中史電腦集權控制，CPU 對處

理各個單元事件可能採用分時 (time sharing)

或 中 斷 策 略。 相 對 的， 分 散 式 方 式 [2] 是 指

系統由多個單元組成，各單元皆有控制器自

行處理單元內的事件，再由一部主電腦 (host 

computer) 整合各單元之間的協調。追求自動

化以節省人力，並能更準確、更迅速地控制生

產流程，一直為工業界長久以來的努力目標，

而監視暨控制系統，則是自動化領域中最重要

的一項應用技術之一。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是透過 Visual Basic 程式

生動活潑的人機圖形界面，無線網控，監視並

控制遠端的二自由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臂

之作動。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擬採用的執行方法如下 :

1. 研擬並規劃二自由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

臂的大小及負荷能力。

2. 規劃簡易氣壓源。

3. 研擬並規劃網控模組。  

4. 主控電腦之網控功能規劃撰寫。

5. 內建 Visual Basic 網控程式碼並除錯。 

6. 氣動機器手臂硬體實作。

7. 軟硬體整合。

8. 測試。

二自由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臂如圖 1

與 2，兩軸式氣壓手臂所使用的元件如表一，

透過電腦端 RS-232 通訊埠的連線，將訊號傳

送至模組，並轉換成 RS-485 的模組通訊訊號，

使用 VB 控制模組之動作，借以驅動氣壓手臂。

而這邊使用的電壓均為 DC24V，所以沒有電

壓轉換的問題，可直接由模組輸出電壓至電磁

閥，將輸入跟輸出訊號直接連至模組使用。  

圖 1、 二 自 由 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臂立
面圖示

圖 2、 二 自 由 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臂俯
視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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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壓 手 臂 所 使 用 的 整 體 模 組 有 7520A、

7060D 如圖 3 所示，相關 7520A 的細部說明

如表 2。

此 7520 模 組 為 提 供 RS-422/RS-485 轉 換

模組，電腦本身串列通訊為 RS-232，必須使

用 7520 轉 換 模 組 來 成 為 RS-485 協 定 或 者

RS-422 協定，才能與 I-7000 系列模組進行溝

通。 通訊之 Baudrate 可由 7520 模組自行調

整 轉 換 300~115200bps， 使 用 RS-485 通 訊

連結模組可達 256 組模組 ，加裝重置器之後更

可達 2048 組模組，可成為工業界可靠的傳輸

訊號設備。

相關 7060D 的細部說明如表 3。

7060 模組為一繼電器輸出、數位輸入功能

模組，其繼電器具有一常開及一常閉之接腳

(1a1b)，共有四組繼電器，其共點 (COM) 分離，

圖 3、整體模組圖

表 1、兩軸式氣壓手臂原件 表 2、7520A 細部說明 表 3、7060D 細部說明

名稱 數量

五口二位雙頭電磁閥 2

空壓機 1

7520A 1

7060D 1

極限開關 4
Input : RS-232 protocol 
Output : RS-485/RS-422 protocol 
Speed : auto switching baud rate, 300~115200 BPS 
"Self Tuner" inside 
256 modules max. in one RS-485 network without 
repeater 
2048 modules max. in one RS-485 network with 
repeater 
Isolation voltage: 3000VDC at RS-232 side 
Repeater request: 4,000 feet or over 256 modules 
Input power : 12VDC ~ 24VDC

Digital Input
Channels: 4  
Four isolated channels with common power  
Digital input:  
Logic level 0: +1V max.  
Logic level 1: +3.5 to 30V  
Isolation voltage: 3750Vrms  
Input impedance: 3KO , 0.5W  
D/I can be used at counter Channel: 4 
Input Frequency : 100Hz 
16-bit : 0~6,5535 
Relay output 
Channels: 4 
Two form “A＂ relay  
               SPST (N.O.) 
Two form “C＂ relay  
               SPDT 
Dry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Contact rating: 
AC: 125V @0.6A; 250V @0.3A 
DC: 30V @2A; 110V @0.6A 

Breakdown voltage: 500VAC (50/60Hz) 
Relay on time(typical): 3ms 
Relay off time(typical): 1ms 
Total switching time: 10ms 
Insulation resistance: 1000MW min. at 500Vdc  
LED indicated  
Digital I/O status 
Power 
Power consumption: 1.1W

可控制電源與其他輸出之繼電器電源隔開使用，

數位輸入部分共有四個輸入通道並且提供波道

隔離的設計，並具有電源輸入共端的特性。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已成功開發一套氣壓機器手臂之網路

監控系統，透過 Visual Basic 程式生動活潑的

人機圖形界面，無線網控，監視並控制遠端的

二自由度 (X-Y 向 ) 之氣動機器手臂之作動。

相關系統之橫軸氣壓缸設計，如圖 4 所示，

主要是讓整體氣壓手臂做往前推及縮回的動

作，利用 7060D 的輸出來控制氣壓缸作動，碰

觸到極限開關以取得前後極限之訊號，將碰觸

訊號傳回 7060D 數位輸入端，以擷取訊號，並

判斷狀態位置。

相關系統之立軸氣壓缸設計，如圖 5 所示，

主要是讓整體氣壓手臂做上下的動作，同樣

地，利用 7060D 的輸出來控制氣壓缸作動，碰

觸到極限開關以取得前後極限之訊號，將碰觸

訊號傳回 7060D 數位輸入端，以擷取訊號，並

判斷狀態位置。

相關系統之人機界面部分，可分為伺服端與

客戶端二部分，圖 6 為伺服端的控制介面，圖

7 為客戶端控制介面。在伺服端啟動後，開啟與

模組的連線，並需要聆聽連線，以接收客戶端

的連線，而客戶端需有伺服端的 IP 位址，在伺

服端聆聽後即可連線，客戶端可以接收由伺服

端傳來的氣壓缸狀態位置訊號，並可以控制氣

壓缸的動作。

另外，此系統之VB程式的節錄摘要，則如圖8。

圖 4、橫軸氣壓缸

圖 5、立軸氣壓缸

模組外觀 模組外觀

圖 6、伺服端控
制介面

圖 7、客戶端控制介面 圖 8、VB 程式的節錄摘要

許桂樹，范逸之，Visual Basic 網路監控實務，新文京，中華

民國九十三年九月

藍天雄，許桂樹，邱銘杰，藍毓華，分散式模組應用於自動化

生產之網路監控系統研製，94 年國科會研究計劃報告 : NSC 
94-2622-E-237-003-CC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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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3D 列印技術與快速模具技術於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研製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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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秒必爭的時代，提升生產效率已經成為

業界最重視的目標之一。由於隨形冷卻水路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可 以 完 全 浮 貼

產品幾何外型形分佈，均勻且有效率的將模具

熱量帶走，因此可以提升生產效率。本研究整

合 3D 列印技術與利用快速模具 (rapid tooling, 

RT) 經常使用之矽膠 (silicone rubber) 與金屬

樹 脂 (aluminum-filled epoxy resins) 兩 種 材

料，研製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並實際

運用於熱壓印 (hot embossing) 與低壓射蠟成

型 (low-pressure wax injection molding)，並

針對產品之冷卻效益進行研究與分析。此外，

本研究亦針對運用快速模具技術所研製具隨形

冷卻水路模具之特色與工業界或研發單位所使

用之選擇性雷射燒結技術、選擇性雷射熔技術

以及擴散焊接技術進行比較與分析。

前言

於 射 出 成 型 (injection molding, IM) 實 務

上，成型週期以冷卻階段所花費的時間最冗

長，此一現象在較大的射出成型件更加顯著，

因此於講求高產能之射出成型模具，更需要有

別於傳統射出成型模具之直進直出冷卻水路。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 (productivity)，射出成型

之冷卻時間必須減少，傳統水路減少射出成型

之冷卻時間有限，因此，發展出隨形冷卻水路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1-5]， 此 種 水

路可以完全浮貼產品幾何外型分佈，所以可以

均勻且有效率的將模具熱量帶走，因此隨形冷

卻水路不但可以提高射出成型件之生產效率，

而且又有助於改善產品之品質。

於目前工業界，均使用直進直出 (straight-

line) 之冷卻水路，但是此種冷卻水路之冷卻效

率不佳。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因此，發展出隨

形冷卻水路，圖 1 為傳統冷卻水路與隨形冷卻

水路之示意圖。研發單位使用選擇性雷射燒結

方式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選擇性雷射

劉學哲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廖奕麟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張嘉維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蔡棟安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曹宇良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黃柏諭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專題生

關鍵詞：合3D 列印技術、快速模具技
術、隨形冷卻水路、模具、冷卻效益“

熔 融 方 式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6-11] 以

及 擴 散 焊 接 (diffusion bonding technology) 

[12]，突破傳統加工方式的瓶頸，製作內部具

有幾何形狀複雜度很高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

但是這一些機台之售價均非常昂貴。於快速模

具業界，是採用銅管來當成隨形冷卻水路，但

是此方法對於幾何形狀複雜之隨形冷卻水路是

無法勝任，主要的原因為幾何形狀複雜之銅管

彎管作業，容易造成彎曲處外緣產生裂縫，加

上幾何形狀複雜銅管之彎管作業，製作時間冗

長而且費用相當昂貴。因此，如何提出一種可

以低製造成本與快速方式來製作具隨形冷卻水

路模具，即便成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於 快 速 模 具 技 術 中， 矽 膠 模 具 (silicone 

rubber mold) 已經廣泛的被應用於新產品之

研發 [13-35]，主要的原因為矽膠具備良好的

柔性與彈性，因此能夠製作結構複雜、花紋精

細、無拔模斜度甚至具有倒拔模斜度以及具有

深凹槽類的零件。此外，金屬樹脂 (aluminum 

-filled epoxy resins) 也經常被運用來製作快速

圖 1、冷卻水路示意圖 (a) 傳統冷卻水路與 (b) 隨形冷卻水路

模具 [36-40]，主要的原因為運用金屬樹脂所

製作之快速模具可以獲得次微米等級之表面精

度、耐熱溫度可高達 250 ℃以及具備優良機械

性質，因此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可以運用於塑膠

射出成型、熱壓印成型與低壓射蠟成型，進行

批量試產。因此，本研究利用這兩種材料研製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並針對產品具隨

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冷卻效益進行研究與分

析。隨形冷卻水路設計原則為保持水路的橫截

面積不變，以確保固定體積的冷卻液體在隨形

冷卻水路中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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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屬 樹 脂 (TE-

375A, Jasdi)、 蠟 (K512, Kato)、 壓 克 力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 薄板 (MH, 

Meihan Shinku Kogyo)、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

乙烯共聚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丙酮熔液 (acetone solution)。本研究

所使用設備包括 uPrint 快速原型系統、金相顯

微鏡 (M835, Microtech)、真空注型機 (F-600, 

Feiling)、精密電子秤 (AWH3, Excell) 以及數

位多段式真空注蠟機 (0660,W&W)。

為了研究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冷卻

效益，本研究建構一套冷卻系統，示意圖如

圖 2 所 示， 此 系 統 之 係 由 電 源 供 應 器 (RS-

75-12, 明緯 )、溫度感測棒 (PT-100, 泰菱電

子 )、 熱 電 致 冷 晶 片 (thermoelectric cooler 

(TEC12706AJ, Caijia) 以及溫度控制器 (JCM-

33A,Shinko) 所組成，本研究選用水為冷卻介

質，主要的原因為：(a) 水的黏度比油低，黏

度越低，熱傳率越佳；(b) 水的比熱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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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比油大，因此溫度變化較小。本研究將

使用流量計量測冷卻液之雷諾數 (Reynolds 

number)，使冷卻液之流動成為紊流 (turbulent 

flow)，以提升冷卻效率。為了研究低壓射蠟

矽膠快速模具具有隨形冷卻水路與不有具隨形

冷卻水路在冷卻時間之差異性，本研究於溫度

資料收集器安裝 5 條熱電偶，通道 (channel)1

紀錄不具有隨形冷卻水路內部蠟型之溫度與時

間關係、通道 2 紀錄具有隨形冷卻水快速模具

之入水口溫度與時間關係、通道 3 紀錄具有隨

形冷卻水快速模具之出水口溫度與時間關係、

通道 4 紀錄具有隨形冷卻水路內部蠟型之溫度

與時間關係以及環境溫度與時間關係。當兩組

模具同時進行低壓射蠟後，即進行溫度資料收

集，資料收集器每 1 秒鐘紀錄一筆資料。此外，

為了研究具有隨形冷卻水路與不有具隨形冷卻

水路在冷卻效率之差異性，本研究設定蠟型脫

模 溫 度 (demolding temperature) 為 30 ℃，

主要的原因為當矽膠模具內部之蠟液冷卻至 30 

℃時，蠟型已經完全冷卻。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 SolidWorks 電腦輔助繪圖軟體

來設計研究載具與隨形冷卻水路，研究載具為

喝水杯，喝水杯之高度、頂部外徑、底部外徑

圖 2、研究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冷卻效益之系統實體圖

圖 3、去除內部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圖 圖 5、內部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完成水路接頭實體圖

圖 7、運用 (a)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與 (b) 不具卻水路
之快速模具所製作之低壓射蠟成品實體圖

圖 6、產品溫度與冷卻時間關係圖
圖 4、隨形冷卻水路去除方式示意圖 (a) 實心隨形冷卻水路與
(b) 空心隨形冷卻水路

與壁厚分為 98 mm、90 mm、58 mm 以及 3 

mm，公模仁隨形冷卻之斷面為空心半圓形，

管徑 10 mm、壁厚 1mm；母模仁隨形冷卻之

斷面為空心長方形，長度 8 mm、寬度 6mm、

壁厚 1mm。製作研究載具與隨形冷卻水路之

材料為丙烯腈 - 苯乙烯 - 丁二烯共聚物塑膠，

研究載具之建構材料體積與支撐材料體積分別

為 80.68 cm3 與 3.2 cm3、母模仁內隨形水路

之建構材料體積與支撐材料體積分別為 40.72 

cm3 與 62.43 cm3、公模仁內隨形水路之建構

材料體積與支撐材料體積分別為 32.79 cm3 與

77.10cm3。為了評估內部具有隨形冷卻水路

快速模具之效益，本研究製作兩副快速模具，

一副快速模具內部具有隨形冷卻水路，另一副

快速模具不具有冷卻水路。本研究運用低壓射

蠟機進行喝水杯蠟型 (wax pattern) 製作，於

低壓射蠟成型過程中，紀錄喝水杯蠟型從液態

冷卻至固態之時間，並進行比較。研究載具與

隨形冷卻水路製作完成，運用超音波清洗機去

除支撐材料，去除支撐材料所使用的溶劑為氫

氧化鈉溶液，去除支撐材料參數為溶液酸鹼

值 11.5，溶液溫度設定 70 ℃。為了檢視低壓

射蠟矽膠快速模具技術內部之隨形冷卻水路移

除完整性，本研究選用矽膠材料來製作快速模

具，並運用丙酮溶液，以沖刷方式來移除隨形

冷卻水路矽膠快速模具技術內部之隨形冷卻。

圖 3 為去除內部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實體

圖，結果明顯說明運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

可以於快速模具內部製作斷面為半圓形與長方

形之隨形冷卻水路。此外，隨形冷卻水路之壁

厚為 1 mm，去除隨形冷卻水路之時間約為 30 

分鐘，因此隨形冷卻水路之移除率約為 0.03 

mm/min。圖 4 為實心隨形冷卻水路與空心隨

形冷卻水路之去除方式示意圖，實心隨形冷卻

水路缺點為所需成本較高，而且去除隨形冷卻

所需之時間較長；相反的，空心隨形冷卻水路

所需製作成本較低，而且去除隨形冷卻水路方

向，可以由軸向 (axial direction) 改變為徑向

(lateral direction)，因此去除隨形冷卻水路之

時間可以明顯減少。

圖 5 內部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完成水

路接頭實體圖。圖 6 為產品溫度與冷卻時間關

係圖。無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蠟型冷卻時

間約為 10,778 秒，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

之蠟型冷卻時間僅約為 1,954 秒，結果明顯說

明，當快速模具具有隨形冷卻水路，蠟型之冷

卻時間可以縮短約 81%。由於隨形冷卻水路

能依照產品幾何外形來設計，因此可以有效率

將產品每一個部位之熱量均一帶走，避免產品

某些部位有積熱現象，進而可以減少產品產生

熱變形。所以，隨形冷卻水路不但可以縮短產

品之成型週期時間，又可以提升產品之成型品

質。圖 7 運用為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與

不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所製作之低壓射蠟成品

實體圖。

本 研 究 運 用 金 屬 樹 脂 (Aluminum-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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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xy resins) 材料研製研製不具水路、具傳統

水路以及具隨型水路三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

並實際應用於低壓射蠟成型，比較射蠟之冷卻

時間以及成型週期時間之差異性。第一種為不

具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第二種為具

直進直出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冷卻

水路管徑為 10 mm，水路管壁與模面之最短

距離為 3 mm，水路間距為 10 mm，第三種為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冷卻水

路管徑為 10 mm，水路管壁與模面之距離均

為 3 mm，水路間距為 10 mm，第二與第三種

冷卻水路之形式為串聯水路 (series circuits)，

主要的原因為串聯水路比並聯水路 (parallel 

circuits) 在模具散熱以及冷卻液流速較均勻。

為了節省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製作成

本，本研究於模具製程中使用再生金屬樹脂粉

末，環氧樹脂與再生金屬樹脂粉末之重量調配

比例為 2：1，而環氧樹脂主劑與硬化劑之之

重量調配比例為 3：1，本研究之研究標之直

徑為 78 mm、總高度為 10.73 mm，外 半徑

為 87.1 mm、外 半徑為 86.4 mm、厚度為 1.8 

mm。圖 8 為無冷卻水路、傳統冷卻水路以及

具隨型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與斷

面圖。圖 9 為三種不同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之產

品溫度與冷卻時間關係圖。圖 10 為低壓射蠟

快速模具所製作之成品實體圖。由於蠟型之冷

卻時間與蠟型之成型週期息息相關，因此蠟型

之冷卻時間越少越好，三副低壓射蠟模具之蠟

型冷卻時間分別為 30.5 分鐘、8.5 分鐘與 4 分

鐘。此結果表示，當低壓射蠟模具具有傳統冷

卻水路，蠟型冷卻時間可以縮短約 72%，當低

壓射蠟模具具有隨形冷卻水路，蠟型之冷卻時

間可以縮短約 87%。結果明顯說明，當低壓

射蠟模具具有隨形冷卻水路比低壓射蠟模具具

有傳統冷卻水路，蠟型之冷卻時間更可以提升

15%。圖 11 為三副低壓射蠟模具進行低壓射

蠟 10 次之冷卻時間，三副低壓射蠟模具之蠟

型平均冷卻時間分別為 30.43 分鐘、8.44 分鐘

與 3.98 分鐘。結果明顯說明， 10 次低壓射蠟

之冷卻時間變異量 (variation) 很小，冷卻時間

之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僅約為 7 秒、

4 秒與 5 秒，此一結果再一次證明，具有隨行

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確實可以提升

低壓射蠟之產能，因為運用具有隨行冷卻水路

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如與低壓射蠟快速模具

圖 8、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與斷面圖 (c) 無冷卻水路，(b)
傳統冷卻水路與 (c) 具隨形冷卻水路

圖 9、三種不同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之產品溫度與冷卻時間關
係圖

圖 11、三副低壓射蠟模具進行低壓射蠟 10 次之冷卻時間

圖 10、低壓射蠟快速模具所製作之成品實體圖

不具冷卻水路進行比較，確實可以節省冷卻時

間。

本研究選擇汽車模型之外殼為研究載具，研

究載具之長度、寬度與高度分別為 85 mm、

165 mm 與 48 mm，薄殼厚度 2 mm。接續，

再根據研究載具之大小與外形輪廓，設計公、

母模仁之外形尺寸與內部隨形水路之幾何造

型。公模仁之長度、寬度與高度分別為 200 

mm、150 mm 與 86 mm、 母 模 仁 之 長 度、

寬 度 與 高 度 分 別 為 200 mm、150 mm 與 70 

mm、隨形水路之直徑為 10 mm、隨形水路之

中心與模仁表面之距離為 10 mm、公模仁內隨

形水路之間距為 25 mm、母模仁內隨形水路

之間距為 25 mm 與 45 mm、公模仁內隨形水

路之總長度為 787 mm 以及母模仁內隨形水路

之總長度為 946 mm。研究載具之建構材料體

積與支撐材料體積分別為 52.46 cm3 與 56.27 

cm3、母模仁內隨形水路之建構材料體積與支

撐材料體積分別為 50.89 cm3 與 54.8 cm3、

公模仁內隨形水路之建構材料體積與支撐材料

體積分別為 40.65 cm3 與 46.02 cm3。本研

究運用 Solidworks 電腦輔助繪圖軟體來設計

冷卻水路，冷卻水路之管徑為 10 mm，壁厚 1 

mm，設計完成之冷卻水路運用 uPrint 快速原

型系統來製作。製作完成之 ABS 冷卻水路，本

研究提出三種方法：(a) 運用丙酮溶液以及超音

波輔助振盪；(b) 運用丙酮蒸氣來移除冷卻水

路法，丙酮溶液溫度設定為 55 ℃，主要的原

因為丙酮的沸點約為 56.2 ℃以及 (c) 運用丙酮

溶液沖刷來移除冷卻水路法。本研究首先運用

矽膠包覆 ABS 隨形冷卻水路，運用三種方法來

移除 ABS 隨形冷卻水路，並藉由目視以及金相

顯微鏡觀察 ABS 隨形冷卻水路移除完整性，研

究移除 ABS 隨形冷卻水路之最佳方法。當移除

ABS 隨形冷卻水路最佳方法被提出之後，為了

驗證此方法在製作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與特

殊斷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技術之效益，本研究

再設計三種不同形式冷卻水路，並實際運用於

快速模具製作。製作完成之 ABS 冷卻水路，本

研究首先運用丙酮溶液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圖 12 為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震盪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前與後之結果。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

震盪與 ABS 冷卻水路內壁產生反應，圖 13 為

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震盪移除 ABS 冷卻水路過

程示意圖，結果明顯說明，ABS 冷卻水路管壁

被移除的情況為內部往外部，ABS 冷卻水路直

線的部位被移除的速度較快，但轉角處被移除

的速度較慢。於移除冷卻水路過程中，每 5 分

鐘取樣觀察結果，至 ABS 冷卻水路完全移除，

取樣次數為 13 次，因此完整移除 ABS 冷卻水

路之時間約為 65 分鐘，由於冷卻水路之壁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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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震盪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a) 前
與 (b) 後之結果

圖 14、運用丙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a) 前與
(b) 後之結果

圖 16、運用丙酮蒸氣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之結果

圖 17、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隨形冷卻水路之汽車模型外殼
金屬樹脂模具實體圖

圖 18、汽車模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剖面圖 (a) 公模仁與 (b)
母模仁

圖 19、ABS 冷卻水路 (a) 斷面實體圖，(b) 內部滲入環氧樹
脂固化後之結果，(c) 去除乾淨後之金屬樹脂模具斷面實體圖

圖 15、運用丙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a) 0 分
鐘、(b) 5 分鐘、(c) 10 分鐘與 (d) 15 分鐘過程示意圖

圖 13、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震盪 (a) 0 分鐘、(b) 5 分鐘、(c) 
10 分鐘、(d) 15 分鐘、(e) 20 分鐘、(f)25 分鐘、(g) 30 分鐘、
(h)35 分鐘、(i) 40 分鐘、(j) 45 分鐘、(k) 50 分鐘、(l) 55 分鐘、
(m) 60 分鐘、(n)65 分鐘移除 ABS 冷卻水路過程示意圖

mm，所以本研究發現運用丙酮溶液藉助超音

波震盪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ABS 冷卻水路

移除率約為 0.0154 mm/min。此外，丙酮溶液

藉助超音波震盪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雖然可

行，但是因溫度關係，矽膠模具表面有霧化現

象。

圖 14 為運用丙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前與後之結果，圖 15 為丙酮溶液沖

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過程示意圖，結果

明顯說明，ABS 冷卻水路管壁被移除的情況為

內部往外部，ABS 冷卻水路轉角處被移除的速

度較快，但直線的部位被移除的速度較慢，主

要的原因為丙酮溶液以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

卻水路，在轉角處有轉角效應 (turn effect)。

於移除冷卻水路過程中，每 5 分鐘取樣觀察結

果，至 ABS 冷卻水路完全移除，取樣次數為 3

次，因此完整移除 ABS 冷卻水路之時間約為

15 分鐘，由於冷卻水路之壁厚 1 mm，所以本

研究發現丙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

水路，ABS 冷卻水路移除率約為 0.067 mm/

min，此速度為運用丙酮溶液藉助超音波震盪

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之 4.3 倍。此外，運用丙

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也不會使

矽膠模具產生老化現象。

圖 16 為運用丙酮蒸氣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之結果，本研究發現 ABS 冷卻水路與丙酮蒸氣

反應時，ABS 冷卻水路即開始產生軟化，並造

成流動性不佳，主要的原因為黏滯係數上升，

進而造成軟化後之 ABS 黏於管璧無法有效地被

移除。綜觀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發現運用丙

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為作佳方

法。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技術可行性，本研

究以汽車模型外殼為研究載具，製作一副射蠟

模具，圖 17 為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隨形冷

卻水路之汽車模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實體圖。

圖 18 為汽車模型外殼金屬樹脂模具公母模仁

剖面圖。結果明顯說明，金屬樹脂模具內部之

冷卻水路可以精確製作。於快速模具製作過程

中，本研究發現環氧樹脂有滲入 ABS 冷卻水路

內部現象，圖 19 為 ABS 冷卻水路斷面實體圖，

內部滲入環氧樹脂固化後之結果以及去除乾淨

後之金屬樹脂模具斷面實體圖。為了避免此一

現象再次發生，本研究於 ABS 冷卻水路外面塗

佈一層薄層之環氧樹脂，當此一環氧樹脂薄層

固化後具有兩個特色，第一個特色為可以避免

金屬樹脂材料之液態環氧樹脂滲入 ABS 冷卻水

路內部；第二個特色為不需去除環氧樹脂薄層，

此一層薄層材料最後將會成為快速模具材質一

部分。

為了減少金屬樹脂模具製作成本，本研究運

用再生金屬樹脂材料混合環氧樹脂之混合物來

製作汽車模型外殼之金屬樹脂模具，並選用兩

種方法進行研究，第一種方法為顆粒狀再生金

屬樹脂材料混合環氧樹脂，所製作完成之快速

模具表面比較不完整，因為環氧樹脂與顆粒狀

再生金屬樹脂混合後，環氧樹脂之分散不佳，

快速模具表面有高比例環氧樹脂，於丙酮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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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模具內部 ABS 冷卻水路時，快速模具表面

嚴重受到丙酮侵蝕，因此製作完成之快速模具

之表面品質不佳；第二種方法為粉末狀再生金

屬樹脂材料混合環氧樹脂，所製作完成之快速

模具表面比較完整，主要的原因為環氧樹脂與

粉末狀再生金屬樹脂混合後，環氧樹脂之分散

情形較佳，於丙酮去除快速模具內部 ABS 冷卻

水路時，可以減少丙酮侵蝕效應，因此製作完

成之快速模具之表面品質較佳。圖 20 為製作

完成快速模具之斷面情形，研究結果發現運用

粉末狀再生金屬樹脂材料混合環氧樹脂優於顆

粒狀再生金屬樹脂材料混合環氧樹脂，因此可

以製作表面品質較佳之快速模具。此外，ABS

冷卻水路有三種作法：實心 ABS 冷卻水路、空

心 ABS 冷卻水路但內部支撐材料需去除、空心

ABS 冷卻水路但內部支撐材料不去除。製作實

心 ABS 冷卻水路，優點為可以避免金屬樹脂材

料內之環氧樹脂，於快速模具製作過程中滲入

ABS 冷卻水路內部，但缺點為所需成本較高而

且去除 ABS 冷卻水路所需之時間較長；空心

ABS 冷卻水路但內部支撐材料需去除，優點為

ABS 冷卻水路所需製作成本較低而且去除 ABS

冷卻水路方向，可以由軸面方向改變為徑向，

因此去除 ABS 冷卻水路之時間可以明顯減少，

但要滿足此一效果，須有產生高壓丙酮溶液之

硬體設備，因此將增加去除 ABS 冷卻水路之硬

體設備成本；空心 ABS 冷卻水路但內部支撐材

料不去除，優點為 ABS 冷卻水路所需製作成本

較低以及減少去除支撐材料時間。綜觀上述說

明，本研究選用空心 ABS 冷卻水路但內部支撐

材料不去除之方法，來製作汽車模型外殼之金

屬樹脂模具。

精密光學元件使用率越來越高，其中菲涅

爾透鏡 (Fresnel lens) 因為具有體積小、重量

輕、易於製造等諸多優點，因此廣泛地被運用

於太陽能、車燈、路燈與發光二極體照明等產

業。可以製作菲涅爾透鏡的方法包括塑膠射出

成 型 (injection molding) 、 熱 壓 印 成 型 (hot 

embossing molding)、射出壓縮成型 (injection 

compression molding) 與 微 鑄 造 成 型 (micro 

casting) 。其中，熱壓印成型技術已經廣泛的

應用，主要的原因為熱壓印成型模具製作成本

較低廉、成型參數簡單、成型操作容易、產品

不易產生翹曲 (warpage)、產品具有較低殘留

應力 (residual stress) 以及產品製程溫度較低

等諸多優點。本研究提出一個低成本與快速製

作曲面熱壓印快速模具技術，高冷卻效率，並

藉由熱壓印成形 (hot embossing molding) 於

壓克力材料製作曲面菲涅爾透鏡，並比較無冷

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傳統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

以及有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在冷卻時間與產

品殘留應力之差異性。圖 21 為具隨形冷卻水

路、傳統冷卻水路與無冷卻水路之熱壓印快速

模具之寫真圖、剖視圖以及微結構特寫圖。為

了使曲面熱壓快速模具製程符合綠色製造技

術，本研究結合雙種材料方式來製作熱壓印快

速模具，模面係使用全新金屬樹脂來製作，背

圖 20、運用丙酮溶液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路 (a) 0 分
鐘、(b) 5 分鐘、(c) 10 分鐘與 (d) 15 分鐘過程示意圖

圖 21、熱壓印快速模具 (a) 無冷卻水路，(b) 具傳統冷卻水路
與 (c)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寫真圖、剖視圖以及微結構特寫圖

圖 22、具經濟效益之曲面菲涅爾透鏡熱壓印快速模具實體圖

襯材料係使用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來

製作，減少全新金屬樹脂的使用量，圖 22 為

具經濟效益之曲面菲涅爾透鏡熱壓印快速模具

實體圖與斷面圖，上模與下模之模面厚度為

0.3 cm，長度與寬度為 7.7 cm，製作模面所

需全新金屬樹脂體積為 35.57 cm3，全新金屬

樹脂價格為 5.85 元 /cm3，上模與下模之背襯

厚度均為 2.1 cm，長度與寬度為 7.7 cm，製

作背襯材料所需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氧樹脂

體積為 249.02 cm3，金屬樹脂再生粉末與環

氧樹脂體積價格為 1.07 元 /cm3，因此運用綠

色製造技術，製作整副熱壓印快速模具價格為

475 元，假若整副熱壓印快速模具體積 284.59 

cm3 均以全新金屬樹脂來製作價格為 1665 元，

節省快速模具製作費用約為 71%，此結果明

顯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綠色快速模具製造技術具

備經濟效益，當曲面熱壓印快速模具之尺寸越

大，越彰顯其經濟效益。

圖 23 為三種不同熱壓印快速模具進行熱壓

印之溫度與冷卻時間關係，曲面菲涅爾透鏡脫

模 溫 度 (ejection temperature) 為 55 ℃， 不

具冷卻水路之熱壓印快速模具、具傳統冷卻水

路之熱壓印快速模具以及具隨形冷卻水路之熱

壓印快速模具進行熱壓印後，到達脫模溫度之

時間分別為 75 分鐘、10 分鐘以及 6 分鐘。如

與熱壓印快速模具不具冷卻水路進行比較，當

熱壓印快速模具具有隨形冷卻水路，可以節省

圖 23、三種不同熱壓印快速模具進行熱壓印之溫度與冷卻時
間關係

圖 24、運用 (a) 選擇性雷射燒結或選擇性雷射融化技術、(b)
擴散接合技術與 (c) 本研究所製作快速模具之冷卻水路管璧
表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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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卻時間約 92%；如與熱壓印快速模具具有傳

統冷卻水路進行比較，當熱壓印快速模具具有

隨形冷卻水路，可以節省冷卻時間約 40%。此

結果表示，具有隨形冷卻水路之熱壓印快速模

具，對於節省成型週期時間有顯著影響性。

圖 24 為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或選擇性雷射

融化技術、擴散接合技術與本研究所製作快速

模具之冷卻水路管璧表面示意圖。運用擴散接

合技術所製作快速模具之冷卻水路管璧愈不

平滑，主要的原因為階梯效應 (stair-stepping 

effect)，當每一片金屬片厚度愈厚，運用擴散

接合技術所製作快速模具之冷卻水路管璧愈不

平滑。相反的，當每一片金屬片厚度愈薄，金

屬片需求數目越多，相對地製作金屬片的時間

與成本將明顯提升。由於，選擇性雷射燒結技

術或選擇性雷射熔化技術所使用之粉末平均

粒 徑 (mean diameter) 約 20 µm 至 50 µm，

因此運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或選擇性雷射融化技

術，所製作快速模具之冷卻水路管璧並未有顯

著階梯效應，但是冷卻水路管璧並無法具備優

良平滑表面。然而，本研究可以隨利製作出具

有冷卻水路管璧平滑之快速模具，當冷卻水路

管壁愈平滑，於模具冷卻過程中，冷卻液之流

動性愈佳，此外也不容易累積水垢。

圖 25 為運用本研究所研製之蠟線材所列印

之隨形冷卻水路於表面處理前與後之結果，成

形參數為噴嘴溫度為 62 ℃、列印速度為 80 

mm/s、成型底板溫度為 40 ℃以及噴嘴擠出量

為 100 %。結果明顯說明，冷卻水路經表面處

理後表面非常平滑，冷卻水路之表面峰谷值大

約從 92 µm 減少至 25 µm。本研究所研製之

蠟線特色涵蓋：(a) 低溫製程：運用商業用蠟

線材，噴嘴溫度需要設定約 175 ℃，然而運

用本研究所研製之蠟線材，噴嘴溫度需要設定

約 62 ℃、(b) 蠟線材韌性優良：由於本研究

所使用之來蠟材為製作精密鑄造所需蠟型之材

料，此種材料具備優良韌性，因此本研究所研

製之蠟線材於積層製造列印過程中，蠟線材不

會斷裂以及 (c) 蠟線材售價便宜：商業用蠟線

圖 25、運用蠟線材所列印之隨形冷卻水路於表面處理 (a) 前
與 (b) 後之結果

圖 26、運用蠟線材所列印之隨形冷卻水路

圖 28、運用 (a) 複合加工方式與 (b) 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具
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

圖 27、運用蠟線材隨形冷卻水路所製作之快速模具於隨形冷
卻水路移除 (a) 前與 (b) 後之結果

材售價為 6 元 / g，然而本研究所研製之蠟線

材價格僅為 0.3 元 / g。圖 26 為運用蠟線材所

列印之隨形冷卻水路，此冷卻水路再搭配矽膠

(silicone rubber) 或金屬樹脂 (aluminum-filled 

epoxy resins) 兩種材料，即可製作具有隨形冷

卻水路之快速模具。圖 27 為運用蠟線材隨形

冷卻水路所製作之快速模具於隨形冷卻水路移

除前與後之結果，此結果表示運用本研究所研

製之蠟線材冷卻水路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其冷

卻水路內部管壁具有平滑表面，此一特色是運

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方式、選擇性雷射熔融或擴

散焊接技術來製作模具所無法完成。此外，本

方法也能夠勝任於製作具有隨形冷卻水路之超

大型 (ultra-large) 快速模具。運用本研究所研

製蠟線材冷卻水路所製作之快速模具之優點涵

蓋：(a) 冷卻水路管壁不容易累積水垢：冷卻

水路之管壁具有平滑表面，因此快速模具在正

常條件之長時間使用情況下，管壁不容易積水

垢，主要的原因為快速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

之具有平滑表面；(b) 快速模具之冷卻效率不易

下降：由於快速模具內部冷卻水路管壁具有平

滑表面，於冷卻過程中冷卻效率不易下降以及

(c) 射出成形過程中冷卻液不會產生洩漏：圖

28 為運用複合加工方式與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

具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由於德國 EOS

公司會以複合加工 (hybrid machining) 方式來

製作具有冷卻水路模具，模具之下半部是以傳

統方式製作，此部分之內部通常不具備冷卻水

路，模具之上半部再以 3D 列印方式來製作，

此部分之內部一定具備冷卻水路，然而銜接部

分於長時間射出成形過程中，冷卻液容易產生

洩漏。因此，如與此技術所製作塑膠射出成型

模具比較，本研究所研製之快速模具在正常條

件之長時間射出成形過程中，不會產生漏水。

Wang 等人 [41] 提出一種新的演算法依照模

型表面自動繪出螺旋冷卻水路以及運用電腦模

擬具螺旋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製

作具傳統與隨形冷卻水路模具。Eiamsa-ard

與 Wannissorn [42] 運用電腦模擬具隨形冷卻

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製作具傳統與隨

形冷卻水路模具。Altaf 等人 [43] 設計傳統冷

卻水路與輪廓隨形冷卻水路、有製作具傳統與

隨形冷卻水路模具以及量測具傳統與隨形冷卻

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運用電腦模擬具

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隨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

效益。本研究成果與研究相關之比較，本研究

設計隨形冷卻水路、製作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

模具以及量測其冷卻效益，但是無運用電腦模

擬具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隨形冷卻水路模具之

冷卻效益。

結論

本研究運用矽膠與金屬樹脂兩種材料以及整

合 3D 列印技術與快速模具技術於具隨形冷卻

水路之模具研製，並實際運用於熱壓印與低壓

射蠟成型，並針對產品具隨形冷卻水路快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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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冷卻效益進行研究與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所示：

1. 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與工業實用價

值，因為本研究成果未來可應用於低成型週

期時間之快速模具，帶動國內精密製造產業

發展，快速研發精密機械元件。

2. 此技術的特色涵蓋：前置作業時間短、製程

簡單、製作成本低以及製作時間短。

3. 此技術可以製作內部具有幾何形狀複雜、

特殊截斷面以及管壁平滑冷卻水路之快速模

具。

4. 當產業界運用具有隨形冷卻水路之模具進行

量產，優點包括 :(a) 產品之品質提升：產品

之變形量減少、(b) 量產時間縮短、(c) 產能

提升、(d) 模具從業人員減少、(e) 量產所需

之機台數量可以減少以及 (f) 量產工廠之場

地可以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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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工業 4.0 
專利趨勢分析

文∣陳庭弘 、楊耀瑜 、董子儀 

摘要

目前世界各國的許多產業都朝向工業 4.0 邁

進，以德國在工業 4.0 的發展為例，德國以機

器設備製造業為主體，前後延伸至整個價值鏈

的虛實整合；美國則以加快工業生產物聯網軟

體開發、製造業回歸為主；中國大陸則以「中

國製造 2025」為政策，將製造大國轉型為技

術強國，而工具機產業也在高度自動化需求之

下帶入了此概念，並進行後續的研究，伴隨而

來的即為各式各樣關於工業 4.0 應用於工具機

方面的新技術出現，並申請專利保護；然而，

專利制度是以授予專利權人於一定年限的排他

權來換取發明人將原本保密之技術公開，使大

眾可以做進一步的改良，避免重複研發的資源

浪費，甚至可避免特定技術隨持有人過世而消

失 1，因此申請專利除了能保護自身權益外也

能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為了解工業 4.0 在

工具機上的發展趨勢，本文針對工具機領域與

工業 4.0 及相關專利進行分析，並深入研究工

具機工業 4.0 專利的其中幾項技術進行延伸分

析，研究工具機工業 4.0 專利技術目前的發展

趨勢，供業界未來在產品研發或是專利申請之

參考用。

關鍵詞：工具機、工業 4.0、專利分
析、專利申請、物聯網、大數據“

作者現任職於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本局之意見。

1. 齊豐潤、周雅，專利：科技圈的新「戰場」，你需要知道如何掌握好這把「利器」，https：//kknews.cc/tech/mgj8xqz.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8/10）。

2. 魏傳虔，工業 4.0 智慧工廠未來發展趨勢與商機，http：//www.teema.org.tw/download/doc/0003%5B20150414%5D.pdf
（最後瀏覽日：2017/08/10）。

3. 汪建南、馬雲龍，工業 4.0 的國際發展趨勢與台灣因應之道，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六十九輯，頁 133-155。

4. 工具機產業導入工業 4.0 相關技術的概念大約 10 年，故以 2007~2016 年共 10 年作為本文分析的基礎區間。

前言

全球工業曾歷經第一次工業革命，利用水力

及蒸汽的力量作為動力源，突破了以往人力與

獸力的限制；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用電力為大

量生產提供動力，也讓機器生產機器的目標得

以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使用電子裝置及資

訊技術來校除人為影響，以增進工業製造的精

準化、自動化。為因應全球工業提升生產效率、

降低製造成本與增加產業附加價值的目標，

各國政府協助產業轉型、驅動經濟成長，並宣

告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來臨。以智慧工廠為核

心，加上物聯網構成工業 4.0 之架構，智慧工

廠可大規模生產差異化產品，生產設備間不但

能藉物聯網相互溝通，更可透過大數據與雲端

運算，進行自主管理與改善 2。

主要國家工業 4.0 的發展狀況大致如下：

（1）德國，其製造業技術優勢結合軟體與網

路，以智慧工廠為精神，首先推出「工業 4.0」；

（2）美國，美國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政策，

吸引長期外移之製造業回流，並藉由網路經濟

服務推動先進製造業；（3）日本，因應經濟

長期不景氣與高齡化社會，日本政府提出「產

品製造產業振興計畫」，利用發展機器人技術，

提升產業生產效率並降低製造成本，增加產業

附加價值，協助產業轉型，驅動經濟成長；（4）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政府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

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中國製造 2025」，發

展主軸為實現資訊技術與製造技術深度融合的

網路化、智慧化製造；（5）南韓，提出「製

造業創新 3.0」計畫，透過資訊技術、軟體、

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整合，導入智能生產概念

並實現智能工廠建置；（6）我國行政院推動「台

灣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主要策略即是結合

國內智慧機械及資通訊的優勢，運用物聯網、

智慧機器人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再加上精實

管理，促使我國相關產業邁入工業 4.0 階段 3。

製造業要發展工業 4.0，精密機械設備是製造

業中最重要的元素，工具機產業又是精密機械

設備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發展智慧工具機，

不但可以提供製造業者面對未來競爭，更可切

入更高階的製造業，幫助我國產業升級轉型。

本文擬就近十年 4  來工具機工業 4.0 之相

關專利進行分析，先從專利申請數量做探討，

繼 而 就 相 關 之 國 際 專 利 分 類（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的 主 目（main 

group），與 G05B19/00（程序控制系統）領

域來進行分析，藉此評估全球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之申請數量及其技術分布情形，提供

有意研發與申請此領域技術專利的廠商在進入

市場前參考。

檢索範圍

本 文 以 工 具 機（Machine Tool） 與 工

業 4.0（Industry4.0） 之 重 要 技 術 詞 彙 及

其 衍 生 同 義 詞 進 行 檢 索， 使 用 LexisNexis 

PatentStrategies 作 為 檢 索 之 資 料 庫， 檢 索

的專利申請日區間為 2007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而檢索日期為 2017 年 

07 月 31 日，共得到在美國、歐洲、世界智慧

財產權組織、韓國、日本、中國大陸及我國等

國家／地區公開的發明專利共計有 1513 筆，

經人工資料判讀後進行初步篩選剔除不相關專

利，留下 1350 筆（以下稱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以作為後續各項分析的資料來

源。

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申請數量

圖 1 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數量國家／區域的分析。如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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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工具機廠商在中國大陸申請的專利數量最

多，其次是美國與日本。可見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的布局主要還是集中在世界前三大

經濟體（分別為中國大陸、美國、日本）。我

國專利申請數量位居第 6，於德國之後，根據

主計總處統計之 2015 年世界主要工具機生產

國總產值，我國排名全球第 7 位 5，工具機產

值與專利申請數量全球排名大致相同。

圖 2 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有關申請

年份的趨勢分析，自 2012 年開始全球每年工

具機工業 4.0 相關的專利申請案量穩定成長，

2015 年時申請案已超過

200 筆，其中，中國大陸專利申請案數量，

從 2015 年開始超過全球申請案量的一半，可見

中國大陸政府在 2015 年 3 月提及的「中國製

造 2025」計畫，影響了各工具機廠商在世界的

專利布局；韓國、日本政府雖也有推出工業 4.0 

5. 趙曉慧，台灣工具機產值全球排名第 7 位 遜於陸日韓，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1212/2336863（最後瀏覽日：2017/08/10）。

圖 1、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數量國家／區域分析

圖 2、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以各國專利申請數量之申請年份分析

圖 3、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前 10 大 IPC 分析

相關政策，但相對 2013 年，2014 年至 2015 

年申請數量反而逐年減少，可能與製造工廠外

移、研發期程等因素有關，另 2016 年的專利申

請案因有部分案件仍未早期公開，無法進行統

計，但以目前所呈現的數據觀之，2016 年的整

體專利申請案量還是持續成長中，顯示工具機

相關技術仍然持續受到關注與重視。

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前 10 大 
IPC 分析

圖 3 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前 10 

大 IPC 分析（以主目為分析單位），其中工具

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前 10 大 IPC 占整體 

39.7%，而前 10 大 IPC 以外之 IPC 以下稱

為 OTHER（ 其 它，60.2%），OTHER 之 所

以占如此多的比例，係因為目前工業 4.0 相關

技術為各國的研發重點，申請人所研發之技術

可能是ㄧ種結構或原理，也可能是ㄧ種方法，

其運用的領域也各自不相同，導致 IPC 領域

分布較廣，並且 OTHER 之中的每個 IPC 皆
只有零星案件數。如圖所示主要的 IPC 依序

為 G05B19/00（21.9%； 程 序 控 制 系 統 ）、

G06F17/00（3.6%；數據計算方法或數據處理

方法）、B23Q17/00（3.6%；工具機指示裝

置或測量裝置）、B23Q15/00（2.1%；切削

速度或位置之自動控制）等。G05B19/00 占有

大部分的申請數量，可見程序控制系統為工具

機工業 4.0 發展技術的重點。

圖 4 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前 10 大 

IPC 之申請年份的分析，X 軸為申請年份，Y 

軸為 IPC，Z 軸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

數量，將近 10 年專利申請與前 10 大 IPC 彙

整成三軸圖；G05B19/00 在此 10 年中都持續

保持最多的專利申請數量，並不受景氣或技術

循環的影響，可見程序控制系統始終為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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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技術，並未被恆值控制系統 6、隨動控制

系統 7 所取代；G06Q10/00（工作流程管理）、

G06F9/00（ 控 制 單 元 ）、G06F17/00、

B23Q17/00 等技術也在 2013~2016 年間皆維

持穩定的專利申請數量；而 G06Q50/00（專

門的數據處理系統或方法）、G06Q30/00（製

造業電子商務）與 B23Q15/00 在 2016 年目

前公開資訊中無相關專利申請案，相較於先前

年度明顯減少；在 G06F9/00 部分，雖然專利

申請數量相對 G05B19/00 較少，但每年仍維

持相對穩定的專利申請案量。

圖 5 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以 IPC 

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國家（區域或組織）專利

申請數量分析，X 軸為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國

家（區域或組織），Y 軸為前 10 大 IPC，Z 

軸為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數量，將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國家（區域或組織）、工業 4.0 

6. 恆值控制系統：給定值不變，要求系統輸出量以一定的精度接近給定希望值的系統，如生產過程中的溫度、壓力、流量、液位高度、電動機

轉速等自動控制系統屬於恒值系統。

7. 隨動控制系統：給定值按未知時間函數變化，要求輸出跟隨給定值的變化，如跟隨衛星的雷達天線系統。

圖 4、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前 10 大 IPC 之申請年份分析

圖 5、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前 10 大專利被申請國申請數量分析

相關專利申請數量與前 10 大 IPC 彙整如三軸

圖；中國大陸在前 10 大 IPC 都有為數不少的

公開專利；日本明顯在 G05B19/00 公開專利

數量最多，B23Q17/00 核准專利數量居第二，

B23Q15/00 則居第三；在我國 G05B19/00 同

樣也是公開專利數量最多之技術領域。

進一步探究我國廠商在國內申請專利的技術

內容，在 G05B19/00 的技術領域中，包括可與

不同型號加工機控制器同時連線之方法的相關

技術，其電腦系統具有整合執行模組及可與整

合執行模組互動之使用者介面，整合執行模組

中有多組可分別與不同型號之控制器溝通之應

用程式介面，使整合執行模組可與各應用程式

介面所對應的控制器同時連線，整合執行模組

又與遠端連線模組相連結，遠端連線模組可將

由整合執行模組所擷取之資訊傳送至遠端伺服

器中，遠端伺服器主動透過網路發送加工機的

狀態與警報簡訊至使用者端，這是強調整合既

有不同型號工具機在工業 4.0 雲端上的應用。

在 G06F9/00 領域中，係運動控制核心的多

工處理器的相關技術，多工處理器的封裝基板

包含：中央處理單元，負責解析相關運動及控

制資料；運動控制單元，受程序執行以控制運

動參數，並驅動裝置的動作；邏輯控制單元，

執行程序中的邏輯控制參數；網路單元，處理

網路通訊的運算來做即時資料互通。將多工處

理器應用在 PC-Based 之運動控制系統，使我

國廠商具有低成本、模組化設計、增加系統彈

性、降低維修困難度等優點。

可 見 我 國 研 究 機 構 與 國 內 廠 商 在 

G05B19/00、G06F9/00 兩個技術領域，還是

具有一定的研發能力，並也逐步朝向智慧機械

以及工業 4.0 的技術層面邁進，迎合市場的需

求，亦拓展了我國工具機的技術地位。

工 具 機 工 業 4.0 相 關 專 利 案 在 
G05B19/00 技術領域之分析

工具機工業 4.0 的技術研究種類繁多，本節

以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申請量，在各國

與我國申請最多的 G05B19/00 技術領域作為

分析對象，共計有 304 筆之相關專利案，經人

工篩選後剩下 274 筆，討論其專利申請概況，

並提供市場新進廠商初期評估之用。

G05B19/00 專利 10 大專利申請人之統計，

如圖 6 所示，以發那科（FANUC Ltd.，世界

第一大控制器大廠）的數量最多，占 12%，

德馬吉森精機（DMG MORI CO., Ltd.，德、

日合作的全球最大的切削工具機製造商）居

次，占 6.9%，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日本第二大 CNC 控制器大廠）

居第三，占 3.3%，可見發那科投入在這個領

域的專利布局，大幅領先其他競爭對手。

圖 7 為 G05B19/00 技 術 領 域 重 點 的 分

析，專利數量最多的是有關工件製造（Work 
Piece） 的 技 術， 其 次 是 數 值 控 制 設 備

（Numerical Control Devices）相關的技術，

專利數量居第三的是即時控制（Real Time）

技術，由此可知工具機工業 4.0 在程序控制系

統方面技術的開發，以工件製造上的研究最為

熱門；其次是運用數值指令操控工具機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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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另外，即時控制方面，藉由加工資料即

時採集，再對工具機作快速回應的技術也有相

當數量的專利申請。

圖 8 為 G05B19/00 之關聯技術的重點分

析，工件製造相關專利的主要技術重點在：數

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與操作參數，工

件相關參數的調整（Operating parameter）。

數值控制設備相關專利的主要技術重點在：

通 訊 界 面（Communication Interface） 與 控

圖 6、G05B19/00 前 10 大專利申請人分析

圖 8、G05B19/00 關聯技術重點分析

（Work piece）外，發那科在數值程式取得

（NC program Acquisition） 的 研 發 也 多 有

所著墨，控制設備需經由程式輸入來操作工

具機的動作，因此程式的擷取亦為其研究的

重要課題。發那科於 2013 年日本國際工具機

展 覽 會（27th JIMTOF） 陸 續 發 表 可 共 用 內

部伺服驅動器與馬達的 CNC 控制器，其內建

更多智慧自動化功能與辦公室電腦連結的人

機介面新平台，加入虛實整合策略（Cyber-

physical system）8，接著在 2016 年日本國

際 工 具 機 展 覽 會（28th JIMTOF）， 發 那 科

發表針對工廠自動化（Factory Automation）

與 物 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系 統，

該系統稱為「發那科智慧末端連接與驅動系

統（FANUC Intelligent Edge Link and Drive 

system, FIELD system）」， 該 發 那 科 智 慧

末端連接與驅動系統，分為二個階層，末端層

（Edgelayer）、 霧 層（Fog layer）， 該 末

端層會藉由 MT-LINKi 軟體連接工具機、機械

人、程式控制器（PLC）、馬達，或是控制他

制 應 用（Control applications） 的 數 值 控 制

裝置；即時控制相關專利的主要技術重點在：

遠 端 控 制 器（Remote controller） 與 生 產 線

（Production Line）的即時偵測與控制。

圖 9 為 G05B19/00 領 域 技 術 重 點 之 專

利申請人的分析，由發那科在數值控制設備

領域的申請案最多，因其為全球第一大數值

控制設備大廠，各大工具機廠皆將發那科控

制 設 備 當 作 主 要 首 選 配 備； 除 了 工 件 製 造

廠的生產機械，再經由與生產機械上感測裝置

連接，可蒐集生產線上的零件資訊或生產狀

態，並上傳到霧層，藉由在霧層的人工智慧

分來析末端層所傳送的訊息，例如以零停機

（Zero downtime ）為例，該零停機為發那科

與思科系統公司（Cisco）發展的一種回饋控

制軟體，該軟體存在於思科系統公司的雲端，

其可藉由遠端監控的方式，監看機器人上感測

裝置所回傳之資訊，由人工智慧分析機器人的

現況，避免不必要的停機或維修，造成生產的

損失；此外，該發那科智慧末端連接與驅動系

統不限用於單一工廠，而是多個工廠可一起連

接作為資訊共享。並且於 2017 年歐洲工具機

大展（2017 EMO），發那科主題依然著眼於

工業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由上述展覽

得知，發那科有工業 4.0 的概念約在 2013 年

開始，正式進入工具機的工業 4.0 或 IOT 的時

間點約在 2016 年，而在這基礎之上，發那科

除了強調工業 4.0 外，目前也積極的布局人工

智慧應用於工業化上的發展 9。

如圖 9 所示，世界知名工具機大廠德馬吉

森精機因有自有品牌的工具機與控制設備，此

在工件製造與數值控制設備都有投入技術研發

與專利申請，申請的方式較為全面，以確保技

術來源無虞，不會因核心技術掌握在別人手

上，而失去競爭力。在廣受矚目德國的工業 

4.0 中，工具機也開始積極活用物聯網。以軸

承零件開始的舍弗勒以及工具機製造的德馬吉

森精機兩家公司，以融入工具機的工業 4.0 為

目標，積極推動「工具機 4.0（Machine Tool 

4.0）」計畫，這是融入了工具機數位化，以

及智慧化的計畫。舍弗勒於德馬吉森精機的工

具機上安裝了 60 個感應器，如此一來，可以

8. 陳念舜，工具機微軟名副其實 發那科漸進工業 4.0 ，https：//www.ctimes.com.tw/DispArt-tw.asp?O=HK03MAU8XOUARASTD6 （最後

瀏覽日：2017/08/10）。

9.FANUC Ltd.，Highlights of FIELD system Corner，http：//fanuc.co.jp/en/JIMTOF2016/field.html（最後瀏覽日：2017/08/10）。圖 7、G05B19/00 技術領域重點分析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104 105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Jun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取得工具機運轉數據，以往無法實行的運轉監

視、預知保全、提升品質等都得以實現。舍弗

勒公司與德馬吉森精機透過「工具機 4.0」所

得到的實績，發展出製程數位化的解決方案，

並且已經準備好的數據池（Data Pool），用以

儲存舍弗勒製品所產生的數據，也就是雲端服

務「舍弗勒雲端（SCHAEFFLER-Cloud）」，

除了可以實現數位化工具機間的溝通之外，往

後亦可實現大數據的收集以及分析 10。

如圖 9 所示，三菱電機在數值控制設備與

工件製造上都有所申請，因其為日本控制設備

大廠，面對全球化競爭與確保研發成果獲得保

護，對此領域申請相關專利保護也是必須進行

的工作之ㄧ。三菱電機所推出的「e-F@ctory」

生產製造的概念。

其 概 念 是 由 工 廠 自 動 化（Factory 

Automation） 生 產 端， 包 含 CNC 控 制 器、

PLC 控 制 器 與 感 測 器， 基 於 開 放 網 路 CC-

link IE11 現場匯流排協定作相互的溝通 ; 資

10. 崔海川、葉秀玲，舍弗勒集團與 DMG 森精機共同描繪的工具機 4.0 ，www.tami.org.tw/wisdom_machine/wisdom_machine-718-1.pdf
（最後瀏覽日：2017/08/10）。

11.CC-Link，https://zh.wikipedia.org/wiki/CC-Link（最後瀏覽日：2017/08/10）。

12. 同註 3。

圖 9、G05B19/00 技術重點之專利申請人分析

圖 10、G05B19/00 技術重點之各國專利申請數量分析

訊 科 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端， 包

含從工程鏈、產品設計、工序設計、生產製

造、銷售、物流與服務都經由雲端與大數據作

運算與決策；邊緣計算（Edge computing）

端，包含藉由三菱 i 控制器與製造執行系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作數據整理與執行。運用工廠自動化、資訊科

技的合作以及數據情報化，可提升生產效率、

提高品質、節能、加強安全性與資訊保密，這

是三菱電機在程序控制系統產品上的應用。

圖 10 為 G05B19/00 之技術重點對各國專

利申請數量的分析，由圖 10 所示，中國大陸

在各個技術重點都有申請專利，可見中國大

陸在 G05B19/00 的技術重點技術申請較為全

面，且各專利申請人把中國大陸當作世界工廠

以及看好其市場前景，大量申請各式各樣的相

關專利，如故障診斷（Fault Diagnosis）與工

具機數值控制狀態等。

而 日 本、 美 國 與 德 國 在 三 個 技 術 Work 

Piece、Numerical Control Devices、Real 
Time 申請的數量比較平均，皆為三國專利申

請的重點，如果新進廠商現在想要切入此三個

技術重點的市場，競爭性相對較高，將面臨相

似產品品牌、價格與專利技術的挑戰。

結語

行政院推動「台灣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

主要策略即是結合國內智慧機械及資通訊的優

勢，運用物聯網、智慧機器人及大數據分析等

技術，再加上精實管理，促使我國相關產業邁

入工業 4.0 階段 12，而我國工具機產業大多群

聚在台中，多具備良好的技術與研發能力，業

者若有任何的創新發想，可方便地找到相關的

生產或製造業者，但我國過去的工具機都是以

中價位市場為主，如果想要發展到精密檢測、

精密製造、航太、國防工業，尤其日後政府推

行的國機國造與國艦國造等計畫，均需要發展

具智能化之高級機種，故我國工具機廠商必須

進行轉型，如此才可以提升面對未來全球化競

爭的優勢，將來還可以切入更高階的製造業。

根據本文分析結果可以提供工具機廠商布局工

業 4.0 相關技術的參考。

2014 至 2016 年 來 工 具 機 工 業 4.0 
相 關 專 利 在 G06F9/00、G06Q10/00、

G06F3/00（ 數 據 輸 入 的 介 面 裝 置 ）、

G06F17/00、B23Q17/00 等技術領域布局相

對積極，亦值得業界關注後續發展。

外國或本國人在我國申請 G06Q30/00 與 

G06F3/00 此二技術領域專利的數量不多，因

此假若專利權人僅在國內發展此二種領域技術

並申請專利，侵權風險較低。但假如欲到國外

申請此領域相關專利，則須做好檢索與情報調

查，避免有侵權行為。

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專利案之申請主要集中

在中國大陸、美國、日本與韓國。其中，中國

大陸專利案之申請量在 2015 年開始超過全球

總量一半以上，很明顯地，中國大陸具有大量

與工具機工業 4.0 相關技術之專利，若我國廠

商此時在中國大陸進入該技術領域，必須承受

較高的專利訴訟或技術阻卻之風險。

最後，若要進行技術合作或技術開發，都必

須藉由精準的專利檢索，以了解相關技術在各

國的專利技術趨勢與布局動向，積極跟上工具

機工業 4.0 主流技術，並且投入研發資源，開

發其他更具創新的應用技術，同時做好專利布

局，未來我國廠商才有機會與國際大廠進行專

利交互授權、縮短研發能力差距，有效競逐工

具機工業 4.0 各式各樣應用市場商機。本文轉

載於 [ 第 107.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22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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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如何投資？

區塊鏈何以發展出新型貨幣？

下一波金融科技（Fintech）風潮是什麼？

以比特幣為首的虛擬貨幣正夯，各國政府、

金融機構與民間如何應對？

本書由日本最大虛擬貨幣交易所 Coincheck 

營運長帶來第一線的專業解析， 五大面向直搗

現在的經濟核心――

虛擬貨幣使用在什麼方面最有發展？

以虛擬貨幣進行跨國轉帳，手續費與時間

等成本便可降至最低，獲取最大利益。現在，

已有許多人用虛擬貨幣購買海外不動產，堪稱

「海外置產」的利器！

非知不可！

一本帶你搞懂目前經濟新動向！虛擬貨幣正夯，政府、金融機構與民間該如何應對？ 

虛擬貨幣是個便利性高的工具，有人用以執行海外轉帳、有人拿來投資，到底是要往哪個方

向才是發展虛擬貨幣的上上之策？

由日本最大的虛擬貨幣交易所 Coincheck 的營運長解說金融潮流的新技術「區塊鏈」，與以

區塊鏈作為發展基礎的虛擬貨幣經濟潮，想要賺錢、投資、掌握趨勢的你非知不可，再不搞

懂就來不及了！

///內容特色

詳解虛擬貨幣的運作機制

目前單憑個人沒有雄厚資本難以進行挖礦活

動，「雲端挖礦」油然而生，但如何投資， 選

擇哪個較有利？虛擬貨幣真會泡沫化嗎？搞懂

虛擬貨幣的機制，自己就能掌握先機。

虛擬貨幣的相關法規制定為何影響經

濟活動？

虛擬貨幣正於全世界蓬勃發展中，各國法律

將牽制住虛擬貨幣，還是助長其風潮？ 這也影

響到企業是否加入這場賽局。

除了比特幣之外，還有哪些虛擬貨幣

值得投資？

以太幣、瑞波幣、Augur 與 Zcash 等多種

貨幣，儘管風險高，但因這領域可預見大幅成

長之可能性，如何觀察、如何下手，本書列舉

特點分析。

金融科技（Fintech）帶來的願景 
經濟民主化與自動化，將使企業成本降低、

效率提高，甚至還讓原本只提供給金字 塔頂端

的理財服務，擴及至一般人士也能享用。而新

創企業與現在的銀行機構又會 如何結合？ 

///關於作者 ////////////////////////////////////////////

大塚雄介 ■ おおつかゆうすけ

Coincheck 股 份 公 司 共 同 創 業 者 兼 COO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營 運 長。 1980 

年群馬縣出生。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研究所，並

取得物理學碩士。 在從瑞可利（RECRUIT）

獨立出來的分公司「Nexway 股份公司」，

經 歷 過 專 對 B2B 的 資 訊 科 技 諮 詢 之 業 務、

經營戰略、開發設計後，創立股份公司レジ

ュプレス（2017 年 4 月起，公司名稱改為 

Coincheck）。現為該公司營運長，營運日本

規模最大的虛 擬貨幣兌換交易所 Coincheck，

與 提 供 比 特 幣 結 帳 服 務 的 coincheck 

payment。  

撰稿：「金融財政狀態」週刊、Forbes、

WIRED 等，也上過節目「全球財經衛星」 （東

京電視台）等，並受過許多各大媒體介紹。

/////////////////////////////////////////////////////////////////////

區塊鏈與虛擬貨幣的
經濟大革新
日本最大虛擬貨幣交易所營運長帶你從五大

面瞭解區塊鏈、搞懂虛擬貨幣投資！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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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不是習性問題，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

式， 一直強迫自己「好起來」，反而會導致拖

延習慣更加頑強不屈。

其實，只要正面處理內心的恐懼和焦慮，拖

延的行為自然會蛻變為積極行動！     

無論你是……

遲遲交不出論文或報告   

工作效率極佳，卻老是錯過繳帳單或其他小

事的期限   

經常錯估通勤需要的時間   

事情往往要到最後關頭才趕著交差   

自認是個無藥可救、沒有希望的拖延者

越是強硬地逼迫自己快點「起而行」，只會

讓你更加焦慮、更想逃避該做的事。你 該做

的，是瞭解拖延的心理機制，並且善加利用拖

延心理的特性，自然而然完成所 有待辦事項！

拖延，其實是很正常的心態？

當一個人開始某項任務而產生焦慮，就有可

能利用拖延來調適這份焦慮感。 

然而，若是我們內心的恐懼和焦慮太過強

大，或是外界的壓力太過龐大，使我們無 法負

荷，我們往往容易尋求拖延的慰藉，讓自己落

入以下的惡性循環：拖延→自我批判→焦慮與

沮喪→失去自信→對失敗更加恐懼→對拖延更

擊敗拖延
/////////////////////////////////////////////////////////////////////

就從當下的
三十分鐘開始
消除潛在的恐懼與抗拒心理，
輕鬆破解慣性拖延

強烈的需求。

為什麼無論制定多詳細的計畫，也治不了拖

延的習慣？

「做就對了」、「再有計畫一點」…，都是

源自大眾對於拖延的錯誤觀念：「只要拖延 的

人不要那麼懶惰，就可以克服拖延。」 

 但是，拖延的根本原因並非懶惰，而是內心

深層的恐懼與焦慮。若是不對症下藥， 只一味

強迫自己改變行為，反而會讓我們壓力更大，

更容易透過拖延來逃避現實

別跟自己過不去：善加運用拖延的心理，有

效告別拖延症！

「我應該」、「我必須」的字眼，反而是在

告訴自己負面訊息：「我不想要做，可 是我被

迫為了＿＿＿＿＿去做。」

→ 用「我選擇」、「我什麼時候開始」等正

面的對話，取代慣用的負面自我對話。 

把整天的時間都留給工作，反而會讓自己更

不想要開始工作，工作時也更痛苦。 

→ 預留好好玩樂的時間，讓自己瞭解就算開

始工作，也能隨時停下來喘口氣；此 外，玩樂

時間還可以當作完成工作的獎勵。

安排行事曆時，應該先排入非工作性質的事

務，再排入工作時間。

→ 讓個人時間和娛樂正當化，能夠減少心理

壓力，避免自己對工作效率產生過高 的期望、

再度落入拖延的惡性循環中

【別把改善拖延想得太複雜！】

拖延檢核表：六大拖延警訊，你是否中標？ 

拖延的主因不是懶，是內心的恐懼和焦慮 

清楚易懂的十大技巧，讓你不必勉強自己，

順利改掉拖延習慣

///關於作者 ////////////////////////////////////////////

尼爾．費歐博士 ■ NEIL A. FIORE

在加州柏克萊執業的心理學家，兼任企業管

理顧問，曾於加州大學諮商中心服務， 並於工

業、健康與教育機構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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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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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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1/25~1/26 物聯網關鍵技術與應用培訓班 12 台中

3/29~3/30 大數據分析應用實務 12 台中

3/8~3/23 多軸機械手臂應用開發實務 36 台中

4/26~4/27 工業用機器人與 CAD/CAM 軟體操作實務 12 台中

4/28~5/6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 / 中 / 南

4/28~5/6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4/28~5/6 機器人工程師 ( 初階 ) 培訓班 24 台中

5/10~5/11 智慧機電整合應用實務培訓班 12 台中

5/19~5/20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 中 / 南

6/7~6/8 終端效應器設計與應用實務培訓 12 台北

6/21~6/22 AI 關鍵技術與實務應用 18 台中

7/26~7/27 機器人自動化之物流與倉儲 18 台中

7/18~7/20 視覺感測技術與 AI 影像處理應用實務 12 台中

8/16~8/17 機器人檢測安規系列課程 24 台中

8/23~8/24 智動化與機器人虛實整合應用系統 12 台中

9/13~9/14 數位工廠 Shop Floor 精實管理 12 台中

10/18~10/19 多軸機械手臂設計人才培育班 18 台中

10/27~11/4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1 人才培訓班  16 北 / 中 / 南

10/27~11/4 自動化工程師 Level 2 人才培訓班 24 台中

10/27~11/4 機器人工程師 ( 初階 ) 培訓班 24 北 / 中 / 南

11/17~11/18 自動化工程師術科實作班   16 北 / 中 / 南



112 113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產業行事曆  Industrial Calendar

Jun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

2019 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6/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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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組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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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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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年展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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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團

8/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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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7 Robodex Nagoya 2018
－ Portmesse Nagoya, Japan 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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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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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貿局補助
擬籌組參展或參觀

10/13-10/16 2018 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0/17-10/19 日本服務機器人週 Japan Robot Week 2018 
－ Tokyo Big Sight, Tokyo, Japan

11/5-11/10 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2018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有優惠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1/16-1/18 2019 年日本國際機器人研發暨技術大展 RoboDEX 2019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擬籌組參展團

1/16-1/18 2019 年日本國際智慧工廠展 Smart Factory Expo2019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2/26-3/1 2019 中國智慧工廠展覽會 - 工業自動化及機器人展
－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虹橋）

3/5-3/8 2019 法國巴黎國際工業展覽會 MIDEST
－法国里昂展 中心

3/10-3/12 2019 S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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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3/31 2019 深圳國際機器人及工業智能化展 RSE
－深圳會展中心

4/1-4/5 2019 年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博覽會
－德國漢諾威展覽中心

4/3-4/5 AI‧ 人工知能 EXPO 2019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4/8-4/11 美國芝加哥國際自動化展覽會 AUTOMATE 2019
－芝加哥麥考密克會展中心 ‧ 美國

4/13-4/16 2019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覽會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8 月中 -8 月底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2019
－南港展覽館 ‧ 台北

12/18-12/21  IREX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 2019
－ Tokyo Big Sight ｜ Japan 籌組參訪團、參展團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11/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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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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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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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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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抬頭社

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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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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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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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期刊廣告210x280-1214修改-0.pdf   1   2017/12/15   上午 11:29:33




	AIR24-封面
	air25-p1-21
	air25-小檔-後半
	air25-p28-45
	air25-小檔-後半
	air25-p56-69
	air25-小檔-後半
	AIR24-封底
	AIR24-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