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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景氣指標

景氣概況本次發布日期為 7 月 27 日；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本次發布日期為

8 月 1 日

觀察近期國際經濟情勢，美國經濟持續擴

張，歐元區、日本和中國成長動能則較為放緩。

國內受惠於全球經濟景氣復甦，加上國際原物

料價格走高，帶動了上半年進出口表現優於預

期，惟受到虛擬貨幣挖礦熱潮降溫、智慧型手

機需求不振、全球貿易爭端不確定性等因素，

令 6 月外銷訂單由正轉為負，生產表現趨緩，

影響製造業廠商對未來半年景氣看法轉為保

守。在 2018 年總體經濟預測方面，台經院預

測國內經濟成長率為 2.49%，較 4 月預測值上

修 0.04 個百分點。

在國際主要經濟體中，美國經濟復甦力道最

為顯著，也順勢拉抬就業市場表現。根據美國

勞動統計局（BLS）公布，美國於今年 6 月的

非農就業人口增加 21.3 萬人，然而失業率卻

來到 4.0%。通貨膨脹率方面， 6 月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率已達 2.9%，較上月上揚

0.1 個百分點。因應美國通膨的增溫，聯準會

（Fed）已在 6 月 14 日決議升息一碼，使聯邦

基金利率來到 1.75-2.0% 區間，與主要經濟體

利差擴大，是近期美元走強的主因之一。

另在近期景氣展望方面，參考美國供應管理

研究所（ISM）公佈 6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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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PMI）為 60.2 點，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NMI）為 59.1 點，分別較前一個月上揚 1.5

及 0.5 點。指數顯著高於 50 點臨界點以上，

意味著美國經濟將維持強勁的擴張態勢。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今年第 2 季及

上半年 GDP 年成長率分別為 6.7% 及 6.8%，

已 連 續 12 季 維 持 在 6.7% 至 6.9% 區 間。 全

球經濟持續增溫，中國上半年貿易額較去年同

期成長 16.0%，為 22,058.5 億美元；出口額

達 11,727.5 億美元，年增率 12.8%；進口額

為 10,331.0 億美元，年增率 19.9%，其中機

電產品占總出口值 58.6%，歐盟 11.7%、美國

13.6% 及東協 18.3% 為前三大出口地區，合

計占比達 47%。上半年投資方面，固定資產投

資年增率 6.00%，再創 1999 年來最低，其民

間固定資產投資較 1-5 月增加 0.3 個百分點，

年增率為 8.4%。

生產與商業活動方面，6 月除供應商配送時

間加快外，其餘指標皆較上月略為回落，中國

製造業 PMI 較上月減少 0.4 個百分點達 51.5；

非製造業活動方面，除了商務活動、銷售價

格指數增加 0.1 及 0.5 個百分點外，其餘主要

指數均下跌，整體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5.0%，增加了 0.1 個百分點，顯示非製造業

總體保持平穩向好的發展趨勢。整體看來，中

國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皆處在景氣擴張區。

國內對外貿易方面，由於工作天數較去年減

少，加上比較基期偏高，6 月我國對外出口年

增率由 14.17% 放緩至 9.42%，結束了連 3 個

月出口雙位數成長態勢；進口方面，受惠於出

口引申需求及國際原物料價格續強影響，且半

導體設備進口年跌幅縮減，使資本設備進口年

增率走揚，但手機進口連 3 月走跌，且小客車

進口轉為負成長，拖累消費品進口表現，6 月

整體進口金額較 2017 年同期增加 15.42%。

總計今年 1-6 月出口較 2017 年增加 10.92%，

進口則增加 10.82%，累計出超為 255.48 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50%。

由國發會公布的景氣概況來看，今年 6 月景

氣領先、同時指標持續下跌，顯示當前景氣復

甦力道不足有待強化。

一、景氣對策信號

2018 年 6 月較上月減少 7 分為 22 分，燈號

由綠轉呈黃藍燈。以下為個別構成項目說明：

● 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由上修值 6.4%

減為 5.9%，燈號由綠轉為黃藍燈。

● 股價指數變動率：由 8.2% 減為 7.1%，燈

號續為綠燈。

●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7.9% 減為

1.7%，燈號由綠轉為黃藍燈。

●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由 0.72% 減

為 0.71%，燈號續呈黃藍燈。

●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 15.7% 減為

8.8%，燈號由黃紅燈轉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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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由下修值

7.8% 減為 5.8%，燈號續呈綠燈。

●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變動率：由上修值 7.5%

減為 1.9%，燈號由綠轉為黃藍燈。

●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變動率：由上修

值 7.3% 減為 3.8%，燈號由黃紅燈轉黃藍燈。

●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由下修值 101.5 點

減為 100.5 點，燈號由黃紅燈轉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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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8，較五月下降 0.34%。

項 目 106年（2017） 107 年（2018）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57 101.40 101.15 100.85 100.53 100.22 99.88

　較上月變動 (%) -0.05 -0.17 -0.25 -0.29 -0.32 -0.31 -0.34

構成項目 1

  外銷訂單指數 100.57 100.32 100.02 99.70 99.41 99.12 98.80

  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 99.74 99.71 99.71 99.74 99.80 99.87 99.94

  股價指數 100.27 100.24 100.20 100.16 100.11 100.07 100.03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淨進入率 2 100.07 100.01 99.93 99.84 99.77 99.70 99.63

  核發建照面積 3 100.98 101.07 101.14 101.17 101.14 101.08 101.03

  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 99.70 99.77 99.75 99.66 99.52 99.35 99.16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100.14 100.07 100.01 99.99 100.00 100.04 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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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項

較五月上升，包括實質貨幣總計數 M1B，及製

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其餘 5 項則為下滑，分

別為：外銷訂單指數、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

淨進入率、實質半導體設備進口值、股價指數，

以及核發建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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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較五月下滑 0.43%。

表 2、景氣同時指標

7 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除了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較五月上升外，其餘 6 項

均下滑，分別為：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工業生產指數、電力（企業）總用電量、實質

海關出口值、製造業銷售量指數，以及非農業

部門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項 目 106年（2017） 107 年（2018）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1.98 101.77 101.53 101.23 100.84 100.46 100.02 

　較上月變動 (%) -0.09 -0.21 -0.23 -0.30 -0.38 -0.38 -0.43 

構成項目 1

工業生產指數 100.51 100.49 100.42 100.34 100.19 100.00 99.78 

電力 ( 企業 ) 總用電量 100.41 100.30 100.28 100.23 100.12 100.04 99.99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100.48 100.47 100.44 100.39 100.35 100.34 100.33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100.68 100.65 100.66 100.73 100.85 101.00 101.10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100.02 100.03 100.03 100.03 100.00 99.96 99.92 

實質海關出口值 100.75 100.60 100.44 100.24 100.00 99.75 99.47 

實質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100.63 100.51 100.30 100.00 99.65 99.29 98.89 

▲
 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為 99.95，較五月下降 0.27%。

6 個構成項目經去除長期趨勢後，製造業存

貨率、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以及金融業

隔夜拆款利率較上月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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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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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不含趨勢指數 100.34 100.49 100.50 100.37 100.22 100.07 99.95 

　較上月變動 (%) 0.15 0.15 0.01 -0.12 -0.15 -0.30 -0.27 

構成項目 1  
失業率 100.19 100.18 100.16 100.14 100.11 100.08 100.06 

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人數 100.18 100.17 100.15 100.12 100.08 100.04 100.00 

製造業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 100.52 100.61 100.48 100.15 99.77 99.40 99.06 

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100.03 100.04 100.05 100.07 100.08 100.09 100.11 

全體貨幣機構放款與投資 99.86 99.89 99.97 100.10 100.27 100.47 100.68 

製造業存貨率 99.60 99.66 99.75 99.85 99.94 100.00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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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落後指標不含趨勢指數走勢圖

97.3 98.2 100.2 101.1 103.10 105.2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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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數
高峰（P） 高峰（P） 高峰（P） 谷底（T）谷底（T） 谷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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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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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根 據 8 月 1 日 中 經 院 公 告 消 息，2018 年

7 月 經 季 節 調 整 後， 回 跌 2.2 個 百 分 點 至

56.1%，為 2017 年 2 月來最慢擴張速度。

新增訂單與生產數量指數皆呈擴張速度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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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訂單指數已連續第 18 個月呈現擴張，

惟指數回跌了 4.3 個百分點至 56.7%。電力暨

機械設備產業與基礎原物料產業分別轉為回報

持平 50.0% 與緊縮 40.0%，跌幅各達 15.0 與

21.3 個百分點，為 7 月全體製造業新增訂單指

數擴張速度趨緩主因之一。化學暨生技醫療產

業在 6 月大跌 14.2 個百分點後持續緊縮，指

數 45.6%。六大產業中，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

為 63.7%，已連續 2 個月維持在 60.0% 以上

的擴張速度。交通工具產業指數僅維持 1 個月

的緊縮，隨即回升 4.6 個百分點至 52.3%。食

品暨紡織產業指數已連續第 5 個月呈擴張，且

指數回升 6.4 個百分點至 60.0%。

生產數量指數回跌 2.2 個百分點至 58.8%，

呈現擴張速度趨緩走勢。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與基礎原物料產業皆回報為緊縮，指數分別為

48.9% 及 45.0%。其中，基礎原物料產業指數

下跌幅度達 11.3 個百分點。食品暨紡織產業

56.7%、交通工具產業 56.8% 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產業 55.3% 皆呈擴張速度趨緩走勢。六大

產業中，僅電子暨光學產業呈擴張速度加快走

勢，指數為 67.1%，較上月攀升 3.7 個百分點。

六大產業 PMI 中，有四大產業呈擴張，依

擴張速度排序為電子暨光學產業 61.2%、食

品暨紡織產業 57.7%、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55.5% 與交通工具產業 53.6%。基礎原物料產

業 47.5% 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47.6% 則轉

為回報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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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四、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

7 月 NMI 攀升 2.3 個百分點至 57.0%，已連

續第 17 個月呈現擴張。

四項組成指標內，商業活動（生產）、新增

訂單與人力僱用呈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為上

升（高於 50.0%）。

八大產業 NMI 皆呈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

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64.6%、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2.1%、零售業 58.5%、金融保險業 58.0%、

批發業 55.2%、營造暨不動產業 54.8%、住宿

餐飲業 51.7% 與運輸倉儲業 51.1%。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8
7 月

2018
6 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化學暨
生技醫療

電子
暨光學

食品
暨紡織

基礎
原物料

交通工具 電力暨
機械設備

臺灣製造業 PMI 56.1 58.3 -2.2 擴張 趨緩 28 47.6 61.2 57.7 47.5 53.6 55.5
新增訂單數量 56.7 61.0 -4.3 擴張 趨緩 18 45.6 63.7 60.0 40.0 52.3 50.0
生產數量 58.8 61.0 -2.2 擴張 趨緩 18 48.9 67.1 56.7 45.0 56.8 55.3
人力僱用數量 52.6 54.9 -2.3 擴張 趨緩 27 52.2 56.8 61.7 46.3 54.5 52.6
供應商交貨時間 57.2 60.2 -3.0 上升 趨緩 28 48.9 63.7 55.0 47.5 52.3 56.6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55.1 54.6 +0.5 擴張 加快 28 42.2 54.7 55.0 58.8 52.3 63.2
客戶存貨 49.7 48.1 +1.6 過低 趨緩 2 45.6 48.7 56.7 51.3 50.0 48.7
原物料價格 68.6 76.1 -7.5 上升 趨緩 29 66.7 71.4 61.7 68.8 63.6 64.5
未完成訂單 48.6 54.2 -5.6 緊縮 前月為擴張 1 47.8 54.3 55.0 38.8 43.2 38.2
新增出口訂單 53.4 57.1 -3.7 擴張 趨緩 5 46.7 61.5 45.0 41.3 54.5 50.0
進口原物料數量 57.2 58.9 -1.7 擴張 趨緩 29 55.6 61.1 60.0 52.5 50.0 50.0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55.5 60.8 -5.3 擴張 趨緩 29 55.6 62.4 58.3 40.0 54.5 50.0
生產用物資（平均天數） 36 39 - - - - 40 33 49 42 24 30

維修與作業秏材（平均天數） 32 32 - - - - 44 27 36 37 25 28

資本支出（平均天數） 64 69 - - - - 65 65 69 66 6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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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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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出口訂單』、『未完

成訂單』與『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

『新增出口訂單』已連續 5 個月呈擴張，惟

指數回跌了 3.7 個百分點至 53.4%。電力暨機械

設備產業與基礎原物料產業分別轉為回報呈持

平 50.0% 與緊縮 41.3%，指數跌幅各達 11.3 與

11.2 個百分點，為本月新增出口訂單指數擴張速

度趨緩主因。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46.7% 與食

品暨紡織產業 45.0% 已分別連續 2 與 3 個月呈

緊縮，且本月指數各下跌 2.1 與 3.2 個百分點。

六大產業中，僅交通工具產業與電子暨光學產業

仍回報擴張，指數分別為 54.5% 與 61.5%。

『未完成訂單』下跌 5.6 個百分點，指數為

48.6%，為 2016 年 3 月以來首次呈現緊縮。基

礎原物料產業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分別中斷連

續 5 與 8 個月的擴張，驟跌 16.2 與 24.3 個百分

點來到 38.8% 與 38.2%。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47.8% 與交通工具產業 43.2% 已分別連續 2 與

4 個月呈緊縮。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續跌 1.1 個

百分點至 54.3%，已連續第 26 個月呈現擴張，

惟擴張速度持續趨緩。食品暨紡織產業中斷了

連續 2 個月的緊縮，指數續揚 6.8 個百分點來到

55.0%。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在連續 6 個月維

持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後，驟跌了 5.3 個百

分點至 55.5%，為 2016 年 12 月來最慢擴張速

度。電子暨光學產業指數已連續第 19 個月維持

在 60.0% 以上的擴張速度，惟本月續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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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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單位：%
2018 
7 月

2018 
6 月

百分點
變化

方向 速度
趨勢 

連續月份
住宿
餐飲

營造暨
不動產

教育暨
專業科學

金融
保險

資訊暨
通訊傳播

零售
運輸
倉儲

批發

臺灣 NMI 57.0 54.7 +2.3 擴張 加快 17 51.7 54.8 62.1 58.0 64.6 58.5 51.1 55.2
商業活動／生產 57.2 56.3 +0.9 擴張 加快 5 46.7 53.2 65.5 55.5 75.0 61.9 54.3 50.0
新增訂單 60.6 55.4 +5.2 擴張 加快 5 46.7 58.1 63.8 62.7 72.2 65.0 50.0 60.0
人力僱用 57.9 53.7 +4.2 擴張 加快 17 63.3 53.2 62.1 64.5 61.1 57.1 52.2 56.8
供應商交貨時間 52.3 53.4 -1.1 上升 趨緩 48 50.0 54.8 56.9 49.1 50.0 50.0 47.8 54.1
存貨 53.4 54.4 -1.0 擴張 趨緩 5 46.7 45.2 53.4 52.7 50.0 61.9 52.2 59.5
原物料價格 64.1 59.3 +4.8 上升 加快 31 80.0 69.4 69.0 50.0 55.6 61.9 69.6 67.6
未完成訂單 51.2 51.7 -0.5 擴張 趨緩 2 33.3 45.2 51.7 53.6 58.3 54.8 50.0 58.1
服務輸出／出口 51.1 52.2 -1.1 擴張 趨緩 2 66.7 58.3 50.0 42.9 61.1 33.3 59.1 47.8
服務輸入／進口 55.6 55.7 -0.1 擴張 趨緩 5 60.0 47.4 55.0 53.8 60.0 60.0 60.0 51.7
服務收費價格 52.1 50.5 +1.6 上升 加快 4 46.7 53.2 51.9 50.0 55.6 52.5 56.5 52.7
存貨觀感 54.4 54.3 +0.1 過高 加快 48 53.3 53.2 51.7 50.0 47.2 57.1 54.3 59.5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46.8 53.0 -6.2 緊縮 1 30.0 38.7 51.7 48.2 61.1 64.3 54.3 45.9

產 業 別

五、未來半年個別產業景氣預測 ( 以 6 月為預測基準月 )

分點至 62.4%。基礎原物料產業 40.0% 與電力

暨機械設備產業 50.0%，分別下跌了 12.5 與 3.8

個百分點。交通工具產業與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分別連續 21 與 25 個月呈現擴張，惟指數各下跌

2.3 與 1.7 個百分點至 54.5% 與 55.6%。六大產

業中，僅食品暨紡織產業呈擴張速度加快走勢，

指數為 58.3%，較上月攀升 2.9 個百分點。

另，持續承受營業成本攀升的壓力，全體非

製造業『原物料價格（營業成本）』指數攀升

4.8 個百分點至 64.1%，已連續第 31 個月呈上

升（高於 50.0%）。八大產業中，有七大產業回

報原物料價格呈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住宿餐

飲業 80.0%、運輸倉儲業 69.6%、營造暨不動

產業 69.4%、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69.0%、批發

業 67.6%、零售業 61.9% 與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5.6%。僅金融保險業回報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服務收費價格』已連續第 4 個

月回報上升（高於 50.0%），且指數回升了 1.6

個百分點至 52.1%。八大產業中，有六大產業回

報服務收費價格呈現上升，依上升速度排序為運

輸倉儲業 56.5%、資訊暨通訊傳播業 55.6%、

營造暨不動產業 53.2%、批發業 52.7%、零售

業 52.5% 與教育暨專業科學業 51.9%。僅住宿

餐飲業 46.7% 回報下降。金融保險業則回報持平

（50.0%）。

全體非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中斷

連續第 10 個月的擴張，指數下跌了 6.2 個百分

點至 46.8%，為 2017 年 2 月來最快緊縮速度。

八大產業中，有四大產業回報未來六個月景氣狀

況呈緊縮，依指數緊縮速度排序為住宿餐飲業

30.0%、營造暨不動產業 38.7%、批發業 45.9%

與金融保險業 48.2%。另四大產業則回報擴張，

依擴張速度排序為零售業 64.3%、資訊暨通訊傳

播業 61.1%、運輸倉儲業 54.3% 與教育暨專業

科學業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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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零件)
製造業

自行車零件
製造業製造修配業

織布、紡紗
及紡織業

機車零件製造業 機車、自行車
製造業

前月為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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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全、監控、視覺辨識技術於一身

文、攝影∣葉奕緯

ROBELF 機器人

能以中英語回覆您的需求 

M
ar

ke
t F

oc
us

麗暘科技是台灣少數從事機器人研發的公司

目前絕大多數的機器人，多運用於工業製造，

如輔助製造機器人、機械手臂等，而它們多半

用來替代重複性高的動作，如組裝、卸貨、搬

運等，在靈活性上大大不如人類。

而麗暘科技的目標並不在於工業製造，而是

親民的居家、商務機器人－ Robelf，它擁有小

孩觸手可及的身高，並搭載一台平板電腦作為

互動，擁有強大的語音以及視覺辨識系統，也

能透過點擊面板操作介面。

若作為居家機器人使用，它可以協助進行居

家巡邏，當它在走動時，因為頭部能夠自由伸

展動作 ( 可以平舉九十度角 ) ，只要碰到視覺

演算法辨識到不熟悉的影像，就會立即傳送訊

息給家中主人，甚至撥打語音通話，作為提醒

之用，同時搭配前後雙鏡頭 ( 後鏡頭 Elf eye

內建 SD 卡、電池 ) ，讓主人可以遠端遙控機

器人。此外，它還能監測自己的電力耗損，當

電量低於一定值時，就會自行走到家中充電站

充電，預計 2018 年底就會實現。

而商務機器人的妙用就更多了，它依據客群

的不同，可以搭載相對應的系統，例如點菜用

的 POS 系統、移動式導覽及產品介紹、臉部

辨識的會員系統等，在未來，還會強化室內定

位效果，能夠協助家中長輩行動、避開障礙，

大大提升機器人的應用範圍，而非僅用於陪伴

或娛樂而已。

機器人的使用情境

最初，麗暘科技發現平板電腦的問世，改

變了小孩子的娛樂型態，過去的實體玩具很容

2018 年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CES) 除了展示眾多無人車、語音辨識等先進科技外，機器人

的應用也逐漸發燒，來自台灣的麗暘科技也在展中帶來歷時五年開發的機器人 Robelf ，
備受注目。

易玩膩，然而一台平板電腦卻可以搭載無數的

App，提供無窮娛樂，所以成為小孩子的新寵，

實體玩具的銷量隨之下降。看見此一趨勢，麗

暘科技才於 2013 年開始 , 決定投入以平板電

腦為主體，結合語音、視覺辨識技術的居家機

器人。

擁有一台隨身的機器人助手，是多數人的夢

想，它不僅能夠協助解決工作上的瑣事，還能

肩負著教育、陪伴功能。

Robelf 執行長陳凌鋒於受訪時表示，現在還

處於機器人應用的起步，多數人對機器人的想

像多過於實際使用，當代的軟體更新速度相當

快，硬體要跟上最新進度的難度更高。因此 ,

目前台灣除了華碩 Zenbo 及 Robelf 外，幾乎

沒有公司投入機器人市場，可謂藍海一片，就

像當初電腦進入應用市場一樣。

最初電腦問世，多數人買電腦也不是為了娛

樂或商用，而是認為電腦的未來不可限量，所

以必須買來學習底層語言；後來，是直到微軟

推出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後，才開始應用於商務

作業，如會計系統、圖書檔案管理等，最後才

普及至大眾人口。而近十年才開始發展的智慧

型手機，因為其處理速度已達到過去電腦的程

度，引發了新一輪的科技普及，而今日的機器

人也有很大可能將會改變大眾的生活習慣。

然而機器人所面臨的挑戰與 ( 筆記型 ) 電腦

不同，台灣代工製造電腦的合作廠商相對單

純，只要和微軟 (Microsoft) 、英特爾 (Intel ) 

、AMD 系統 / 晶片商進行整合就好，但機器人

不同，它不僅要整合視覺、語音辨識演算法，

還得考慮包括硬體、傳動器、馬達技術等，因

此，製造機器人需要有結合軟硬技術的能力。

過去，執行長陳凌鋒在中國有帶團隊研發數

位學習產品的經驗，回到台灣後，便與曾合作

的軟硬體工程師一齊投入機器人的研發行列， 

2016 年開始在美國的募資平台 Indiegogo 展

示商品，並順利獲得近十五萬美元 ( 約新台幣

四百五十萬元 ) 的贊助，市場反應良好，進一

步堅定團隊研發的信心。 

Robelf 團隊目前有 30 人 , 其中 20 人是研發

人員，軟體人數則是硬體的兩倍。執行長陳凌

 Robelf 機器人的正反面

本文轉載自 CTIMES 零組件第 318 期 (2018 年 4 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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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小米也是一樣，外界都認為它是一家

販售手機的硬體公司，然而它每賣一支手機都

是在賠錢，它主要是靠 app 商店賺回利潤。

而 Robelf 的商業模式也是一樣，機器人的售

價將會控制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範圍 ( 兩萬元

上下 ) ，依靠其他的加值服務賺錢。

年初在拉斯維加斯所舉辦的美國消費性電子

展 (CES) 中， Robelf 也與科技部合作參展，

陳凌鋒發現，無人機的熱潮已經過去，應用市

場也相當成熟，但語音辨識領域仍處兵家必爭

之地，過去知名的語音辨識公司多已易主。

因此，目前 Robelf 選擇中國科大迅飛 ( 將

改與騰訊或百度合作，尚未確定 ) 以及 Google

作為中、英語的語音辨識合作商，運算方面選

擇聯發科晶片 , 並內建五個超聲波感測器、三

個紅外線感應器，以及 Wi-Fi、藍牙聯網裝置。

而 Robelf 除了在價格上親民外，它也開放

SDK 讓眾多開發商可以自行設計不同的軟體服

務，消費者只需進入其機器人平台，就可以下

載不同的應用功能，如近年流行的 Chatbot、

Emoji 功能也能實現。

Roblf 行銷企劃洪偉倫表示，團隊過去有製

作數位學習的經驗，因此也會在教育方面多加

著墨，如透過臉部辨識，讓小孩在固定時間學

習外語，而媽媽也能知道小孩每日的學習進

度。並利用人工智慧技術與 K12、學齡前教育、

應試培訓等項目開發者合作。

 機器人有近似於人類的表情，頭部也裝有關節能隨著 話對
象而移動

對機器人的想像

截至目前，機器人的實際應用仍處未知狀

態，它能實現哪些功能 ? 有多少比例將取代人

力 ? 都仍等待進一步的檢驗。2018 年 2 月，

日本軟銀集團旗下公司波士頓動力 ( Boston 

Dynamics ) 所研發的四足機器人「SpotMini」

加裝機器手臂，能夠自行轉動門把開門，受到

熱烈追捧歡迎，然而它卻所費不貲，要讓一般

消費者買得起，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醞釀。

執行長陳凌鋒認為，當前機器人在視覺辨識

的能力上仍有不足，當你的攝影機掃描一間辦

公室時，要取得三張椅子、一張桌子、兩盞燈

的資訊，並不容易。過去我們也常想像機器人

可以幫我們斟酒、遞茶，但這並不簡單，除非

鋒認為，台灣過去以代工為主，擁有整合資源

的能力，所以擅長在一定的成本下，製造出效

益最高的產品，這也是 Robelf 的優勢所在。

機器人的辨識技術 

執行長陳凌鋒說道，在語音辨識的市場中，

亞馬遜隱隱有領頭的趨勢，他們的產品已成為

業界指標，然而事實上，他們銷售的價格不高，

硬體毛利低，獲利最高的地方在於軟體服務。

是固定並重複性高的動作，才較容易實現。

以目前看來，接下來的家居機器人，會擁有

一套語音、視覺辨識系統，具備簡單的移動能

力，以及一組具有運算能力的聯網裝置，最後，

還要有讓消費者能夠買得起的價格，因此，機

器人公司的整合能力相對地會更重要。Robelf

也預計，最快將於 2018 年 COMPUTEX 台北

展展示成品並量產，讓大家體驗這款具備多功

能的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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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產業的機會

文∣國立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李淑貞主任、陳琬云組長

長期照顧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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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大量人力成本的花費，輔助科技 ( 以

下簡稱輔具 ) 的提供，不僅涉及的社會成本較

低，且讓照顧者有照顧的工具以避免受傷，或

能使長期照顧需求者自立與過有尊嚴的生活。

然而，目前我國長期照顧領域，輔具應用尚未

普及。常見民眾面臨照顧問題，並未能充分利

用市售的輔具產品來協助照顧，更不知政府

有針對長期照顧需要 ( 失能 ) 二等級以上者或

身心障礙者，提供輔助照顧與生活的相關輔具

補助及 / 或給付。而現在科技的進展，輔具產

品未來的趨勢，更是朝向整合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物聯網（IoT）、3D 列印、精密機械、

材料科學、大數據與人工智慧（AI）發展。這

些新研發產品，若能貼近於民眾的需求，能有

效解決民眾長期照顧的困難，再加上政府適切

的長期照顧輔具給付與支付政策，以及民眾有

充分資訊與方便取得的平台與機制，則輔具產

業新世紀發展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本中心 ( 國立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

中心 ) 自 2001 年起，承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的【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至今這個唯一國家級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已營運 17 年。因為有這 10 多年這麼長期的工

作經驗，與各級政府密切合作與聯繫，與專業

服務單位並肩努力工作，服務民眾，深刻體認

到臺灣非常需要一個輔具暨長期照護的產業平

台，因此為全國民眾打造國際級的【臺灣輔具

暨長期照護大展 (ATLife) 】；更從 2018 年起，

訂為解決生活問題的產業平台，增添全球首創

的嶄新元素，發行每年度的【長期照護 12 大

哉問產品指南】( 圖一 )。

長期照護 12 大哉問，是我們中心多年實務

工作經驗所歸納整理的長照 12 大痛點，包含

有長者運動復健 / 復能問題、上下樓梯與交通

接送之外出活動問題、居家生活依賴無法自

我國已邁入高齡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2025 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有長期照顧需求的人口數，已快速增加。目前我國仍大量依賴人力照顧模式，不論

是居家照顧型式或機構照顧型式，未來所需的人力照顧成本，社會恐難負擔。以日本的長

期照顧實施的經驗顯示，國家需要“同時發展非人力照顧模式＂，並延長國民的健康餘命，

以縮短需被照顧的失能時間，才能在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同時，讓國家社會得

以永續發展。

立、行動擺位困難、照顧移轉位十分辛苦、全

齡住宅或舊屋無障礙修繕問題、出院呼吸照護

如何處理問題、皮膚潰爛與壓傷預防問題、長

者視茫茫與耳重聽問題、長者疼痛與關節無法

受力需使用輔具問題、智慧照顧能否有效益地

實踐、發展障礙兒童長期所需輔具如何適配等

長期照顧的 12 種痛點。任何想跨入長期照顧

輔具產業的企業單位，若能實際蹲點觀察或體

驗民眾在這 12 大長期照顧的困難，並能盤點

市售商品目前的優勢與不足，相信必能作為產

業創新研發新製品、開發產品服務通路或創新

產業服務型態的重要利基。

以下整理長期照顧 12 個大哉問與其相對應

之輔具產品與資源的解決方案，並針對機器人

與智慧自動化產業較容易參與之部分簡介說

明。

長照大哉問 ( 一 )：

老了不想動、不敢動、不會動 ? 運動對

我有什麼好處 ?

隨 著 身 體 老 化， 高 齡 者 的 快 肌， 也 就 是

第 二 型 肌 纖 維 (Type I I  Muscle f ibers) 逐

年下降，肌肉量與爆發力下降使難以對突發

危險產生立即反應，因此平衡下降、跌倒風

險增加，而跌倒常導致高齡者臥床、失能與

死亡。年紀大的長者，若又失能，走不久、

站不穩；我們常見的是，照顧者忙於提供身

體和生活照顧，運動復健往往是最後還有精

圖一：長期照護 12 大哉問產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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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會顧及的。然而，先進國家如德國或

日本，都一再強調，長期照顧應該復能 ( 復

健 ) 優先，無論人力支持或輔具應用，搭配

物理環境軟、硬體設施設備，讓長者儘量自

行使用他們自己的肌肉力量，則不僅能維護

長者的身體肌肉骨骼與神經控制，還能避免

認知功能下降。

如 何 讓 長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學 會 簡 單、

安 全、 有 效 的 活 動 和 運 動 方 法 呢 ? 從 實 證

科學，可以歸納出生活中的精準運動復能，

需要搭配適當的運動復健器材，更需要大量

練習。唯有充分的精準練習量，才能達到有

效的運動復能目標，這又需要有運動復能的

專業治療師指導喔 ! 目前透過大數據分析發

展的「生活中的精準運動復能」概念，搭配

適當有效的「運動輔具器材」，如智慧輔助

運動復健、外骨骼系統、新型肌力肌耐力訓

練器材、新型心肺耐力訓練器材、體感運動

復健系統、遊戲運動器材、步型平衡訓練器

材…等的應用；科學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運

動 更 精 準、 有 效， 確 實 遠 離 肌 少 症、 骨 質

疏 鬆， 降 低 跌 倒 的 風 險， 增 加 健 康 體 適 能

促進生活自立，並逆轉輕度認知損傷 (Mi ld 

Cogni t ive Impairment,  MCI)，以避免輕度

認知損傷者繼續退化，成為不可逆的認知症

(Dement ia，目前在臺灣普遍稱為失智症 )。

長照大哉問 ( 二 )：

日常大小事都得靠別人幫忙，哪些是我

可以自己來的 ?

當長者動作變慢、力氣變小，日常大小事

變得沒效率又費力，更需要善用生活輔具，以

協助解決生活困擾，過有品質與獨立自主的生

活。民眾常諮詢的長者居家生活問題有﹕

• 進食與口腔衛生

生活困擾﹕手會抖，菜容易掉，喝水會嗆到，

握不住餐具，容易翻倒碗盤，力

氣小，手會痛，無法開罐，忘記

已進食…等。

輔具好幫手﹕智慧餐具輔助計量進食或餵食，

智慧牙刷輔助口腔照護，以及特

殊設計適合失能者握持的刀、叉、

湯匙、筷子、碗盤、杯子、防滑墊、

省力開罐器、牙刷…等。

• 如廁

生活困擾﹕失禁，使用一般馬桶有困難，進

出廁所不方便…等。

輔具好幫手﹕電子尿片 / 智慧尿褲、特殊馬

桶、各式便盆椅、寢具乾燥車…

等。

• 淋沐浴

生活困擾﹕進出浴室不方便，浴室濕滑危險，

洗澡水熱頭暈又站不穩…等。

輔具好幫手﹕智慧淋浴間、智慧洗澡機、特

殊浴缸、各式沐浴椅…等。

• 起身坐下

生活困擾﹕使用座椅，尤其是沙發，坐下就

很難起身，坐到站很費力…等。

輔具好幫手﹕智慧自動起身椅、站立式起身

扶手、特製座椅、特殊環境控制

系統…等。

• 用藥安全

生活困擾﹕長者分藥、用藥需要被協助。

輔具好幫手﹕智慧藥盒。

長照大哉問 ( 三 )：

下不了樓也出不了門，該如何安全、輕

鬆的出門 ?

年紀大的長者，下肢無力，平衡也不好，愈

來愈無法上、下一般樓梯。而輪椅使用者即使

是到了大門口，卻又沒有適合的車輛搭乘，交

通接送該怎麼辦？其實，透過輔具的協助，能

夠解決樓梯與交通接送的障礙。樓梯的障礙，

可以透過軌道式樓梯昇降椅與爬梯機來解決問

題。交通接送的問題，可由「福祉車」與「車

輛改裝」來改善上、下車問題或利於安全乘坐，

更可以藉由物聯網智慧自動化，發展長者往返

住家與長照服務據點的智慧交通接送系統服

務。

長照大哉問 ( 四 )：

行動不便、輪椅又坐不住，怎麼辦 ? 

個人行動輔具有許多種，如：手杖、拐杖、

助行器、助步車、手動輪椅、電動輪椅、電動

代步車…等。依據能力與使用目的有不同的選

擇。而坐輪椅時，常常看見長輩身體往下滑，

總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將身體拉正，但過一陣

子又往下滑…究竟怎麼樣才能坐得好 ? 一般而

言，選擇適合個人身體功能、尺寸與活動任務

的輪椅是非常重要的，應注意輪椅各座椅、背

靠、腳踏板、扶手的高度、長度、夾角等是否

與身體尺寸、關節活動度符合。再搭配正確使

用骨盆帶、具空中傾倒功能或量身調整型座椅

的輪椅，都可使乘坐者不易向前滑。而未來智

慧型電動輪椅，包含聲控、腦波控等，或輪椅

的智慧自動化組件，都有機會創新個人行動輔

具。

長照大哉問 ( 五 )：

抬、抱、背好辛苦，傷腰又賠了被照顧

者的尊嚴 ?

「移動家人」是照顧上困難的例行任務，經

常抬舉、背 / 抱家人導致照顧者肌肉骨骼傷害，

而力氣不夠大讓每次搬運過程都很驚險。應用

輔具各式巧妙設計及附加功能，能讓照顧活動

借力使力更安全，或失能者可以自立，儘量不

依賴他人。智慧型電動床，例如具備記憶功能，

能夠配合生活任務，利用聲控或受照顧者的生

理訊號自動調整電動床，將會是電動床與移轉

位輔具之創新發展。

長照大哉問 ( 六 )：

家裡障礙重重，居家無障礙誰可以幫我

規劃 ?

舊屋裝修，遇到一個問題就改善一點，多

次裝修後才發現沒做全面的規劃，事實上照顧

空間規劃要能搭配生活活動與照顧需求，還要

考慮活動動線、所用輔具與復健所需的空間。

而自動化的智慧屋，例如自動化的建物硬體設

施、設備、傢俱等 ( 電動門或窗簾、昇降櫥櫃、

昇降曬衣架、多功能智慧自動化收納空間…)，

讓友善居家環境更宜人居住。

長照大哉問 ( 七 )：

出院後，回家的呼吸照護怎麼辦 ?

住院時，呼吸照護的工作由專業人員負責，

但出院後的呼吸照護需求該如何解決？從呼吸

醫療輔具的準備，到呼吸醫療輔具的使用，這

些居家呼吸照護問題，都可諮詢呼吸治療師以

獲得專業服務的協助。而呼吸照護智慧服務系

統的發展，例如導入自動生理訊號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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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配合療程的自動裝置，可以降低照顧人力負

荷和照顧風險。

長照大哉問 ( 八 )：

壓傷永遠不會好，該怎麼照顧 ?

壓傷（俗稱壓瘡、褥瘡）是因血管受壓使

血液循環不良，造成表皮與深層組織壞死，常

見於臥床者與下半身感覺運動機能損傷者。壓

傷容易傷口潰爛、感染，甚至引發敗血症，嚴

重會導致器官衰竭與死亡。定時變換姿勢並鼓

勵活動，使用減壓產品，維持皮膚的清潔與乾

燥，注意移動時對皮膚的摩擦力、維持營養均

衡、定時檢查皮膚受壓狀況，皆能減少壓傷

發生的機會。因此，使用減壓床墊 / 座墊需搭

配具透氣性與延展性的罩套，是非常重要的。

在輪椅座墊方面，除了考量使用座墊的減壓需

求、使用者的身體狀況與活動能力外，還須考

量坐姿穩定性或使用活動任務與環境等多種

因素。減壓產品有不同等級，因應身體功能需

求，選擇不同等級的產品！氣墊類產品不是氣

充得愈飽愈好，應有適當的「沉入」效果，避

免讓身體與氣墊硬碰硬。使用減壓床墊仍要定

時翻身，翻身還有擺位、肺部照護等功能。目

前已有廠商開發智慧型氣墊床，結合氣墊床墊

與自動翻身功能，是一個能解決民眾照顧需求

的新概念產品。

長照大哉問 ( 九 )：

退化讓我視茫茫、耳重聽，只能忍耐嗎 ? 

聽覺退化、聽不清楚，使在與他人溝通的過

程中常常會說「你說什麼 ? 說大聲一點我聽不

清楚 ! 」藉由擴音器可將聲音放大，如「手持

式擴音器」在需要時可將擴音器拿靠近耳邊使

用，「電話擴音器」可加裝在電話上擴大電話

的音量，另外也可配戴「助聽器」協助聽力。

助聽器有深耳道型、耳道型、耳內型與耳掛型，

購買前請先經過專業的評估，並考量配戴與操

作的方便性。除了與他人溝通時放大音量的輔

具外，也有將電話、門鈴、火警…等原本以聲

音傳遞的訊息，將聲音轉換成以其他感官覺如

閃光、震動…等方式傳遞資訊，如電話閃光震

動器、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火警閃

光警示器…等，如此便不用擔心因聽不到而漏

接訊息。這些資通訊設備，加上智慧照顧的概

念，及時提醒照顧者和啟動輔助服務系統，是

目前的趨勢產品。

而視力模糊使書報雜誌或遠方事物常常看不

清楚，目前市面上有多種類型的「放大鏡」能

滿足不同的閱讀習慣，例如 : 桌上閱讀型、檯

燈型、手持式、掛頸式…等，另外還有「手持

望遠鏡」、如電子版放大鏡且可調整倍率與顏

色對比等功能的「可攜式 / 桌上型擴視機」。

為了解決視覺不足的困擾，也有產品透過其他

感官來輔助視覺，例如透過聽覺的「語音產品」

（如語音手機、手錶、時鐘、血壓計、體溫計、

體重計…）與「報讀軟體」，以及透過觸覺的

「點字」與「白手杖」，都可以用來彌補視覺

的不足。針對戴了眼鏡依然看不清楚、畏光、

眩光等有特殊需求者，可針對屈光矯正、斜視

矯正、放大、遠用及近用、延伸視野、防眩光、

增強對比…等功能依需求配製「特製眼鏡」，

或使用「包覆式濾光眼鏡」阻隔藍光、紫外光

與過濾光源。而人工電子眼的發展，以及其他

相關的輔助視覺不足的資通訊設備，未來加上

智慧照顧的概念，及時提醒照顧者和啟動輔助

服務系統，也是趨勢產品。

長照大哉問 ( 十 )：

疼痛、變形、無法受力，身體沒辦法用 ?

長年的錯誤姿勢與身體負擔的累積，導致

身體可能出現疼痛、變形以至於無法受力的狀

況，適時透過護具、鞋墊、矯具、義肢的協助，

能提供身體額外的支撐力，讓你坐得更直、站

得更久，讓日常活動順利進行。護具依部位有

護腰、護膝、護踝、護腕…等，能協助肌肉固

定關節並限制關節活動。並不是每種身體痠痛

都適合穿戴護具，找出病因對症下藥，並聽從

專業人員的指示才是正確的方式。特殊鞋墊與

鞋具輔助站立與行走、平衡壓力分佈、減輕疼

痛與處理傷口。如扁平足、足底筋膜炎或需久

站、走路的人，可以選擇具足弓支撐性的鞋墊；

糖尿病患者可選擇針對足部傷口處進行減壓；

下肢變形或長短腿者可選擇量身訂製的鞋墊或

特製鞋，避免單點壓力過大或變形加劇。目前

已有業者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以及 3D 列印

等發展智慧型護具、矯具與義肢的服務系統，

提供快製適配服務，已有市場效益。

長照大哉問 ( 十一 )：

有沒有更聰明的照顧方法 ?

智慧照顧總為你多想一步。將科技應用在輔

具上，不僅能夠解決照顧上的人力問題，也能

增進自我照顧的能力，提升生活品質、促成有

尊嚴的生活。透過資訊及通訊科技、物聯網、

雲端系統、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應用，讓更多

照護自動裝置與遠距照護系統應用在長期照顧

中，例如提供陪伴與社交的功能、身體功能 /

活動紀錄與警示系統、跌倒與危險通報系統、

健康促進服務系統、照顧服務資源媒合平台…

等，這些應用降低了照顧上的人力成本、增加

服務效益，並讓生活用品智慧化、提供個別化

服務，使照顧更貼心、更到位。

長照大哉問 ( 十二 )：

兒童輔具百百種，哪一種適合 ? 

發展障礙兒童個別差異大，在選購輔具時，

家長常常需帶著孩子東奔西跑、到處試用，才

能挑到適合孩子的輔具。在挑選輔具的過程中，

家長們心中常常會有這些疑惑﹕「我的孩子需

要哪些輔具？」「該買哪一款輔具才適合？」

「如何知道是否適合孩子？」。發展障礙兒童

長期所需輔具的適配服務系統，是智慧型輔具

與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有待開發的領域，未來隨

著精準輔具服務的發展，仍有無限可能。

結語：

輔具就是生活的便利品，智慧自動化是

用於解決生活問題的

輔具是生活的便利品，讓人生活得更獨立

自主、有尊嚴。現在科技的進展，輔具產品未

來一定是朝向智慧自動化發展。然而，有市場

競爭力的智能輔具，一定要能貼近於民眾的需

求，能有效解決民眾長期照顧的困難。未來，

加上政府適切的長期照顧輔具給付與支付政

策，以及民眾有充分資訊與方便取得的平台與

機制，則智能輔具產業新世紀發展，是非常令

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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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wins、ROS 與 AI
關鍵三要素強化機器人性能

背後沒有人操控、沒有人使用遙控器或預

先程式設定的自動機器是否真的能產生？ 7 月

時，阿拉伯籍的機器人公民 Sophia（蘇菲亞）

來台，她已經可靈活做出微笑、生氣和皺眉 3

種表情；但是她到哪一天才會知道自己是真的

機器人呢？打造人工心智的困難程度比我們所

想像的還要高出許多，機器的智能何時才能與

人類相等或超越人類？

我們看到了一些技術發展的曙光，Digital 

Twins( 數位孿生 )、ROS( 機器人作業系統 ) 與

AI( 人工智慧 )。數位孿生的應用加上人工智慧

自我演化，成為一個能增長智慧的系統，再以

ROS，讓感知、即時運動控制、影像處理、定

位與導航等技術透過一致性的架構應用到機器

人上，在此平台上進行技術整合。

以數位孿生技術豐富機器人的經歷，以 ROS

提高機器人的靈敏度，以 AI 強化機器人的智

慧……。到底哪一天我們才會處於一個機器人

無所不在的世界 ? 沒有人有肯定的答案，但是

大多數的人有信心這天很快會到來。

一、數位孿生技術豐富機器人的經歷

Digital twins 這個名詞，中文被稱之為數位

雙胞胎、數位分身、數位代理，或是被稱為數

位孿生；顧名思義，就是真實世界裡某個實體

物體、物件或是系統的數位象徵，一種數位化

的模擬。所謂數位化模擬就是將某個實體物

體、物件、設備或系統，以資訊科技製成完全

相同的虛擬模型，讓人們可以藉由虛擬模型的

掌握更容易瞭解物體在真實世界的狀況。

利用感測器即時性地大量收集資訊成為大數

據，再配合電腦運算能力的強化擴展數位化模

擬的應用，數位孿生不僅是實體物體的虛擬版

本，更是可透過虛擬端的資料分析、模型建構、

控制，對實體物體的活動內容進行深度對稱性

管理，應用在研發、製造、操作與服務等流程。

是的 ! 這讓我們聯想到機器人，特別是機器

人經驗的積累。各式智慧型機器人不斷應運而

生，且已進一步整合聲學、觸覺、力覺等感測

元件，形成各種客製化的專用模組，以便展現

更聰敏的智能，執行更靈活的動作。

2018 年慕尼黑自動化工業與機器人展上，

筆者見到某家日系工業機器人大廠，示範機器

人在塗裝系統的應用，它透過感測器裝置直接

用人體遙控操作機器人，該系統可以讓作業員

以遠端協調方式操作機器人進行塗裝作業，作

業員利用接受力覺、觸覺、聽覺、視覺的回饋，

讓遠端操控宛如直覺性的操控，再將操作的內

容傳遞給機器人，機器人記住作業員的操作，

再轉換成自動運作；這個系統的目的就是要讓

不是那麼熟練塗裝技術與機器人的作業員，可

以快速的上手。

機器人可以快速複製人類大腦的想法嗎 ? 未

來我們有沒有辦法直接將人類的想法移植到機

文∣工研院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黃仲宏

器人上 ? 數位孿生就是建構一個虛擬但是具備

智慧的數位代理人，此虛擬分身可以根據感測

器所蒐集到的數據資料進行運算、分析，產生

新的知能，而且可以隨時針對機器人運行狀態

進行修正與復原。透過感測器將實體運作的塗

裝機器人的真實處境，透過物聯網鏈結到虛擬

世界中相對應的數位塗裝機器人。也就是數位

孿生機器人將會擁有實體塗裝機器人的腦袋，

並儲存實體機器人在塗裝過程中的特質與經歷。

數位孿生的概念應用在智慧製造上，有點

像 是 虛 實 整 合 系 統 (CPS，Cyber-Physical 

Systems) 的虛擬模型，透過網路虛擬端的資

料分析、模型建構、控制，對實體活動內容的

深度對稱性管理。但是與之不同的是，此虛擬

模型是有智慧的，並可以透過人工智慧自我演

化，透過機器學習技術學習人類不同的塗裝技

巧與習慣，再轉換給機器人以自動運作的方式

做適當與確實的作業。

如果是應用在服務型機器人上面，透過感測

器，此數位孿生機器人將可隨時且完整地複製實

體機器人的各個特性，數位孿生機器人還可藉由

深度學習技術，將實體機器人所處的情境加以運

算，甚至進而產生智慧，或者是提供建議。

目前在日本已經有以人類心智控制身體行動

的行動輔助外骨骼機器人，這種特殊的裝備是

把人的肢體包起來，然後用馬達讓手腳移動，

讓肢體癱瘓的人「用想的走路」，外骨骼機器

人目前主要被應用在「再次行走」。如果有一

天，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專屬的實體擬人機

器人，藉由各個專屬的數位孿生機器人，我們

每個人的智慧與經驗將可以不間斷地被傳承。

二、ROS 提高機器人的靈敏度

軟體銀行的雲端系統，想要引領現在的科技

從資訊科技 (IT) 走向數據技術 (DT) 的變革；

鴻海目前重金所投資的數據中心，就是看到了

未來大數據服務的機會。雲端技術發展與應用

快速崛起，市場潛力無窮，如何處理龐大資料

量並讓機器人具有智慧且能彼此溝通，是軟銀

與鴻海合作建置雲端系統的重要挑戰。軟體銀

行機器人 Pepper 現在的計算能力和記憶體仍

然有限，是個有限的獨立系統；當機器人遇到

困難，無法從自身得到解決方法時，這時就要

以所謂的群眾運算 (Crowd Computing) 來克服

問題：利用全球網路上大量且不知名的人類形

成的人工智慧來幫忙完成工作。當地球上的某

人有了一個新的運算方法，他可以利用機器人

操作系統 (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

快速分享給全世界的研究者，也就是運用網路

得到來自全球各地的研究者共同分享機器人的 

Code( 程式碼 )、設計以及數據，ROS 是一個

開源式 (open source) 的機器人開發平台，全世

界的機器人開發人員皆可在此共通的平台上進

行技術整合，進行相關的研究以及資源分享。

我們需要讓感知、即時運動控制、影像處

理、人工智慧、定位與導航等技術透過一致性

的架構應用到機器人上，在走向開放資源的過

程中，它的智慧與腦力將會有更快速的進步。

ROS 系 統 源 起 於 2007 年 史 丹 佛 大 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直至

2012 年 ROS 發展團隊獨立，組建 OSRF(The 

Open Source Robotics Foundation) 非營利組

織，為機器人開發社群提供開放原始碼工具與

應用支援。ROS 逐年發佈新版，系統核心以

Linux 為主，ROS 顛覆了原本以封閉式軟體為

主的機器人開發系統，加速封閉式軟體的創新，

ROS 的推動使機器人技術層級更趨大眾化，並

建立統一的標準設計架構。

機 器 人 智 慧 化 應 用 中， 機 器 人 作 業 系 統

(Robot Operation System；ROS) 是 最 關 鍵

的一環，因為機器人要能投入生活或是醫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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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應用場景，都需面對相較生產線自動化更

複雜的空間環境；在機器人逐漸變聰明的情況

下，由機器人打造的居家監控、安全防災、醫

療照護、效率工作生活已宣告啟航，如何賦予

機器人可在任何地方行走的移動能力已受到矚

目，必須仰賴環境空間進階感測搭配自身載具

導航至定點、同時判斷被服務對象與機器人間

的距離與環境空間限制，驅動對應手臂或是夾

具進行傳送服務，此處 ROS 系統的效用就等

同於大腦中樞，不僅即時匯集環境變動數據，

也同時分析機器人與被服務對象的相對空間位

置，並精準做出對應。

當機器人運行至使用者身旁後，機器人系統

ROS 還需透過感測器測量服務對象的空間位

置，進而提供對應服務操作，整個過程可能須

在幾秒內完成，產生的大量分析、判斷與決策

執行，這是 ROS 的核心工作。NASA 開發的

人型機器人，BMW 或 Bosch 的無人車、百度

的無人車開源架構 Apollo，均使用 ROS 做為

系統整合或是演算法的驗證。ROS 在高階機器

人與無人車的領域潛力無窮，因為它將提高機

器人的靈敏度。

我們現今進入到需要多台機器人協同工作的

時代、進入到無人車的時代，已需要大量影像

的快速、精準、不失真的傳遞。早先的 ROS

特性已漸漸無法適切地處理現今機器人所遇到

的各種挑戰，主要是之前的 ROS 以有線網路

(Ethernet) 為主、用 TCP/IP 做為通訊協定、

在單台機器內做資料傳遞，且通訊品質、通訊

安全、資料處理優先權等問題讓空間定位、路

徑規劃、傳動機制等多項技術的軟硬體機電整

合難度提高。

OSRF 早 已 在 2014ROS con 正 式 提 出

ROS2.0。ROS2.0 的 出 現， 解 決 了 ROS1.0

如前所述的缺失，ROS2.0 主要用來實現多台

機器人的協同工作、支援小型嵌入式系統、可

做到即時控制 (Real-Time)、可確保在無線環

境下的通訊品質。這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縮短

了機器人商品化的過程，ROS2.0 已不斷地被

驗證中，例如日本的無人車平台 Autoware、

DroneCode，預計透過 ROS2.0 與 ROS 生態

圈對接，美國 Intel 釋出一連串與 ROS2.0 相

關的影像和 AI 軟體庫。

高階機器人、無人車要提昇其在人類活動環

境與人類協作的親和力，強健穩定的靈敏度才

能造就高效能與品質的應用與服務，美國、日

本等先進國家的機器人發展戰略均集中投資在

包括機器人技術的革新活用。在機器學習技術

不斷演進，機器人腦袋逐漸變聰明的發展下，

更高自由度、更能靈活應用的機器人，被重視

的程度將與日俱增。

智慧機器人技術與應用為全球重要的發展趨

勢，從傳統的工業機器人，以至賣場服務、居

家應用、醫療照護，甚至先進製程。高靈敏度

是機器人發展的重點，ROS 讓彼此溝通無礙，

為機器人營造更寬廣的舞台，也讓機器人未來

不再僅是工廠內的獨立元件或工作站，能輕易

串聯不同廠牌的機械手臂、AGV 或其他設備，

藉由 ROS 實現各種智慧製造應用場景。

三、AI 強化機器人的智慧

機器人只能在某一個專精的領域才能勝出

人類，例如下西洋棋、建立天氣模型，西洋棋

的下法已經出現幾百年，因此只要有電腦的運

算能力就可以模擬西洋棋的千百種走法及棋局

攻防。如果參照人類意識的定義，那麼可說目

前世界上的所有機器人都還停留在非常原始的

階段，還在試著學習基礎的事物，還在學習如

何認識世界。假若現在要一個機器人去搶劫銀

行，首先得讓機器人知道這間銀行的所有基本

資料，例如金庫藏錢的地方、具有哪些的保護

措施、警衛和旁人會如何反應…。有些狀況可

以用程式設定，但是其中有數百個細節，人類

的心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自然而然的瞭解，但

是機器人就是很難辦到。

人腦即便是遭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傷，還是可

以有不錯的認知能力；這是因為人類並非數位

化的電腦，而是極為複雜的神經網路。電腦有

固定的輸入輸出架構，而人類神經網路則是由

神經元構成，學習之後會持續改變且強化。人

腦中沒有程式、操作系統、視窗軟體，也沒有

中央處理器，它是大規模的平行網路，有千億

個神經元同時活動，這是相當不同的。當機器

人走進房間開始辨認物體及方向時，其程式就

得進行數兆次的計算，把看到的物體分析成許

多畫素、線條、圓圈、方形和三角形，然後和

資料庫中的數千個圖形比對。機器人會把一張

桌子看成是由許多點和線構成的大雜燴，但無

法體認出「桌子的本質」。即使機器人能成功

的比對物體和資料庫的影像，但只要稍微讓桌

子翻轉倒地或轉個方向，就會讓機器人陷入迷

惘。人類的腦子能自動考量物品不同的角度及

變化，人腦的神經元在下意識中運作了數兆

次，幾乎不費吹灰之力。

人工智慧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待解決：普通常

識。目前機器人最好的立體視覺可以比人眼看

的更多看的更精細，但是機器人無法辨識所看

到的東西，它不知眼前放的到底是一個網球還

是一顆橘子，如果把機器人放到人來人往的逢

甲夜市，它很有可能一下子就會失去方向而迷

路；圖形辨識和普通常識的進展是機器人能否

像「人」的重要關鍵。普通常識對機器人而言

是個大問題，它們不了解這個物理世界和生物

世界的簡單事實。例如「天氣好熱不舒服」、

「媽媽的年齡比女兒年長」；把這些訊息轉譯

成數學邏輯的工作已經有些進展，不過要把 5

歲大的小朋友所具備的普通常識分門別類讓機

器人擁有，至少需要數億行的電腦程式，這必

須寄望於電腦記憶體和處理速度的不斷進步。

人類從 60 年代就已經投入神經網路的研究，

提出各式樣的結構發展與學理，但直至 90 年

代，人工智慧的研究還是處於寒冬期，當時包

括神經網路和模糊邏輯等學理的實現並沒有達

到預期的水準。

不過在許多企業與研究人員長期不斷的研究

下，再加上今天在摩爾定律 (Morre's Law，

IC 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約每隔 18 個月便

會增加一倍 )、吉爾德定律 (Gilder's Law，通

訊網路系統的頻寬會以每 12 個月進步 3 倍的

速 度 )、 梅 特 卡 夫 定 律 (Metcalfe's Law， 網

路的節點會愈來愈多，網路愈能發揮價值 )，

等這影響科技產業的三大定律不斷演進下，已

有 可 能 讓 基 於 CNN（Convolutional Neuron 

Networks, 卷積神經網路）的深度學習技術解

決複雜又實用的問題。基於 CNN 的人工智慧

解決了傳統類神經網路運算量龐大且不易應用

至影像之缺點與限制，大幅提升影像檢測與分

類之應用。

現今機器視覺系統，皆強調「能快速整合」，

視覺是自動化系統的重要模組，因此其能與

PLC( 可程式邏輯控制器 )、其他控制設備、或

機器人的快速整合，影像辨識技術幫助人類高

效率地完成看的工作，機器人將會像人類一樣

快速理解所見之物。不論是工業用或服務型機

器人皆可見視覺應用其中，從 2D 檢測、定位

到 3D 取放、量測、人機協作的相關應用都有。

資料的質變與量變引發了新的挑戰，深度學

習技術的開發應用帶來新的競爭力，具體應用

包括機器視覺應用，缺陷分析、故障排除等。

人工智慧的導入，最大目的是降低因應外界變

化所需的成本，這也將革新電腦解釋語音和文

字的方式，讓電腦理解語言文字背後豐富的文

化與社會情境，讓人工智慧擁有更多似人的能

力，如常識和邏輯。機器人若是老虎，人工智

慧就是添翼，如虎添翼；AI 將強化機器人的智

慧，AI 的價值讓智慧機器人來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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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技術與市場交流參訪摘要

文∣智動協會 林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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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企業掌握全球智動化與機器人尖端

科技，協會每年在國際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指導

下，除選定國際知名展會籌組參觀團外，期間

並同時安排參訪多家國際著名企業，透過近距

離交流及密集的參觀心得分享，來累積、強化

產業服務力。本屆服務共計有來自研究機構、

產業等 13 個單位含本會服務人員共 22 位一同

參與，行經德國法蘭克福、斯圖加特、慕尼黑

及瑞士等地，8 天 5 夜走訪 ABB、SCHUNK、

E+H、maxon，以及探訪每兩年一次德國南部

指標性，也是世界上知名的工業及服務型機器

人、生產線及機器視覺系統、相關零組件的展

示會 automatica。

本屆的 automatica 廠商感覺比以往更國際

化，在 4.0 工作場域的情境呈現上也更豐富，

總計有超過 46,000 名參觀者（成長 7％）和

890 名參展商（成長 7％）到場齊聚，共使用

6 個展館約 66,000 平方米展示面積，展示範圍

包含：

1. 機器視覺 (A4, B5)

2. 工業機器人、安全技術、供應技術（A4, B5, 

B6）

3. 專業服務機器人、專業服務人演示區（B4）

4. 系統集成解決方案、定位系統（A5，A6）

5. 安全技術、供應技術及軟體（B5）

6. 供應技術、感測器技術、控制系統技術、驅

動技術 （B6）

圖片來源：智動協會

圖片來源 : 攝於 DENSO 攤位

圖片來源 : 攝於 pilz 攤位

圖片來源 : automatica 2018 官網

從主要展品及展出主題來看以及團員的分享

來看，彙整產業幾個發展趨勢如下；

1 視覺系統普及，幾乎是三步一家，五步一

套，許多技術發展趨勢為機器視覺和工業生

產帶來了巨變，像製造業的數位化轉型、生

產輔助系統、自動化與機器視覺的進一步融

合、機器人視覺、嵌入式視覺、深度學習和

3D 機器視覺等都在展會隨處可見。機器視

覺目前與其他自動化設備日益融合，技術的

飛躍不斷帶來性能的提升，並創造出新應用

的可能性。從 VDMA 當前市場資料中發現，

2016 年，德國機器視覺產業的銷售額增長

了 9％，達到創紀錄的 22 億歐元。根據目

前的情況，VDMA 預測 2017 年該產業將進

一步達到 18％的收入增長和 26 億歐元的行

業銷售額。

2  OPC UA(OPC Unified Architecture) 自 動

化設備在網絡傳輸協議積極推行，讓機器講

一種共同語言。機器之間的連接。決定性因

素是通信接口的標準化，根據 VDMA 數據

表示，目前約有 31 家公司參與其中，展會

現場也隨處可以見到許多設備上都貼有加入

OPC UA 的標示。

3 協作型機器人的爆發，從傳感器通過 cobot

到完整的安裝，人與機器之間的直接交互越

來越受歡迎正在快速征服市場，並具備輕量

化、價格有競爭力、操作安全、快速上手 ( 方

便使用 ) 等特色。

在 輕 量 化 來 看， 開 始 有 Denso、Yaskawa

等企業展出小型化機械臂，Denso 的 Cobotta

佔地面積僅約為先前小型機器人的 14％，重量

僅有 2.5kg，可以搭載無人機使用，只要插上

電，網路連線就能用。

在協作型機器人熱烈發展下，安全標準已經

是一種基本條件，在安全標準規範上，從 PILZ

現場展示的海報看板，看到機器人安全主要依

據 ISO10218、ISO 15066 標準，其中並要求

必須能達到以下四個要點；(1) 人進到工作範

圍，手臂可以停下來、(2) 人進到規範距離內，

手臂可以降速、(3) 機器人屬順意型，人可以

拉著手臂一起動、(4) 機器人如果發生碰撞，

要控制力量在規範以下。

在手臂經競爭的市場，除了大家耳熟能詳

的四大家族，也看到許多新的手臂廠，主要是

為了能藉由自有的手臂品牌來強化在自動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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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的專業完整度及形象。因此這競爭愈趨激

烈的市場上，價格優勢，也成為廠商爭奪市場

競爭的關鍵，像是 KUKA 推出協作機器人新

品 iisy，價格約 2~2.5 萬歐元，與負載 7kg 的

iiwa，價格降低約 37%~50%；而 Igus 4 軸協

作機器人價格約 5000 歐元，同時，igus 也嘗

試開發塑膠諧波減速器，以進一步降低機械臂

價格，但目前還處於概念階段。

機器手臂方便使用從 2010 年開始國際機器

人聯盟 (IFR) 就開始討論機器手臂的便利性是

自動化過程中機器人最重要的事情，本屆展會

上可以看到像安川、UR 重新設計機械臂的控

制台及編輯軟體，使產品應用、部署、程式設

計更加簡單、圖形化，部分企業更提出為協作

機器人廠商提供視覺化程式設計軟體，進一步

提升協作機器人的便利性 。

4 客製化彈性製造、小量生產

台灣以前自動化較多專用機或整線的規劃，

透過本次展覽看到許多模組化概念，利用標

準設備來進行串聯，中段則用輸送帶或手臂

來做連結，在少樣多樣的生產上就可以快速

達成。如 KUKA 的機器手臂生產機器手臂模

型產線與 Stäubli，本次都將小型生產線搬

至會場呈現，大眾可以透過平板下單，開始

有料架車送料、補料、組裝、障礙排除，甚

至預測取貨時間等，將彈性製造生產模組完

整呈現。

5 硬體是載具，軟體是卡位市場的王道

在傳統製造業中，設計錯誤可能會導致嚴重

的損失，將製造過程虛擬化是確保產品從設

計、生產到消費過程正常運行的極佳方法，

數位化即通過數位製造技術與電腦模擬技術

的結合，實現虛擬製造和並行工程，保障生

產的順利進行。走訪 ABB 教育訓練中心與

SI 測試場域，ABB 以提供 soultion prvider

的角色為營運方針，公司也發展 ABB 手臂

模擬器 (Simulator)，提供其客戶練習編程，

體驗未來手臂導入後的實際情況，由於是

採條件式的服務，因此生產關鍵技術 know 

how 都是存放在客戶那邊，沒有機密外洩問

題。此外在本次展會中，Staubli 也重點展

示數位化智慧工廠應用方案，以實現整體生

產控制，進一步提升製造效率。軟體應用包

括物聯網、影像、安全，建議業者未來可以

多關注這類發展，因為光靠硬體設備的銷售

及服務，要取得商品的差異化價值已經越來

越難，而軟體正是提升商品價值的關鍵因素

之一。

6 夾爪市場蓬勃發展

機器夾爪一直是容易被忽視的核心零部件之

一，但因協作機器人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

元，對夾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夾爪研製廠

商的專業性也越來越提升，不難想像，夾爪

廠商的話語權將越來越強。在協作機器人的

影響下，像國際夾爪知名大廠 schunk 雄克

就與 KUKA、UR、Fanuc 等多家機器人廠

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在本次展會中，也大

量將 schunk 夾爪與多個協作機器人相結合

用於產品應用演示，展現多種智慧夾具於智

慧工廠裡的應用，強調靈活性和效率，並將

生產過程數字化，嶄新策略帶來創新的應用

領域，讓流程和結果有更高的透明度，同時

也提供客戶 total solution，所有產品、模組

都能在未來需求時補充買進串聯，無需再重

新購買，達到一定經濟效益。

7 協作機器人普遍，工業型協作機器人也投身

服務業

在 本 屆 automatica 有 兩 個 特 別 的 區 域，

一 個 是 automatica Demo Park 另 一 個 是

IT2，其中，IT2 行業是較偏向新創企業搭配

專家講座和演示活動，產業創新科技氣氛活

圖片來源：攝於 automatica 現場

圖片來源 : 攝於 Schunk 攤位

圖片來源 : 攝於 automatica 2018 展覽現場

圖片來源：Mojin Robotics 官網

圖片來源 : 攝於 kuka 攤位

圖片來源：攝於 automatica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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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統計數據，提到 2017 年全球機器人成長

29%，特別提到台灣工業機器人成長 44%，

討 論 主 題 圍 繞 在 Robot and AI：Vision and 

Reality， 由 ABB、Fanuc,、Kuka、Dell 及 義

大利教授 Prof. Sicilliano 與來自 Yaskawa 的

President Tsuda 等四大機器人公司的代表同

台討論機器人與人工智慧，交流當前機器人產

業各公司皆將導入 AI 在機器人之應用，必取得 

AI 在機器人將主要應用在導航 (Navigation)、

操作 (Manipulation) 及人機互動 (Human-robot 

manipulation) 等方面結論。

根據數據調查顯示， 2017 年全球的工業機

器人安裝數目為 38 萬 7 千台，成長 31%，最

多的是中國 13 萬 8 千台，成長 58%，其次依

序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台灣排第六，約

1 萬 9 百台，長率 44%，但全球成長率最高的

是越南 8,300 台，成長 410%，在應用領域方

面成長最快的是金屬工業及電子業，而量最大

的仍是汽車業。事實上在本次展覽上，無論是

工件設計、加工、檢測、組裝、物流等服務其

主要客戶都還是來自汽車、金屬加工產業、塑

膠成型產業的多。

圖片來源：F&P Robotics 官網

圖片來源：SCHUNK 官網

圖片來源：( 左 ) 攝於 Stäubli 攤位、( 右 ) 攝於 OMRON 攤位

圖片來源 : IFR 

是協作型機器人的開創者，也是人工智慧領域

的先驅。瑞士製造的 F&P 機械臂不僅被靈活

運用於各工業場景，目前也逐漸在服務行業被

廣泛應用。場展示人性化的協作式移動機器人

“Lio＂，它是輕型可移動機器人，配置了機械

臂、聲控系統、感知外皮和聯網功能，能給老

年人提供食物、清理桌子等，具備一次性完成

30 個不同任務的能力。

8 服務是趨勢，攜手合作不可避免

透過展會的攤位，無論是知名的指標性業者

或中小企業，每個攤位都不會只有一個商

標，在一個攤位可以看到許多家公司商標出

現，以聯合展出的型態展現專業分工，可以

說市場追求以服務為目的，因此大多選擇祭

出團體戰 ( 整合 ) 的策略因應，如達明機器

人 (TM Robot) 與歐姆龍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在本次展會中，二家聯合展出機械臂 +AGV

設計，而 Stäubli 本次展會重點展出新款 6

軸系列協作機器人臂及智慧工廠設計理念，

也重點展出機械臂 +AGV 應用設計；機械臂

+RGV（穿梭車），如 SERVU 設計將機械

臂直接應用於自動化產線中，改變以往機械

臂位置固定不變的生產應用；機械臂 + 無人

機，Denso 將協作機器人與無人機相結合，

多元的應用設計模式，這和台灣慣有的行銷

模式 ( 強調自己的商標品牌為主 ) 是較不同

的，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Automatica 是國際自動化與機器人的焦點

展會，也是國際機器人聯盟組織召開年度會議

的舉辦地點，協會做為該聯盟的創始會員之

一，也出席本次會議，根據會議最新的機器人

耀，共有來自 IT 領域的 64 家參展商。

Demo Park 展示了部分最新的服務型機器

人， 如 Mojin Robotics 公 司 的 移 動 Care-O-

bot 4 型機器人在展會上首次亮相，並用於引

導參觀者進入展會。這款機器人能在零售商

店、旅館、辦公室等地點幫助和指導人群，還

可以應用於家庭以外的各種服務，如支持醫療

機構的患者和人員，在餐館提供訂單，在酒店

或娛樂中提供接待和客房服務。另外對於工業

應用也很有吸引力，例如倉庫中的貨架揀選和

調試或者製造環境中的機器的裝載和卸載，基

礎模塊也可用於運輸任務。

F&P Robotics，總部設立於瑞士蘇黎世，

在機器人的種類方面，生產最多的是多關節

型機械臂 25 萬 4 千台，其次是 SCARA 型機

械手臂，而成長最多的是 SCARA 型機械手臂，

成長率達 53%(5 萬 1 千台 )，會中同時也討論

到 2018 工業機器人產量預估將成長 13%，其

中亞洲成長 19%。此外，本次會議中日本機器

人工業會 (JARA) 並提案，未來 IFR 將對協作

型機器人發布統計數據，亦即在現行之關節型

機器人、SCARA 型機器人、直角座標型機器

人以外會再加入協作型機器人。

結論

本次參訪特別感謝 Schunk Taiwan、maxon 

Taiwan、ABB Taiwan、 擎 傑 企 業 與 Stäubli 

Taiwan、Pilz Taiwan 的鼎力支持與協助，特

別是 Schunk、ABB 與 maxon 的廠內參訪，更

是為團員帶來豐富的交流成果。

SCHUNK GmbH & Co. KG Spann- und 

Greiftechnik 於 1945 年由 Friedrich Schunk 

創立，從機械車間發展成為夾持技術和抓取系

統的全球市場領導者。9 家工廠和 30 家附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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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超過 3,000 名員工，以及超過 50 個國家和

地區的分銷合作夥伴，憑藉 11,000 種標準元

件，提供世界上最廣範圍的夾持技術和抓取系

統；憑藉超過 2,550 種雄克機械手，市場上有

了最全面的標準機械手元件，整個抓取系統方

案包含超過 4,000 個元件。客戶群包括機床和

工廠建造、機器人、自動化和安裝領域的知名

企業，以及所有著名的汽車品牌及其供應商。

「智慧、緊湊、易於操作」是雄克對於未來

抓取技術的預測，儘管氣動元件將繼續發揮重

要作用，但趨勢正在向機電一體化方向發展，

工業生產的數位化轉型需要所有相關元件之間

的聯網互動，特別是搬運和裝配，SCHUNK 展

示機電一體化機械手的廣泛類型、簡單模組的

操作，以及他們能提供「最接近零件過程監控

的可能性，即直接在工件上操作」服務。

maxon motor 公司致力研發並生產有刷和無

刷 DC 馬達，產品範圍包括減速機、編碼器、

控制器及完整的機電系統。maxon 馬達及驅動

器被廣泛應用於各種極高要求的應用場合： 例

如 NASA 火星探測車、外科醫用手持儀器、

人型機器人和精密的工業設備中。 為了在高要

求的市場上保持領先地位，公司投入相當大的

銷售收入到產品研發中。目前全球共有 9 個生

產據點及超過 30 個國家設有銷售據點，約有 

2500 名員工為 maxon 效力。

ABB (ABBN: SIX Swiss Ex) 是全球電氣產

品、機器人及運動控制、工業自動化、電網領

域的技術領航者，為公用事業、工業、交通及

基礎建設用戶提供世界級服務。承續超過 130

年的創新歷程，ABB 起手擘劃產業數位化的未

來，推動能源與第四次工業變革。做為世界級

電動方程式賽車活動的冠名夥伴，ABB 為永續

未來持續推進電驅技術發展。ABB 全球業務據

點遍佈 100 餘國，員工人數達 135,000 人。 

E+H 是工業過程測量和自動化產品，解決方

案和服務的領先供應商，全球排名前 50 大，

該公司為眾多行業的流量、液位、壓力、分析、

溫度、記錄和數據通信提供全面的過程解決方

案、優化經濟效率、安全性和環境保護方面的

圖片來源 : ( 左 )ABB 官網、( 右 ) 攝於 ABB 訓練中心

圖片來源 : 攝於 E+H 總公司

流程。Endress + Hauser 在全球六大洲均設

有子公司。集團在全球擁有超過在生產，銷售

和服務方面約 13,000 名員工，淨銷售額超過

22 億歐元。近期 Endress + Hause 和 SAP 合

作致力於 IIoT 解決方案，以開放式平台概念構

成基礎，將主數據和傳感器數據以及測量值緊

密集成到客戶業務，物流和生產流程中，並開

發專注於預測性維護和預測質量的新型數字服

務。

透過趨勢展會參觀及指標性業者拜訪，不難

發現智慧製造已是不可避免的生存之道，一般

工廠產線要升級人員素質與資料收集能力是個

關鍵，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利基，不要一昧被

工業 4.0 牽著走，有時候用其他的方法稼動率

比機械手臂高就應該選用較有效率的方式。

自動化服務服務範圍包含眾多傳統製造業，

在台灣，多數的傳產在資訊化方面的經驗及知

識是很有限的，因此透過企業拜訪交流及展會

參觀，是最能取得多元的應用解決案例的便捷

管道之一。特別是，歐洲的展會也較日本或其

他地區展會開放，幾乎所有的廠商都不禁止產

品拍照，但這也正是展現他們對自己產品專業

度有足夠信心，參觀後，趁交通行進間，再借

重團員成員的多元背景所觀察到的專業，可以

針對現況、技術密切交叉交流，更能激盪出不

同的火花，下一場次的國際廠訪行程預定在 10

月中下旬，以東南亞商機開拓為主，預計走訪

馬來西亞吉隆坡、檳城、新山等地企業及訪問

相關單位，竭誠歡迎會員繼續支持。

圖片來源：maxon Taiwan 提供 ( 左 )、攝於 maxon 展會現場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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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簡介

展覽主題：

1. 機器視覺 (A4, A5)

2. 工業機器人、安全技術、供應技術 

    (A4, A5, A6)

3. 服務型機器人 (B4)

4. 系統集成解決方案、定位系統 (A5, A6)

5. 安全技術、供應技術及軟體 (B5)

6. 供應技術、感測器技術、控制系統技術、

    驅動技術 (B6)

General observation the exhibition was 

good in variety of industrial sector covered 

.  Col laborat ive robot  and v is ion based 

automat ion was the centra l  technology 

d isp layed w i th  g r ipper  o f  var ious  sor t 

following it. This time vision for 3D object 

reconstruction is displayed in the show in 

plenty of varieties. Several companies offer 

various forms of 3D scanning and imaging 

solutions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文∣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彭小佳、Asheber Techane Wagshum

AUTOMATICA 每兩年於德國慕尼黑會展中心舉辦，是世界最大規模的工業與

服務型機器人、生產線及機器視覺系統、相關零組件的展示會。今年(6 月19
到22) 使用6 個展館，66,000 平方米展示面積，展館與技術地圖如圖 1，超過

46,000 名看展人數與890 參展商。

Cobot and sensor are used to real ize 

safe human robot interaction e.g Capacitive 

sensor, soft gripping.

1-1 Innovative/Emerging Technologies:

Deep learning based waste assortment 

system as shown in 圖 2 The system meant 

to sort waste into pre-designated classes 

at the mean time if new waste is added it 

will update the database and do adaptive 

picking. Other similar application can be 

done using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of object recognition control 

the SCARA Robot  to  del iver  the candy 

ordered by the customer as shown in 圖 3.  

In the entrance of the hall, there's a robot 

arm attached to the drone for manipulation 

whi le f ly ing as shown in 圖 4. Although 

it  doesn't demonstrate i ts capabil i ty, we 

believe that new technology such as aerial 

da ta  co l lec t ion  and  inspec t ion  w i l l  be 

developed in the near future.

1-2 Collaborative Robot:

Collaborative robot as i t 's the current 

trend in robotics application to industrial 

德國慕尼黑自動化展覽 

圖 1 會展地圖與展示項目

AUTOMATICA 2018

圖 2. Deep learning based waste assortment system 圖 4. Drone with robot arm

圖 3. Deep learning based Candy Shop 圖 5. External sensors cobots

Laser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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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to the red zone the robot wi l l 

completely stop. This technology will avoid 

building large fence around the robot.

The capacitive mat have grids of capacitive 

sensor so that the robot knows the change in 

its environment and take action accordingly, 

f rom s low speed mot ion to  comple te ly 

stopping as shown in 圖 6. The smart skin can 

detect human or object within 20 cm range 

while moving in space and step back to avoid 

collision as shown in 圖 7.

II.Inherently safe robot:

Al l  l igh t  we ight  robot  a re  under  th is 

category, mostly impedance controlled and 

they are equipped with sensor either at the 

tip or each joint.

1 - 3  3 D  o b j e c t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a n d 

measuring systems:

Reconstruct object 3d shape using laser 

scanner fitted on passive active mechanical 

arm or scanner at stationary posit ion as 

shown in 圖 9.10.11.

1-4 Soft gripping

Gripper adapt to object shape and to 

secure the object the gripper gets itself stiff 

if the object slid. The gripper will not smash 

the object it only stiff itself as shown in 圖 12.

Advantage of this grippers is its capability 

to pick mult iple shape of object through 

adapting fingers.

1-5 DLR - 遠端遙控技術

德 國 航 空 中 心 (DLR) 為 一 個 國 家 級 航 空

研究中心，其廣泛的研究與開發工作涵蓋航

空、航天、能源、運輸、數位化與安全領域，

其研發成果被納入國家與國際合作企業。在

AUTOMATICA 展覽機器人於航太科技，機械

手臂裝置於輪椅上協助失能者自我生活照料如

圖 13( 右 )，使用者透過頭戴式眼鏡傳輸現場

影像，控制具有力回饋之機械手臂達成遠端控

制如圖 13( 左 )，現場展示遠端移動輪椅至後

方的冰箱前，開啟冰箱。操控者需要處理許多

so lu t i ons  we  have  no t i ced  two  ma jo r 

direction in developing Cobot: I. External 

Sensor based and II. Inherently safe robot 

(by control or mechanical design)

I.External Sensors Cobots:

a.Laser scanner

b.Safety/Capacitive mat and 

c.Vision system based 

In the above 圖 5 laser scanner is used to 

detect an object is in designated range from 

the robot. If a human or any object is in 

the yellow area the robot reduce its speed 

and continue executing its task while object 

圖 6. Capacitive safety mat 圖 8. Impedance controlled UR5 Cobot

圖 9. Laser at TCP of a passive arm

圖10. Laser at end of robot arm to scan object from 
multi direction.

圖 11. Two camera/Stereo vision with laser

圖 13. DLR ( 左 ) 遠端操控系統 ( 右 ) 受控輪椅手臂

圖 7. Robot with sensitive skin

圖 12. Soft gripping

3D Camera

Target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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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包含接收環境因子並且透過雙手與腳踏

板給予控制指令，所以動作十分緩慢。

1-6 DLR - 視覺控制 AGV 手臂取放物品

圖 14 這 個 系 統 展 示 結 合 多 個 CCD 感 測

器，AGV 上一組 2 個自由度的立體視覺，看見

AGV 與桌上的工具盒擺放，手臂夾爪旁邊裝了

一個 CCD 用來看抓取物品以及桌上的二維條

碼。AGV 先移動到定位一，立體視覺看 AGV

上與桌上的物品狀況，機械手臂夾取物品，立

體視覺判斷夾取是否成功，再移動擺放物品到

AGV 上或是桌上。整個系統模擬多重感知與決

策，使其成為一個小型智能感知系統。

圖 14. 視覺控制 AGV 手臂取放物品

圖 15. DLR 簡易編輯機械手臂動作 圖 16. SCHUNK 夾爪與各家手臂結合應用

1-7 DLR - 簡易編輯機械手臂動作

透過手拉機械手臂位置配合腳踏板，使用者

能夠編輯一套取放物件至盒子的連續動作如圖

15。桌上擺放三個紙板固定架，取物的位置只

需記錄第一個，即可產生第二第三的連續動作，

應是系統中先定義取放連續物件的位置關係。

1-8 SCHUNK 各式夾爪

「智慧、緊湊、易於操作」這是 SCHUNK

對 未 來 抓 取 技 術 的 預 測 與 發 展 方 向，

AUTOMATICA 中充分展現了這個精神，現場

展示 SCHUNK 針對不同應用場合的各種系列

與尺寸夾爪，以及與各廠牌手臂結合的應用，

包含 Universal Robot、ABB 小型雙臂機器人

Yumi、台灣達明機器手臂 TM5 等機械手臂如

圖 16。圖 17 展示深度攝影機辨識使用者手部

動作，控制前方的機械雙臂與機械手指，機械

手臂動作相當流暢。

為了使手臂可以對不同產品從事多項工作，

SCHUNK 提供了快拆夾爪系統如圖 18，其機

電設計使機械手臂不需工具快速替換各式夾

爪，OnRobot 則在手臂末端設計雙夾爪系統如

圖 19 來因應更廣泛的手臂操作。

1-9 OnRobot 量測功能夾爪

OnRobot 展示他們的夾爪，它具備設定夾持

力道的功能，可夾取不同尺寸的物件，以及夾

取成功判斷。現場展示在未具備其他視覺感測

器的環境下夾取不同尺寸的鋼珠，並且測量鋼

珠的尺寸，依照尺寸大小放置於正確的位置。

1-10 DENSO COBOTTA 原子筆組裝產線

DENSO 使用 10 支桌上型輕量協作型手臂

COBOTTA 展現客制化的訂單產線如圖 21。

COBOTTA 外觀設計光滑無棱角，6 個馬達具

備力與速度感測器達到碰撞偵測，使得產線

不需要架設圍欄隔絕工作人員，其重量僅有

4kg，可夾取 500g 之物品，搭配直覺式教導與

圖形界面供簡易程式撰寫，另可選配末端 CCD

用於教導手臂。使用者透過平板下訂單，選擇

組裝原子筆的顏色，系統將輸出一張二維條碼

供取件。這個系統結合 COBOTTA 上的 CCD

辨識筆管的位置供手臂抓取。

圖 17. 即時偵測使用者手臂與手指動作控制機械手臂

圖 18. SCHUNK 快拆夾爪系統

圖 19. OnRobot 雙夾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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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STAUBLI AGV 以雷射掃描定位

圖 20. OnRobot 力感測量測夾爪

圖 22. MIR 使用硬體靠架讓 AGV 固定位置

圖 21. COBOTTA 原子筆組裝產線

1-11 AGV 定位取放物

由於 AGV 的定位精確度不如手臂，因此在

到達定位之後，需要靠其他方式做一次精確

定位，常見的幾種方式，MIR 透過硬體設計

增加地圖特徵供目標點精準定位與固定靠架，

當 AGV 接近時降低速度，使車體緩慢趨近固

定架如圖 22 。另一種以視覺雷射標記方式如

STAUBLI 智慧產線中的 AGV 所展示，料架上

在 AGV 前方、左右方有圓形金屬圓盤，當到

達位置後，AGV 的手臂上的雷射光源對金屬圓

盤掃兩條直線，以找出圓盤中心，3 個圓盤中

心 ( 前方、左方、右方 ) 的空間位置則為 AGV

作精準定位如圖 23。

第二章  結論

此次出訪參與台灣智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主

辦 之「Automatica 德 國 慕 尼 黑 自 動 化 與 機

器人展暨技術交流參訪團」，參訪了 ABB、

SCHUNK、Endress + Hauser AG 和 Maxon 

Motor AG 四間在自動化各領域的領先企業。

在慕尼黑自動化展覽上，連網產線已經實

現，多家廠商皆以數位化、簡易操作、高度彈

性化產線為目的來為產線開啟更多應用。機器

間的溝通為一項未來的大進展，其關鍵因素為

標準化溝通介面，協同工作的重要性介於工業

設 備 與 系 統，VDMA Robotics + Automation 

Association 驗 證 了 OPC-UA 通 訊 協 定，

其 中 已 有 31 間 公 司 加 入 當 中。 互 通 操 作 性

(Interoperability) 是區分工業 4.0 網路世界中

設備與系統的重點，OPC-UA 標準通訊協定讓

機器在未來的智慧工廠以同一語言溝通。

今年自動化展覽的主導話題依舊延續人機

協 作， 協 作 型 機 器 人 (collaborative robot = 

COBOT) 以開啟無限自動化的發展性，快速打

入市場，此項技術的發展歸因於科技研發與工

業的整合，從 COBOT 本身的感測器到全面產

線系統安裝，提升了人與機器的直接互動的接

受度。而未來人將如何在智慧工廠中工作？這

也是展覽中的重點，數位協助系統將協助人力

組裝，虛擬實境，姿態控制，外骨骼系統與穿

戴裝置簡化了人與機器的互動。未來的產線工

作將更加吸引人並且符合人體工學，人與機器

將以各自的優勢互補，為優化工作環境設計開

啟了絕佳機會。

下 一 個 發 展 技 術：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基於 AI 的資料分析可提供工業

中巨大效能提升，人工智慧 (AI) 將帶來下一個

技術躍進。跨學科對話相當重要，為了成功激

發商業潛能，自動化與 IT 供應者在未來必須共

同與 AI 專家更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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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歷來源 : TIRC 繪製與拍攝

 資歷來源 : TIRC 繪製與拍攝

全球首款 智能無人化吧檯 
珍奶手搖機器人 
 ( Bubble Tea Shaker Robot ,BTSR )

文∣ TIRC

隨 著 科 技 的 發 展， 機 器 人 悄 然 走 進 我 們 的 生

活，這幾年在服務型機器人進軍餐飲服務業不

僅 能 如 人 類 店 員 一 樣 迎 賓、 餐 點 介 紹、 倒 咖

啡、削麵，送餐，還能客製化沖泡手搖茶飲，

台灣智能機器人公司( TIRC ) 開發的全自動手

搖 茶 飲 機 器 人 系 統、 全 自 動 點 餐App 支 付 系

統，讓機器人現點現搖手搖飲，電腦接單、機

械手臂同步運作，從取杯、選茶、調整甜度、

冰塊再到最後的手搖封裝、貼標、清洗杯具，

全是機器人代勞，連續生產平均35~45 秒作一

杯，就能做出客製化茶飲，減少人工成本和勞

動傷害。

 以機器人和智能科技解決方案領先業界

的 台灣智能機器人科技（Taiwan Intelligent 

Robotics company, TIRC）， 宣 布 旗 下 開 發

之世界首款「珍奶手搖機器人」（Bubble Tea 

Shaker Robot, BTSR）公開亮相。

TIRC 結合機器人與自動化科技，並與協力

排隊等候；管理者則可即時掌握設備及食材狀

況，可說是工業 4.0 具體而微地展現。此一機

器人可以說在自動化科技與珍奶服務業方面均

設立了新標竿。

「以精準自動化系統完整重現真人調製手

搖茶飲手法及流程，創造絕佳消費者體

驗」

喜歡喝手搖茶飲的消費者都有類似的經驗，

即使是出自同一個品牌或同一家手搖店，都難

以保證能夠調製出一模一樣的茶飲風味；有可

能甜度過甜、冰塊太少、加水過多而稀釋了風

味或是珍珠太少的問題。消費者往往會因此而

大失所望，因此，我們研發 BTSR，以精準自

動化系統完整重現真人調製手搖茶飲手法及流

程，不僅可調製高品質的手搖茶飲風味並可確

保食品安全及口味的一致性，讓消費者可以每

次都享受到始終如一的美味。

消費者可使用點餐機依個人甜度與冰量需求

點餐，或可於手機下載 BTSR APP 應用程式而

預先點餐。系統收到訂單後，TIRC 開發的雲

端平台即開始排程作業，讓工業機器手臂與冰

塊、茶湯與糖定量機合作無間，每一次均可調

製出用量精準且口味一致的飲品。接下來，此

機器手臂會蓋上杯蓋並開始搖盪，充分混合原

料並鎖住茶香；另一邊自動化配料軌道則供給

量的珍珠或果醬、椰果或寒天等配料，待機器

手臂倒入調製完成的茶飲後，自動封口及貼標

並傳送至取餐口。消費者一點完飲料，即可無

縫接軌地排入系統製程中，直到領取茶飲。

「解決手搖茶飲業者展店時遭遇的問題與

挑戰，可說是工業 4.0 具體而微的展現，

顛覆傳統經營型態」

TIRC 研發此一系統的出發點，即在改善連

廠商密切合作，為改善手搖茶飲業者遭遇的問

題，提出一系統化解決方案，所開發出全自動

化的 BTSR，系統完整重現真人調製手搖茶飲

的手法及流程，不僅可調製高品質的手搖茶飲

風味並可確保食品安全及口味的一致性；消費

者點完餐後馬上知道可領取的時間，無須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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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餐飲業者在食材原物料、人事、設備及管理

的各個層面，所面臨的眾多問題與挑戰，包括

餐飲業者因為某些工作的高度重複性，導致專

業人員面臨在招募、訓練、輪班、薪資上漲甚

至缺工等問題；在食材原物料也面臨了進料控

管、原物料品質掌控、食材浪費、新配方導入

難等問題，現行業者藉由契作或從供應商進原

物料，研發一組特有風味的產品配方，藉由行

銷品牌，直營或授權加盟展店。設備大都是生

財器具、相關店裝及設施…等，主要成本是人

力費用。品牌業者因掌握原料及人員的訓練等

可說是關鍵。

本系統善用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開

發出具成本效益的高效率的全方位解決方案，

使得經營者可以即時掌握料況、設備及銷售狀

況，化被動為主動，擬定銷售策略，有效管理，

支援客戶迅速達到成長目標。

BTSR 的自動化高度整合，替代人力節省固

定成本及訓練支出。如結合原料商的菜單，可

隨時在所有的店舖調製風味奶茶，不用經由繁

複的人員教育訓練。即使頻繁更動菜單，除創

造流行及風潮，亦或可以保有較高的利潤 行銷

上藉由 BTSR 特點創造無法超越並帶動流行，

例如每季推出全新菜單。

且因 BTSR 經 POS/ERP 系統，即時了解原

物料狀況及第一線銷售結果，甚至達到預測，

所以可精確管理計算庫存並掌握店家物料使用

情況。除了避免耗料浪費，過去連鎖業者最頭

痛下游店家混用他處原料，甚或引起食安疑慮

的狀況也因而可以獲得解決。

BTSR 經營會員並強化社群經營。例如，提

供店家讓消費者折價優惠，以手機 Apps 訂製

個人化飲料，並由電子支付方式付款。避免點

餐及結帳處大排長龍。消費者亦可由手機 apps

了解飲料製作排程及取餐順序。利用長期優惠

吸引加入會員，達到社群平台的經營。

此外本系統亦考量運作過程中相關的相關人

員，從店家、工務人員、維修人員、店員在操

作上的便利性，使系統可以流暢的提供完整服

務流程。

1. 連鎖業者：可即時掌握料況、設備及銷售狀

況，化被動為主動，擬定銷售策略，有效管

理。

2. 店家：前台人力下降，成本降低，食材銷售

狀況即時掌握，可即時促銷避免食材浪費。

3. 工務人員：模組化設計便於施工，且空間使

用精簡，大幅提升使用坪效。

4. 維修人員：設備聯網，易於維修及保養。

5. 店員：隨時掌握食材銷售狀況，可即時煮料

及備料，且系統設計容易補料及清潔。

6. 消費者：透過 APP 下單，結合行動支付，

下單即知取餐時間，提升消費體驗及客戶忠

誠度。

近年來，手搖茶飲在台灣非常風行，一年在

台灣就可以喝掉 10.2 億杯的手搖茶飲，在國

外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此一飲料也逐漸成為

台灣的代表性美食，2015 年 CNN 將珍珠奶 ˊ

列為 40 種台灣必吃小吃第 4 名，且是飲料類

唯一入榜者。可見珍珠手搖茶飲，已成為台灣

美食文化代表。

此外，珍奶在英國、德國、澳洲、東南亞甚

至美國各地都大受歡迎，像是 2017 年 10 月在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由台灣文化部、觀光局、

僑委會、外交部等單位共同贊助下，共同舉辦

第一屆的 Hello Taiwan 珍珠奶茶節，告訴來自

世界各地的遊客，風靡全球的珍珠奶茶，正是

來自台灣。這個現象也顯示了，手搖茶飲所代

 資歷來源 : TIRC 自行繪製

 資歷來源 : TIRC 自行繪製

表的台灣美食文化輸出，有巨大的商業潛力，

是一項可兼具美食文化輸出且開創新藍海的商

品。

相信台灣智能機器人開發之世界首款「珍奶

手搖機器人」以系統化及模組化方式設計，可

進行全自動化的飲料調製，有效解決連鎖業者

展店遭遇的各種問題，成為業者海內外高效展

店的利器。

如 需 了 解 珍 奶 手 搖 機 器 人 (Bubble Tea 

Shaker Robot , BTSR ) 的 更 多 資 訊， 請 至

www.tirc.com.tw。

關於 台灣智能機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智能機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IRC) 

以創新的機器人與 AI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

為餐飲業帶來革命性的轉變。TIRC 的創辦

使命旨於善用 AI 科技，以及開發客製化的

創新機器人產品。我們的專業人員為娛樂、

餐旅、巡檢以及生醫領域等客戶，提供具有

附加價值的工程技術、概念設計服務、快速

原型開發，以及量產、製造與供應鏈策略。

TIRC 聯絡方式 

電話 | +886-2-2657-5688

信箱 | service@tirc.com.tw

地址 |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51 號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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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逐年遽增加速了輔具的

需求，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展望：2017 年修訂

版』報告數據顯示至 2050 年 60 歲含以上的老

齡人口將有兩倍以上的成長，2100 年後將成長

三倍以上（2017 年所統計之世界老齡人口已達

6.92 億人，佔全球人口的 13%）。根據內政部

統計資料顯示，至 2018 年 03 月，在台灣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占總人口數的 14.05% 已正式

進入高齡社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 65 歲

以上人口比率大於 14% 即為高齡社會）。除了

老齡化社會的衝擊外，輔具也被肢體功能障礙

人口所需求，根據 2011 年聯合國衛生組織的

『2011 世界身心障礙者報告』中顯示身心障礙

者全球超過 10 億人口，佔總人口的 15% 且持

續攀升中；在台灣，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

顯示，至 2016 年身心障礙人口已超過 110 萬

人，佔全台灣人口的 5%（全台灣人口以 2,354

萬人估計）。在老齡化社會與身心障礙人口持

續攀升而勞動人力比例下降的趨勢下，輔具的

自動化與智慧化也是重要發展的一環。

輔具介紹

根據國際標準 ISO 9999 針對輔具的主要功

能分有 11 大類（個人醫療、技能訓練、矯具與

義肢、個人照護、行動、居家照護、傢俱部件、

溝通、物品與裝置處理、環境改善、休閒等輔

具項目），台灣亦根據 ISO 9999:2007 版之原

則制定輔具技術分類技術手冊 CNS 15390。

根據 CNS 15390 之定義，輔具為用於預防、

補償、監測、減輕或緩和機能損傷、活動限制

和參與侷限的任何產品，包括裝置、設備、儀

器、技術和軟體，只要能夠「幫助人類達到活

動及各種功能目的」的輔助器具與工具，其種

類繁多可涵蓋食、衣、住、行與醫療等各方面。

食方面如 1、缺口杯：主要針對頸部活動受

限的患者，符合鼻形的缺口可避免鼻子碰到杯

口，可輕易喝到杯中的水，而不用轉動頸部及

後仰，能有效避免二次傷害其患者被嗆到。2、

防滑餐墊：能避免餐具滑動及餐盤滑落而打翻

食物，若是矽膠製品可耐一百九十度高溫適

合煮沸消毒。外出時可捲起便於攜帶。3、可

彎曲湯匙：針對抓握力不足的老者或雙手顫抖

的帕金森氏症患者、學習獨立用餐的兒童等，

湯匙與握柄間的旋鈕處金屬有韌性可依需求調

整至所需的進食角度。有些附有砝碼可增加重

量，降以低手部顫抖造成的進食困難，部分版

本附有可拆卸的手部固定環避免使用時掉落。

4、進食輔助筷：適用於手指變形或缺乏握力

的人，兩支筷子以輔助夾固定可以節省握筷子

的力量，省力的夾起食物，且夾起後食物不易

掉落。部分版本為一體式另也有拆卸式的樹脂

輔助夾，便於拆卸更換或清洗。5、弧形盤：

特殊弧度的邊緣可以讓食物容易滑進湯匙裡同

時避免食物從盤中滑落。部分版本底部有固定

用的吸盤可以避免於進食中食物打翻。

衣的部分如 1、自黏衣褲：針對行動不便及

長期臥床需要照護的患者，任何地方皆有開口

便於穿脫的衣物，利於看護幫助穿脫，開口以

魔鬼氈固定即使單手也可以獨立穿脫。2、穿

襪輔助器：針對患有關節炎或四肢不易彎曲的

患者如老人及孕婦 、髖關節或膝關節受傷的患

者，使用時先將襪子套在輔助器上，然後把腳

伸進襪子穿到底，最後拉起輔助繩便可在不彎

曲關節的情況下獨立穿上襪子。3、脫鞋板：

同樣針對患有關節炎或四肢不易彎曲的患者如

老人及孕婦 、髖關節或膝關節受傷的患者，設

計有符合鞋型的缺口可將其中一隻鞋子卡住，

另一腳則踩在板上便於固定施力，可在不彎曲

關節的站立情況下獨立脫下鞋子。

	  

	  

	  

老齡化社會的
           衝擊與輔具的重要性

【輔具發展及應用】

文∣富伯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建嘉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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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部分如 1、走廊扶手：行動不便的患者或

年紀較大的老人在移動時可將手放在上面沿著移

動的安全設施，主要在輔住身體移動，使用範圍

為走廊或樓梯。

2、起身扶手：針對年紀較大或行動不便的患

者為了保持站起或起身時的身體重心，可供緊緊

握住的扶手，常見於臥室或浴缸。3、馬桶扶手：

針對年紀較大或行動不便的患者為了其保持如廁

坐下或起身時上下移動的身體重心平衡，可供緊

緊抓握並支撐其身體重心的扶手。4、斜坡板：

有多種形式旨在輔助輪椅或行動不便的患者通過

門檻或階梯及上下公車等段差而做出的斜坡，表

面有各種止滑設計，若為攜帶式多為鋁合金製

作，可收納摺疊並附有提把或背帶。

行的部分如 1、輪椅：針對因下肢受傷或年

紀較大行動不便的患者提供的代步工具，可粗

分手推及電動兩大系列，也有因應各種需求而

客製化或各適合進行輪椅運動的機能性商品。

2、手杖：年長者最常使用的輔具，可分為單

拐和四腳拐杖，可減少使用者下肢負擔並增

加行走時的穩定度減少跌倒的風險。一支拐杖

約可承受身體 20~30% 的重量。3、助行器：

針對下肢肌肉較無力或平衡感退化的患者或老

人，可分為固定式、R 型助行器、帶輪式助行

器及四輪助行器，其中帶輪助行器因身體負擔

較小無須抬起助行器再行移動，適合所有需要

使用助行器的患者或長者。4、樓梯升降梯：

針對行動不便不適合走樓梯的患者或年紀太大

的老者，為軌道式馬達升降系統，使用時於坐

	  

	  

	  

椅上繫緊安全帶，也可用此系統協助長者運送

重物上樓。

溝通部分有 1、助聽器：幫助聽力損失的患

者聆聽聲音，主要功能為放大聲音，原理為透

過麥克風收取聲音再經擴大器或數位晶片放大

並傳到喇叭，令使用者聽到聲音。2、照護鈴：

適合臥床或行動不便的患者，及年紀較大的

老人透過按下發射訊號的遙控器再其他房間的

家人或照護者可即時聽到音樂，並立即過去查

看。

休閒輔具則有大撲克牌：透過放大牌面數字

或直接等比例放大牌面，使老人無須配戴老花

眼鏡也能享受玩紙牌的樂趣。

復健輔具則有 1、握力球：對於手指無力或曾

經中風的老者，可將握力球至於手中坐抓放練

習，進行手指復健、訓練。2、健身車：可循

序訓練患者或長者的心肺耐力及體能，部分較

高規格的型號可提供即時的心跳心率感應，以

便即時調整運動強度。3、義肢與矯具有手義

肢、腳義肢：能使肢體缺損的患者無須隱匿自

己的手足，建立社交自信兼有輔助日常生活之

功能，諸如支撐身體重量、撥打電話、握筆及

推拉物品等功能。

輔具的自動化與智慧化

自 2000 年 後 識 別 技 術、 無 線 感 測 技 術、

Wi-Fi 網路等技術逐年成熟且普遍，智慧型手

機的發展更為 IoT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掀開序幕，也逐漸融入輔具的設計概念。輔具

被賦予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能有效的降低人力

與簡化照護的執行程序，而在長照的執行中

以餵食、洗澡、排泄與助行為最需要人力的

項目。為此，以傳統輔具為基礎，新加坡與

麻省理工研究聯盟（Singapore-MI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MART） 將

定位技術融入傳統輪椅中來解決老人或病人使

用輪椅外出後走失的問題，透過智慧手機的連

線就可以知道輪椅活動的方位。排泄在照護中

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當老人或病人有排泄意

圖時，照護人員需要在短時間內將老人或病人

移動至排泄區域。針對這樣的問題，日本的 D 

Free 公司推出可感測排泄意圖的感測器，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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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的 APP 可預估老人或病人的排泄週

期，做好後續的準備以達到有效的人力分配。

在餵食方面，肢體功能障礙者的進食時需要照

護人員一對一執行餵食工作，自動化餵食器的

發展使肢體功能障礙人士可使用其他部位控制

餵食器，達到自行進食的目的，以有效降低照

護人力負擔。

陪伴機器人是近一兩年所發展的新領域，也

可歸類為輔具的一環，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將

使得老人獨居或養生社區的比例會逐年增加，

陪伴機器人的發展與導入將扮演照護輔助的角

色。以往服務型機器人僅被使用在單一的功能

上，如餐廳的點菜機器人、掃地機器人或搬運

機器人等，人工智慧的發展拓寬了傳統的服務

型機器人使用的場域，語音學習與辨識使陪伴

機器人可學習與被照護者的交談，進而產生溝

通，可協助老人或病人在家中的搬運工作，更

可使他們能無負擔的與智能機器人對話抒發心

理的感受；陪伴機器人也可與家人的智慧手機

連線，與區域醫院照護系統連線，當被照護者

在家中發生意外時可即時通報醫療機關，與家

屬亦具備緊急救援聯繫的功能。此外，寵物陪

伴智能機器人的發明，透過機器學習可模擬動

物與人的互動回饋，可使老人不用擔心寵物的

照護問題下增添生活樂趣。

醫療輔具發展

醫用復健輔具、矯具與義肢也是輔具中重

要的部分。隨著電腦運算、機電技術及材料技

術的演進，傳統醫療輔具也有了大跳躍。機器

	  

輔助復健與自動化技術融入輔具領域如用於義

肢電子手與電子腳，也已是未來發展的主要趨

勢。 復 健 機 器 人 (Rehabilitation Robots) 是

藉由機電系統進行重複性與可靠度的肢體運

動，進而協助患者完成精確且重複的指定動

作。也可透過外部動力驅動機械結構幫助使用

者患部肢體運動，達到強化訓練局部的肢體能

力等復健，可藉由一個互動式軟體介面引導使

用者自行完成局部復健，或透過軟體與使用者

間的互動，增加復健過程的樂趣，進而提高使

用者的復健意願。另一類為驅動式復健機器

人，是透過外部動力驅動機械結構，再將此力

量傳遞至使用者的肢體，加強患部肢體的運動

強度或是牽引病患復健的肢體進行正確的運動

姿態。在驅動模式上，有可讓使用者的肢體做

連續往返運動的被動模式 (Continue Passive 

Motion, CPM)，動力的輸出與機械裝置的運

動模式是由控制系統所決定，這類的驅動機制

可以達到維持功能受損的肢體活動的功能，

如 Tyromotion 公司所研發的手指復健運動儀

Amadeo。另一種模式為外部訊號觸覺模式，

此模式與被動模式不同之處在於動力是由先導

訊號作為啟動信號使機器人產生動作，這樣的

機制可以結合使用者的運動意念如：肌肉電位

訊 號 (Electromyography, EMG)、 腦 波 訊 號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或 大 腦 神 經

元訊號來控制機器裝置，藉由研究肢體動作與

EEG、EMG 或神經元訊號間的關係，輸入控

制系統轉換成機械手臂控制訊號來控制機器裝

置完成運動。

此外，IoT 技術的發展也將義肢輔具帶入另

一個世代，從傳統的副木義肢到機械義肢、電

子義肢，Ossur 公司進而結合智慧手機可根據

不同狀態設定運動模式與統計訓練資訊，達到

高度的個人資訊管理。

為了使復健更多元，Motech 嘗試復健輔具

與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結合，使在室

內進行下肢復健時可以有戶外的感受，也可以

根據不同的虛擬情境給予不同的復健任務；另

外台灣富伯生醫科技 (RMTC) 所開發之穿戴式

手部復健裝置亦結合神經復健的概念，強調與

實際物體互動，使病人有真實的觸覺感受，期

盼可提升復健效果。機器人輔助復健產品種類

越來越多，由傳統復健程序衍生的系統式機器

復健概念亦開始萌芽，以瑞士復健機器人廠商

Hocoma 為例，即打造機器輔助復健系統環境，

供病人執行從上肢到下肢一系列的復健運動。

台灣輔具法規介紹

一般輔具的定義中有一部分是與醫療器材

重疊，因此輔具的發展亦會涵蓋到醫療器材法

規。所發展的輔具是否為醫療器材，須根據適

用範圍（Intended Use）而定，若所宣稱的適

用範圍有涉及醫療相關事項時就有可能落入醫

療器材的範疇，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設

有 一 評 估 單 位 稱 為 CDE（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可做相關諮詢。不列入醫療器材

項目如：洗澡用電動升降椅、樓梯升降椅、軌

道座椅式升降椅、座椅電梯、散步購物車、不

含儀器之救護車、清潔口腔用途牙刷等。若輔

具屬於醫療器材則需要遵循台灣醫療器材法規

之相關規定申請醫療器材查驗登記許可後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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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依據台灣醫療器材法規將醫療器材分類

為三種等級所涵蓋之輔具項目舉例如下：

第一級醫療器材如：輪椅、助行器、翻身氣墊

床或四腳拐等。

第二級醫療器材如：電動輪椅、醫療運電動代

步車。

第三級醫療器材如：帕金森氏症的腦內刺激儀。

醫療器材種類繁多，各類產品所適用的標準

各有不同，以台灣醫療器材查驗登記申請的法

規途徑而言，若為醫療器材，製造醫療器材之

廠商須具備醫療器材優良製造的資格（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第 一 級 醫

療器材基於為低風險的器材因此可適用台灣醫

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第三章「精要模式」快速

符合醫療器材查驗登記之申請資格；若輔具屬

於第二級或第三級之醫療器材，其製造廠則需

要符合台灣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第三編第二

章「標準模式」實施第三方實質稽核。醫療器

材查驗登記之申請前須具備各項安全規範之測

試結果，近幾年醫療器材審核已趨向風險導向

的查驗標準，廠商須要針對其產品特性、適用

對象與使用場域進行全面性的風險評估並提出

風險分析報告，依據其風險報告找尋適用之國

際標準與規劃排除風險之驗證試驗，以證明

其產品之安全性，其國際標準如：電性安規

的 IEC60601-1、 電 磁 安 規 IEC60601-1-2、

軟 體 確 效 試 驗 IEC62304、 可 用 性 評 估 IEC 

62366、生物相容性試驗 ISO 10993 等等。若

其輔具屬於第二級或第三級醫材，TFDA 亦會

視其危害風險與適用症範圍要求提出輔具產品

的臨床試驗報告；因此輔具開發廠商可在產品

研發期間諮詢 TFDA 以確認該輔具產品之適用

法規途徑。

輔具產業未來與新革命

全球老齡化社會的來臨與疾病對於肢體運動

功能的影響，生活照護輔具與醫療輔具及義肢

的發展已是全球共同的趨勢。系統化的輔具整

合、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的導入將有機會實現遠

距照護及遠距醫療的構想，感測技術與大數據

計算，智能輔具將可根據使用者回饋進行再學

習、優化與提升高齡族群與肢體功能障礙人士

的生活品質與機能，將未來輔具領域畫出嶄新

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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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與工業用的搬運機器人做出區別。宜睿

科技也在這兩個面向上做出了不同的措施。在

安全防護上面，我們藉由多重感測器去偵測環

境的狀態，並有階段性的機制去防止意外的發

生，利用光達與 RGBD 相機做障礙物的偵測，

在偵測到障礙物或是遇上狹窄通道時能自動放

慢速度，而當障礙物非常接近時機器人則會完

全停下，另外，為了避免任何不可預測之狀況

發生，我們也在機器人四周裝設防撞貼條，一

但防撞貼條碰上了人或障礙物也會即時的停下

來，防撞貼條就是所謂的最後一道防線。

對於互動感受方面，宜睿科技在硬體與軟體

上都下了不少工夫，外型設計採用弧形流線，

為此提升安全性也降低了人們對於機器人的

警戒心；軟體上也特別注重人類的社會習慣，

因此我們導入了 Social Navigation 的這項技

術，Social Navigation 主要著重在人與機器人

的互動上，像是遵照人的行為模式去移動，例

如：人習慣靠右走，因此機器人在移動時若需

要與人交會時也能自動靠右，不會去影響人們

原 有 的 使 用 習 慣。Social Navigation 有 一 個

厲害的地方在於這個演算法不只能讓機器人主

動避障，更能主動與人互動解決僵持的場面，

例如：過去機器人被擋住而無路可去時，只能

待在原地等待障礙物的排除，而運用了 Social 

Navigation 後機器人就能藉由聽覺或是視覺的

方式主動發出訊息，用最快的時間解決僵持的

問題。

上述這些都是藉由技術以及以人為出發點的

創新，讓人感受到機器人整體服務的進步，進

而提升智慧服務型機器人的價值宜睿科技現在

專注在旅館行業的智慧運輸上，我們看見了旅

館行業在運輸方面的需求，從客戶端的行李搬

運、服務端的備品運送或是包裹與外賣的室內

配送，這種智慧端的搬運能幫助飯店業減少機

動人力的成本，並配合著智慧服務型機器人的

應用提升人員整體的工作效率。目前我司推出

了兩款智慧服務型機器人，分別是智慧行李搬

運機器人與智慧送餐機器人。

行李搬運機器人擁有人性化的操作介面，無

論是工作人員或是住房的房客都能在短時間內

熟悉行李搬運機器人的操作；智慧送餐機器人

採多隔間設計，能一次運送多樣物品、多個目

的地，讓機器人不需要再來來回回的跑，提升

了運送上的效率。行李搬運機器人目前已在上

海的飯店落地，相信隨著時間的增加智慧服務

型機器人所帶動的創新價值能被更多人看見。

 Social Navigation 示意圖  圖左為智慧行李搬運機器人，圖右為智慧送餐機器人

智慧服務機器人創新價值 
文∣ 宜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修敏 行銷經理

智慧服務型機器人已從過去的人型機器人慢慢演進到非人型的機器人，這樣的轉

變是在人型機器人開始落地後使用者漸漸發覺它的不足：對話能力還無法像自然

人一樣順暢、極低的移動能力讓移動更顯笨拙、手部動作輕微無法有實際助益

等，在人們對服務型機器人期待很高的情況下，有以上的使用者體驗，讓智慧服

務型機器人被冠上嘗鮮與噱頭的同義詞。宜睿科技過去也研發過人型機器人，並

推出分別用於商用場景的服務型機器人(Adamgo) 與家用場景的服務型機器人

(Rugby)，我們在努力推動人型服務型機器人的路途上也遇到了上述的困境。

由於智慧服務機器人需要面對與服務的對

象是人，因此在細節上需要特別注意，無論是

機器人的外觀、系統、操作流程與技術能力都

得配合人的社會習慣，而社會習慣又是不容易

被量化的，因此許多智慧服務型機器人的研發

者都在量化的科學技術中與質化的社會習慣中

拉扯著，技術不斷的進步是為了配合人的社會

習慣，但是要達到這兩者的平衡並非一蹴可及

的，也需要等待社會的適應。

為了讓智慧服務型機器人擺脫噱頭與嘗鮮的

代名詞，翻轉大眾對於服務型機器人的刻板印

象，各家廠商紛紛拿掉＂人＂的形象，並且更

專注在移動與其它能在短時間落地的應用上，

例如：移動能力。移動能力對智慧型服務機器

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移動能力

涵蓋的範圍廣泛且能解決人類部分的基本勞力

問題，像是跑腿、送餐、送快遞等，認知到這

個概念後，許多大公司也積極投入室內外的送

餐車的開發，拿對岸的企業來說，餓了么外賣、

京東商城、美團外賣也紛紛開發出不同種類且

能移動的智慧服務型機器人，可以看出轉型後

的智慧型機器人後續的潛力無窮。

在智慧服務機器人的研發上需特別注重安全

與人的互動感受，也藉由這兩點讓智慧服務型

 商用機器人 Adamgo 與家用機器人 Rug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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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懂你的機器人
凌群服務型機器人 Ayuda

文∣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李睿凱經理

在北歐神話中，阿薩神族與華納神族征戰不

休，最後叫做密米爾的巨人被以人質的身分送

往華納神族作為兩族間的和平協議。然而華納

神族最後發現密米爾是阿薩神族用來欺騙的工

具，一怒之下斬下密米爾的首級，將其送回奧

丁手上。奧丁為了保存密米爾的無上智慧，施

法令密米爾的頭顱保持生命力：

「奧丁把頭顱拿起，塗以香草，讓頭顱不會

腐爛，然後向其唸誦咒文。祂透過這個方法給

予密米爾力量，讓它能跟自己對話。」

後來，奧丁便常與密米爾的頭顱交談，商議

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或許就是千萬年前的人類

對於 AI 的最初認知。

而時至今日，機器人已不再是工廠中按照指

示反覆相同動作，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時不

停工，自動化生產的一環。麻省理工學院機器

人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曾預言，協作機器人

的發展歷程，正類似早年的大型電腦主機，一

開始銷售遲緩，但隨著更小的機種陸續上市，

價錢也愈來愈便宜，電腦銷量開始以倍數急速

增加，而協作機器人也會迎向這樣的一天。

「您好，有甚麼我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你

是否曾經想像過走到每個地方都有聰明的機器

人來為你服務，隨著技術的演進，機器人變的

更物美價廉，不再局限於印象工業用的「機器

人」，而是結合感測器與機械，擁有 AI 分析能

力的服務型機器人。因為經常需要與人和複雜

的環境互動。因此服務型機器人的重要條件，

就是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根據訊息

做出反應順應環境變化。

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經過諸如產品意象圖等方式做市場分析後，

凌群電腦發現國內的服務型機器人會走得不像

人，像人的不會走，歐洲來的人型服務機器人

卻又造價昂貴，一台動輒千萬台幣的售價，而

大陸來的機器人雖然成本較低，台灣公部門也

無法使用，也會有維護上的問題。迫於客戶要

求，加上目前 3D 列印，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等

技術相對成熟，凌群電腦決定試著自主開發。

服務型機器人在市場上算是非常創新的產品，

面對前方客戶種種不確定的需求下，凌羣決定

採取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方式來開發服務型

機器人，用最小的成本去試錯、用最快的速度

去驗證。

凌羣在台灣系統整合界深耕 40 多年，而服

務型機器人又是客戶主動提出的需求，自然在

使用者的需求場景的設計上，客戶都非常願意

和我們一起配合來設計，而在開發產品當中，

為了避免貿然躁進花費了大筆成本，卻做出了

客戶不想要的產品，凌羣也漸近地採用敏捷式

的開發方式，製作最小可行性產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與客戶共同合作開發。為了

要驗證室內帶位走路的需求，第一代的服務型

機器人僅僅是一個可以室內導航的底座加上保

麗龍的上身，而短短的一年內凌羣就發展出第

三代服務型機器人 Ayuda，外觀更是請到了專

業的動畫團隊來製作不同於市面上主流的服務

型機器人身形普遍嬌小，Ayuda 身高 160 公

分，而胸前的平板也有 120 公分高，成年人使

用起來備感舒適。

Ayuda 具有同步定位與地圖構建的能力，可

以透過先進的光達感測，在室內空間做自主巡

航，主動向前移動做迎賓、定點帶位。非常適

合用於警政、金融、零售、醫療等公共場合。

Ayuda 也使用了電腦視覺來提供毫秒級的人

臉辨識，無須指紋設備、卡片及密碼，就能做

最自然身分辨識，應用上除了 VIP 招呼迎賓、

人臉解鎖、還可做安防追蹤、遠程開戶等等。

不 僅 是 看， 使 用 最 新 的 AI 人 工 智 慧 技 術

Ayuda 還 能 聽 跟 說， 透 過 語 音 辨 識 功 能，

Ayuda 可以回答用戶各種問題，客戶不需要花

時間點選來做查詢，只需對 Ayuda 說你的問

題，它就能回答你。

除了帶位、人臉辨識、語音交談外，Ayuda

還能做即時監控、遠端視訊， Ayuda 的面世正

充分展示凌羣在雲端系統整合能量，卓越的研

發能力及產業知能，並能讓 Ayuda 跟客戶在自

有系統上深度整合與客製化，做最貼心的服務

型機器人。

應用在醫療領域

國軍花蓮總醫院為提升花東醫療服務水平，

在歷任院長努力下，加強醫院軟硬體設備，逐

步導入先進數位科技醫療應用之餘，對於智慧

機器人及人工智慧在醫院的應用，率先與凌群

合作，攜手投入醫院場域服務型機器人開發，

期待讓花東地區民眾在科技上的應用更先進，

也為新科技於醫院場域服務，作為領導及示範

的標竿，智慧型機器人 Ayuda 已陸續提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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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金融與服務型機器人的信用合作社。除了在

大廳迎賓招呼客人之外，還能提供保險商品介

紹、理財試算、利率查詢及櫃台帶位，更特別

的是透過最先進的人臉辨識功能還能辨識 VIP

客戶，讓客人覺得分外窩心。

與真實的人類行員相比，人們更愛與機器人

互動，而且是具有人類相似外觀的機器人而不

只是一台會走路的平板。客人一進來彰六信大

廳後 Ayuda 就會熱情上前迎賓，主動詢問客

戶想辦甚麼業務，而現今的技術已經可以在合

理的預算內做到讓機器人在走路時能避開障礙

物，不會傻傻地撞上去。

除了走路之外，機器人還能聽得懂客戶的問

題，像是客戶可以問他「一年定期儲蓄存款利

率」「存摺不見了」這些問題，Ayuda 都能為

客戶解惑，同時也讓銀行第一線人員不需要一

直重複回答問題，把時間專注在處理客戶業務

上。

機器人 Ayuda 還可以是最佳的產品介紹高

手，讓人們覺得與他互動有趣，因此讓機器人

來介紹產險會更吸引客戶。

除了讓機器人模擬人類迎賓、介紹產品外，

也可以發揮機器人的優勢，讓機器人能夠協助

客戶做理財試算，只要輸入存入金額、年利率、

月份就能知道存本取息儲蓄存款總共多少 ? 發

揮數位金融的優勢

彰化六信理事主席溫永春表示，導入智慧型

機器人 Ayuda，不僅整合了最新的 AI 科技，

還能減少客戶等候時間，減輕人力負擔。彰化

六信積極投入金融數位化建設，提供一流的金

融服務，除了 AI 機器人外，也陸續推出行動網

銀 APP、線上開戶、雲支付等，就是要便利更

多年輕以及在地的用戶，更希望這樣的成功經

驗能與更多友社分享。

完全 MIT 的服務型機器人

Ayuda 完全 MIT，由台灣生產、製造，從機

器人移動平台、機器人零組件、語音辨識、語

音交談、機器人自動學地圖及導航、視訊等，

更在機械結構及機電整合上創新，可彈性整合

各領域特有硬體設備，更是一舉拿下了雲端物

聯網創新獎冠軍以及系統整合輸出獎兩項大

獎，將來，Ayuda 會不斷地協助用戶在有限預

算內，發揮最大功效。

服務介紹、診間帶位、掛號導引等服務，吸引

並服務許多來院就醫病患及洽公人員，已成為

國軍花蓮總醫院一樓大廳最亮眼的服務代表之

一。

當醫院為了服務病友，增加更多而複雜的科

別及診間，使病友找尋診間時費時又費力。國

軍花蓮總醫院表示，凌群服務型機器人 Ayuda

的室內導航帶位功能，聰明地解決病人找尋診

間的痛點，來賓只要進入醫院大廳，機器人即

會上前熱情迎賓，開口說出想去的醫院任一診

間，機器人即能帶領來賓前往，國軍花蓮總醫

院表示，「引進機器人的服務讓病友體驗到國

軍花蓮總醫院的服務不斷在提升，且進一步與

世界潮流結合」，同時減輕服務人員負擔，使

來賓覺得貼心又溫暖。

應用在金融領域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在地多年來為地方基

層金融，為社區民眾及弱勢族群，提供安全

便利的金融服務為目標，從完全人工存匯款

作業導入導入電腦化，成立網路 ATM 作業，

啟用無障礙語音模式 ATM，推動台灣金融卡

Smart Pay，一路走來不斷的為在地的朋友

提供最先進的數位金融服務，隨著 AI 浪潮的

襲來，一直也在思考怎麼將 AI 及數位金融結

合，讓地方的好朋友們享受新科技帶來的便

利。

彰六信與凌群電腦合作在總社導入了機器

人 Ayuda 做為行員，成為了全台第一個結合數

 圖一 : 彰六信最新的機器人行員 Ayuda

 圖三 : Ayuda 用人臉辨識拍照建檔

 圖二 : 彰六信金融機器人 Ayuda 的功能

 圖四 : 機器人 AYUDA 介紹之產險服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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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選擇性雷射燒

結 方 式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SLS) [2,3]

以及擴散焊接 (diffusion bonding) [4] 等技術來

製作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模具，上述方法缺點

涵蓋：機台售價非常昂貴、模具尺寸受到工作

平台尺寸限制、模具製作速度很慢以及模具製

作成本昂貴。美國、德國、日本、瑞士、香港

與英國等國家雖有順形冷卻水路設計技術，但

都是以個別產品為導向，而且所具有的技術，

均為各公司之經驗技術 (know-how)；此外，

對於製作幾何形狀複雜之順形冷卻水路無法勝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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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樹脂 (Al-filled epoxy resins) 經常被運

用來製作快速模具 (rapid tooling) [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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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壓印成型或塑膠射

出成型，進行批量試產。但是，運用金屬樹脂

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其熱傳導係數 (thermal 

conductivity) [28] 約 為 常 見 模 具 鋼 之 1/10 至

1/15。溫度是影響塑件品質良窳之首要關鍵因

子，Dimla [29] 等作者設計塑膠射出成型模具

之冷卻水路並進行最佳化研究；Wang [30] 等

作者提出可供快速模具使用之自動配置順形冷

卻水路演算法；Ferreira 與 Mateus [31] 與 Au 

[32] 以銅管 (copper pipe) 來製作順形冷卻水

路，並塑膠射出快速模具內部配置順形冷卻水

路；ODonnchadha 與 Tansey [33] 運 用 選 擇

性雷射燒結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34] 方

式來製作具順形冷卻水路模具；Nickels [35]

提出以直接金屬雷射燒結 (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方式來製作具順形冷卻水路模具。

因此，如何提出一種可以避免使用銅管、昂

貴設備以及高製造成本等方式來製作具順形冷

卻水路模具，即變成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整體

而言，我國模具產業體系雖然完整，但是對於

模具之順形冷卻水路設計技術仍有長足進步的

空間。順形冷卻水路有並聯 (serial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 與 串 聯 (parallel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 兩種形式。因此，本研究提

出一個可以製作並聯與串聯順形冷卻水路之快

速模具技術，並針對不具冷卻水路、具傳統冷

卻水路、具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具串聯式冷卻

水路之快速模具之優缺點以及冷卻效益進行研

究與分析。

實驗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使用設備包括 uPrint 快速原型系

統、紅外線溫度感測儀 (infrared temperature 

sensor) (Ti40, Fl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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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所使用材料包括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

物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丙 酮、 矽 膠 主 劑 (KE-1310ST,Shin Etsu)、

硬 化 劑 (CAT-1310S, Shin Etsu)、 蠟 (K512, 

Kato)、離型劑、環氧樹脂 (174, Jasdi) 以及金

屬樹脂 (TE-375A, Jasdi)。

本研究所選用之研究載具為管路端蓋 (pipe 

cover)，如圖 1 所示，管路端蓋之外徑、高度

厚 度 分 別 為 70 mm、30 mm 以 及 8 mm， 拔

模角度 (draft angle) 為 3°。根據研究載具之

不同形式順形冷卻水路
之冷卻效益研究與分析

文∣郭啟全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徐瑋聰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

關鍵詞：冷卻時間、快速模具、順型

             冷卻水路、射出成型“
前言

分秒必爭的時代，提升產能效率已經成為業

界最重視的目標之一，於塑膠射出成型實務上，

成型週期以冷卻階段所花費的時間最冗長，此

一現象在較大的塑膠射出成型件更加顯著，因

此於講求高產能之塑膠射出成型模具，更需要

有別於傳統塑膠射出成型模具之直進直出冷卻

水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塑膠射出成型之冷

卻時間必須減少，傳統水路減少塑膠射出成型

之冷卻時間有限，因此，發展出順形冷卻水路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1]，此種水路係

以貼近產品之輪廓來配置，可以均勻且有效率

的將模具熱量帶走，以提高塑膠射出成型件之

生產效率。冷卻系統不僅單純帶走塑件的熱量，

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一個穩定的製程環境，讓塑

件在成型過程中達到穩定與迅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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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並非最佳。此外，研發單位使用直接金屬

堆 積 技 術 (direct metal deposition, DMD)、

直 接 金 屬 雷 射 燒 結 技 術 (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 DMLS)、 選 擇 性 雷 射 熔 融 方 式

摘要

影響一項新產品之生產效率，主要的因素

為成型週期時間。一般而言，可以藉由縮短冷

卻階段之冷卻時間來縮短成型週期時間，主要

的原因為冷卻時間於射出成型過程中，佔用了

大部分時間。模具可以藉由安裝順型冷卻水路

來縮短冷卻時間，本研究研製具有不同形式冷

卻水路之四種模具，並實際運用於低壓射臘射

出成型。研究結果發現，串聯順形冷卻水路之

冷卻效益優於並聯順形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益。

如與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不具順形冷卻水路進行

比較，當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具有串聯順形冷卻

水路，可以節省冷卻時間約 89.92%。改變不

同冷卻液之流量，對於節省冷卻時間無顯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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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不具冷卻水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製作中介模具、置放中介模具於模框、金屬
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圖 5、具傳統冷卻水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與傳統冷卻水路、製作中介模具、置放中介
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圖 6、具並聯冷卻水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與並聯冷卻水路、製作中介模具、置放中介
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圖 7、具串聯冷卻水路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與串聯冷卻水路、製作中介模具、置放中介
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圖 1、本研究所選用之研究載具

圖 2、四種不同形式之快速模具示意圖 (a) 不具冷卻水路，
(b) 具傳統冷卻水路，(c) 具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 (d) 具串
聯式冷卻水路

圖3、快速模具詳細製作流程示意圖 (a)製作研究載具、(b)
製作模框、(c) 將研究載具置入於模框內、 (d) 中介模具材
料製備與澆注、(e) 中介模具、(f) 將中介模具與研究載具
置入於模框內並噴塗離形劑、(g) 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
與澆注、(h) 公模仁製作完成、(i) 將公模仁與研究載具置
入於模框內並噴塗離形劑、(j) 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
注、(k) 母模仁製作完成以及 (l) 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外型，本研究設計四種不同冷卻形式之快速模

具，分別為不具冷卻水路、具傳統冷卻水路、

具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具串聯式冷卻水路之快

速模具，如圖 2 所示。本研究運用 uPrint 快速

原型系統以 ABS 材料來列印冷卻水路，冷卻水

路之橫斷面 (cross-section) 為圓形，管徑為 10 

mm，選擇圓形橫斷面，主要的原因為圓形橫

斷面之截面積最大以及強度最強。冷卻水路之

軸心與模具表面距離為 20 mm，四種不同冷卻

形式快速模具之外型尺寸均為一致，其長度、

寬度與高度分別為 120 mm、120 mm 以及 60 

mm。具傳統冷卻水路公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

與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分別為 280 mm 與

340 mm；具並聯式冷卻水路公模仁之冷卻水路

總長度與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分別為 316 

mm 與 462 mm；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公模仁之

冷卻水路總長度與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分

別為 291 mm 與 463 mm。藉由四種不同冷卻

形式之快速模具，均可以藉由低壓射蠟製作出

管路端蓋蠟形 (wax patterns)。圖 3 為快速模

具詳細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涵蓋：(a) 製

作研究載具、(b) 製作模框、(c) 將研究載具置

入於模框內、 (d) 中介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e)

中介模具、(f) 將中介模具與研究載具置入於模

框內並噴塗離形劑、(g) 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

與澆注、(h) 公模仁製作完成、(i) 將公模仁與研

究載具置入於模框內並噴塗離形劑、(j) 金屬樹

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k) 母模仁製作完成以

及 (l) 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圖 4 為 不 具 冷 卻 水 路 (without cooling 

channels)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

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製作中介模具、置

放中介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

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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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capacity) 約為 4200 J/kg·K，油的比熱約

為 2000 J/kg·K，水的比熱比油大，因此溫度

變化較小。本研究使用控制閥與流量計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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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順形冷卻水路與不具有順形冷卻水路在冷

卻時間之差異性，本研究控制出水口溫度為室

溫約 27 ℃，並於溫度資料收集器安裝 3 條熱電

偶，圖 9 為熱電偶擺置於快速模具內部之示意

圖，通道 (channel)1 紀錄快速模具內部蠟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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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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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射蠟參數為射蠟溫度為 89 ℃、

射蠟壓力為 2 kgf/cm2 以及射蠟時間為 8 秒，

當快速模具進行低壓射蠟後，即進行產品之溫

度變化資料收集，資料收集器每 10 秒鐘紀錄一

筆資料。此外，為了研究具有順形冷卻水路與

不具有順形冷卻水路在冷卻效率之差異性，時

間之計算是從快速模具開始進行低壓射蠟至蠟

型達到脫模溫度 (ejection temperature) 為室溫

約 27 ℃所經過之時間。為了研究不同冷卻液

流速之冷卻效益，本研究結合冷卻液調整閥以

及冷卻液流量計，冷卻液流量計之最大流量為

16 L/min，並調整五種不同冷卻液流速進行研

究。

結果與討論

一般常見之順形冷卻水路有四種 ，Z 字型

(Zigzag) 順形冷卻水路、螺旋 (spiral) 順形冷

卻 水 路、 支 架 (scaffold) 順 形 冷 卻 水 路 以 及

Voronoi diagram type 順形冷卻水路。當支架

順形冷卻水路之流動長度增加時，將使冷卻液

圖 10、製作完成之低
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
圖 (a) 不具冷卻水路，
(b) 具傳統冷卻水路，
(c) 具並聯式冷卻水路
以及 (d) 具串聯式冷
卻水路

圖 11、去除冷卻水路
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
實體圖 (a) 不具冷卻
水路，(b) 具傳統冷卻
水路，(c) 具並聯式冷
卻水路以及 (d) 具串
聯式冷卻水路

(coolant) 產生更大之壓降 (pressure drop)，因

此冷卻液很難保持紊流 (turbulent flow)，進而

影響冷卻效率。當模具使用 Voronoi diagram 

type 順形冷卻水路，順形冷卻水路於模具表

面分佈非常均勻，但是缺點為冷卻液之壓降非

常大以及產生冷卻液之流動速度 (velocity of 

coolant) 不均勻，因此很難使模具均勻冷卻。

當模具使用 Z 字型順形冷卻水路，由於順形冷

傳統冷卻水路是水路不以貼近產品輪廓方式來

分佈，圖 5 為具傳統冷卻水路 (conventional 

cooling channels)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

示意圖，製作流程為準備研究載具與傳統冷卻

水路、製作中介模具、置放中介模具於模框、

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

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理。圖 6 為具並聯冷卻

水路 (parallel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低

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為

準備研究載具與並聯冷卻水路、製作中介模具、

置放中介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製備

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化處

理；並聯冷卻水路是冷卻液 (coolant) 於從入口

(inlet) 進入後會產生分流，最後由出口 (outlet)

進入冷卻液槽 (coolant tank)。圖 7 為具串聯

冷卻水路 (series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低壓射蠟快速模具製作流程示意圖，製作流程

為準備研究載具與串聯冷卻水路、製作中介模

具、置放中介模具於模框、金屬樹脂模具材料

製備與澆注、公母模仁固化以及公母模仁後硬

化處理；串聯冷卻水路是冷卻液於從入口進入

後不會產生分流，最後由出口進入冷卻液槽。

快速模具材質為矽膠，主要的原因為可以製作

可視化模具 (visible mold)。因此，於冷卻過程

中，可以清楚研究冷卻液之流動情形。本研究

選擇冷卻水路為圓形斷面 (circular section)，

主要的原因為圓形斷面是流道體積最大而接觸

面積 (contact area) 最小。本研究選擇冷卻水

路管徑為 10 mm，主要的原因為當冷卻水路

之管徑太大時，會降低冷卻液之流動速度，冷

卻效果會降低；相反地，當冷卻水路之管徑太

小時，冷卻液之體積太少，冷卻效果 (cooling 

performance) 也會降低。

為了研究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

模具在冷卻效率之差異性，本研究建構一套

研究低壓射蠟冷卻效率之實驗系統，示意圖

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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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器、熱電致冷晶片 (thermoelectric 

cooler (TEC12706AJ, Caijia) 以 及 溫 度 控 制

器 (JCM-33A,Shinko)、k 型 式 熱 電 偶 (TC05, 

Cheng Tay)、資料收集器 (MRD-8002L, IDEA 

System)、水循環泵 (M101, 達成科技有限公

司 )、冷卻液調整閥以及冷卻液流量計 (flow 

meter) (J-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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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研究低壓射蠟冷卻效率之實驗系統示意圖

圖 9、熱電偶擺置於快速模具內部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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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產品溫度
與冷卻時間關係圖

外線溫度感測儀所拍攝快速模具之表面溫度情

形，無法很明確區分其差異性。為了初步研究

四種不同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益，本研究改採於

母模仁內澆注蠟液，蠟液之溫度與低壓射蠟所

射出之蠟液溫度相同，並運用紅外線溫度感測

儀拍攝蠟型之表面溫度，並於每 10 分鐘記錄

蠟型在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之蠟型表面

之溫度變化，圖 13 為運用紅外線溫度感測儀

所拍攝之蠟型表面溫度分佈情形，圖 14 為運

用紅外線溫度感測儀所拍攝之蠟型表面溫度與

冷卻時間之關係。蠟型之脫模溫度約為室溫約 

27 ℃，對於不具冷卻水路、具傳統冷卻水路、

具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具串聯式冷卻水路等四

副模具內部蠟型表面達到脫模溫度之時間分別

約為 220 分鐘、200 分鐘、150 分鐘以及 130

分鐘，結果明顯發現，具串聯式、並聯式、傳

統以及無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冷卻速率分別約

為 0.48 ℃ / 分、0.41 ℃ / 分、0.31 ℃ / 分以

及 0.28 ℃ / 分，具串聯式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益

最佳。

為了研究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

模具之產品溫度與冷卻時間關係，本研究將四

種不同冷卻形式快速模具之外型尺寸製作為一

致，並針對不同形式冷卻水路之熱傳效果，研

究產品溫度與冷卻時間之關係，圖 15 為四種具

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產品溫度與冷

卻時間關係圖。冷卻液之流量約為 16 L/min，

不具冷卻水路、具傳統冷卻水路、具並聯式冷

卻水路以及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內部之

蠟型達到脫模溫度 (ejection temperature) 之

時 間 分 別 約 為 9,011 秒、3,281 秒、1,270 秒

以及 850 秒。此結果表示，具有串聯順形冷

卻水路之冷卻效率最佳，如與低壓射蠟模具不

具有冷卻水路進行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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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9%，當低壓射蠟模具具有並聯順形冷卻水

路，蠟型之冷卻時間可以縮短約 85.91%，當

低壓射蠟模具具有串聯順形冷卻水路，蠟型之

冷卻時間可以縮短約 90.57%。

為了要確實了解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

路快速模具之冷卻效益，本研究將四種具有不

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進行十次重覆低壓射

蠟成型。圖 16 為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

快速模具進行低壓射蠟十次之冷卻時間。冷卻

液之流量約為 16 L/min，四副具有不同形式

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蠟型平均冷卻時間分別

為 149.16 分 鐘、56.44 分 鐘、22.84 分 鐘 與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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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約為 6.71 分

鐘、3.74 分鐘、1.41 分鐘與 1.02 分鐘。此一

結果再一次證明，具有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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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運用具有串聯式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

模具如與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不具冷卻水路進行

比較，確實可以顯著節省冷卻時間。具串聯式

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冷卻時間如與不具冷卻水

卻水路有太多轉彎處，因此冷卻液之流動速度

將顯著下降，因此很難使模具均勻冷卻。當模

具使用螺旋順形冷卻水路，由於螺旋順形冷卻

水路之分佈比較平順，因此冷卻液之壓降比較

小，而且螺旋順形冷卻水路於模具之配置非常

方便以及入水口 (inlet) 以及出水口 (outlet) 很

容易決定。本研究所提出之串聯與並聯冷卻水

路屬於螺旋順形冷卻水路。圖 10 為製作完成

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圖，本研究運用丙酮

(acetone) 溶液以沖刷方式來移除 ABS 冷卻水

路，去除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實體圖，

如圖 11 所示。結果明顯說明，快速模具內部之

ABS 冷卻水路去除非常乾淨，並無殘料存在於

快速模具內部。

具傳統冷卻水路公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與

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分別為 280 mm 與

340 mm；具並聯式冷卻水路公模仁之冷卻水

路總長度與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分別為

316 mm 與 462 mm；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公模

仁之冷卻水路總長度與母模仁之冷卻水路總長

度分別為 291 mm 與 463 mm。為了研究具

有不同形式順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冷卻液流

動情形，本研究於冷卻液內添加藍色墨水，圖

12 為冷卻液之流動情形與示意圖。結果明顯說

明，串聯冷卻水路之優點為均勻流速以及均勻

散熱；串聯冷卻水路之最大缺點為較高之壓降

(pressure drop)。並聯冷卻水路之優點為較低

之壓降以及非常適合運用於嵌入件 (inserts) 之

周圍冷卻，如果與串聯冷卻水路比較，並聯式

的冷卻液流量可以達到三倍左右；並聯冷卻水

路之缺點為容易累積水垢、各分支流速不均勻

以及各分支效率較低。

由於矽膠之熱傳導率低，當四種具有不同形

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進行低壓射蠟後，運用紅

圖 12、冷卻液之流動情形與示意圖 (a) 傳統冷卻水路，(b)
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 (c) 串聯式冷卻水路

圖 13、運用紅外線溫度感測儀所拍攝之蠟型表面溫度分
佈情形 (a) 不具冷卻水路，(b) 具傳統冷卻水路，(c) 具並
聯式冷卻水路以及 (d) 具串聯式冷卻水路

圖 14、運用紅外線溫度感測儀所拍攝之蠟型表面溫度與
冷卻時間之關係 (a) 不具冷卻水路，(b) 具傳統冷卻水路，
(c) 具並聯式冷卻水路以及 (d) 具串聯式冷卻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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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與不具冷卻水路快速
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圖

圖 23、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與具傳統冷卻水路快
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圖

圖 24、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與具並聯冷卻水路快
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圖

分鐘，如圖 18 所示，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

型充填時間、產品冷卻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

及產品取出時間佔成型週期時間之比例分別

約 為 0.33%、0.33%、98.68%、0.33% 以 及

0.33%。具傳統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模具合模

時間、射出成型充填時間、產品冷卻時間、模

具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出時間分別約為 0.5 分

鐘、0.5 分鐘、56.44 分鐘、0.5 分鐘以及 0.5

分鐘，不具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

約為 58.44 分鐘，如圖 19 所示，模具合模時

間、射出成型充填時間、產品冷卻時間、模具

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出時間佔成型週期時間

之 比 例 分 別 約 為 0.86%、0.86%、96.58%、

0.86% 以及 0.86%。具並聯冷卻水路快速模具

之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型充填時間、產品冷

卻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出時間分別

約為 0.5 分鐘、0.5 分鐘、22.84 分鐘、0.5 分

鐘以及 0.5 分鐘，不具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

型週期時間約為 24.84 分鐘，如圖 20 所示，

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型充填時間、產品冷卻

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出時間佔成型

週 期 時 間 之 比 例 分 別 約 為 2.01%、2.01%、

91.95%、2.01% 以及 2.01%。具串聯冷卻水

路快速模具之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型充填時

間、產品冷卻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

出時間分別約為 0.5 分鐘、0.5 分鐘、15.03 分

鐘、0.5 分鐘以及 0.5 分鐘，不具冷卻水路快

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約為 17.03 分鐘，如圖

21 所示，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型充填時間、

產品冷卻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及產品取出時

間佔成型週期時間之比例分別約為 2.94%、

2.94%、88.26%、2.94% 以及 2.94%。

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如與

不具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節省

成型週期比例約為 88.7%，如圖 22 所示。具

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如與具傳

統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節省成

型週期比例約為 70.9%，如圖 23 所示。具串

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如與具並聯

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比較，節省成型

週期比例約為 31.4%，如圖 24 所示。

路、具傳統冷卻水路以及具並聯式冷卻水路快

速模具之冷卻時間比較，節省冷卻水路之比例

分別約為 89.92%、84.69% 以及 62.16%。圖

17 為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與所製作成品

之實體圖。

低壓射蠟成型週期時間 (cycle time) 涵蓋：

模具合模時間 (mold closing time)、射出成型

充填時間 (filling time)、產品冷卻時間 (cooling 

time)、模具開模時間 (mold opening time) 以

及產品取出時間 (part ejection time)。不具冷

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模具合模時間、射出成型充

填時間、產品冷卻時間、模具開模時間以及

產品取出時間分別約為 0.5 分鐘、0.5 分鐘、

149.16 分鐘、0.5 分鐘以及 0.5 分鐘，不具冷

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約為 151.16

圖 16、四種具有不同形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進行低壓射
蠟十次之冷卻時間

圖 18、不具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

圖 19、具傳統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

圖 20、具並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

圖 21、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之成型週期時間

圖 17、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與所製作成品之實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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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水路比較，由於它能夠均勻的貼合產品，因

此冷卻效率較佳，所以塑膠產品在射出成型之

生產週期可以更縮短，但是此一方法缺點涵蓋：

機台售價非常昂貴、模具製作成本昂貴、冷卻

水路內壁表面品質不佳以及冷卻水路之尺寸精

度不佳。此外，亦有研究學者運用銅管製作具

有順形冷卻水路快速模具，但由於銅管與模具

材質之熱膨脹係數不一樣，因此安置於模具內

部之銅管使用一段時間之後會產生間隙，並使

模具之冷卻效率下降。本研究所研製之低壓射

蠟快速模具並無此一缺點，因為本研究於製程

中並無使用銅管，此外本研究所研製之低壓射

蠟快速模具之冷卻液，直接可以將模穴內之熱

量帶走。根據上述之研究結果，如果將製作模

具材料改為金屬樹脂，所製作之快速模具即可

運用於塑膠射出成型或熱壓印成型。此種快速

模具是一體成形，如於運用複合加工方式所製

作之快速模具比較，優點為冷卻液於射出成形

過程中不會產生洩漏，因為複合加工是具有順

形冷卻水路部分運用積層製造技術來製造，不

具順形冷卻水路部分運用 CNC 來加工。圖 26

為運用複合加工方式與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具

順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

綜觀上述說明，本研究成果具備產業利用性

與工業實用價值，因為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精

密機械相關產業於研發階段所需佔用模具之順

形冷卻水路設計參考。此外，運用本研究所研

製具有冷卻水路之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可以快

速進行蠟型製作，並運用於製作客制化金屬零

表 1、本研究成果與研究相關之比較表

作者 研究內容 說明

張晨鋒 [37]
1. 設計順形冷卻水路。

2. 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卻水路模具與順形冷卻水路模

具之冷卻效益。

無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

Wang 等人 [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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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運用電腦模擬具螺旋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

無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

Eiamsa-ard 與 
Wannissorn [39]

運用電腦模擬具順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
無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

Altaf 等人 [40]
1. 設計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順形冷卻水路。

2. 無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之冷卻效益。

1. 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

2. 量測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之冷卻效益。

本研究

1. 設計傳統冷卻水路、串聯順形冷卻水路、並聯順形冷

卻水路。

2. 無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卻水路與串、並聯順形冷卻

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

1. 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

2. 量測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之冷卻效益。

冷卻液之流量與冷卻效益息息相關，當冷

卻液之流動成為紊流時，其冷卻效益約為層

流 (laminar flow) 之 3 至 5 倍。為了了解不同

冷卻液流量 (coolant flow rate) 與冷卻時間之

關係，本研究調整冷卻液不同流量，並以具串

聯式冷卻水路之快速模具進行低壓射蠟，研究

不同冷卻液流量與冷卻時間之關係。圖 25 為

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在不同冷卻液流量

條件下與臘型冷卻時間之關係圖。根據計算雷

諾 數 (Reynolds number) 之 公 式 1， 冷 卻 液

之流量 8 L/min、10 L/min、12 L/min、14 L/

min 與 16 L/min 之雷諾數分別約為 16985、

21231、25477、29723 與 33970， 當 雷 諾

數 大 於 10,000 時， 冷 卻 液 之 流 動 為 完 全 紊

流 (complete turbulence)。 冷 卻 液 流 量 8 L/

min、10 L/min、12 L/min、14 L/min 與 16 L/

min 之冷卻時間分別約為 15.8 分鐘、16 分鐘、

15.9 分鐘、與 16 分鐘與 15.9 分鐘，此結果表

示改變不同冷卻液之流量，對於節省冷卻時間

無顯著效果，主要的原因為本研究所使用之冷

卻液流動均為完全紊流。

D
Qe 4R = --------------------------(1) 

:冷卻液之密度 (g/cm3)  

:冷卻液之黏度 (poise)  

Q:冷卻液之流量(cc/sec) 

D:冷卻水路管徑(cm) 

根據射出成型之實務經驗，約 60% 射出成

型不良品與模具溫度控制之良窳息息相關，當

模具冷卻不均勻時，射出成型品常見之缺失，

例如：收縮 (shrinkage)、凹痕 (sink mark) 以

及翹曲便形 (warpage) 可以避免。傳統直進直

出之冷卻水路屬於 2D 水路，因此冷卻效率不

佳，當產業界運用具有順形冷卻水路之模具進

行量產，優點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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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之順形冷卻水路具有適當

R 角，如果與傳統直進直出之冷卻水路比較，

此種冷卻水路比較不會有死水區 (backwater 

area)， 冷 卻 水 路 也 比 較 不 會 積 水 垢 (water 

scale)。研發單位使用選擇性雷射燒結技術、

直接金屬雷射燒結技術與擴散焊接技術，製作

具有隨形水路之模具，如與傳統直進直出之冷

圖 25、具串聯式冷卻水路快速模具在不同冷卻液流量條
件下與臘型冷卻時間之關係圖

圖 26、運用 (a) 複合加工方式與 (b) 快速模具技術所製作
具順形冷卻水路之模具示意圖



產學研究 &技術趨勢  Technology Research & Insight

80 81智慧自動化產業期刊 Sep 2018  ∣ Journal of Automation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 Armillotta, R. Baraggi, S. Fasoli,＂ SLM tooling for die casting 
with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71, Issue 1, 2015, 
Pages 573–583.
X. H. Song , W. Li, P. H. Song, Q. Y. Su, Q. S. Wei, Y. S. Shi, K. Liu 
, W. G. Liu,＂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of aliphatic-polycarbonate/
hydroxyapatite composite scaffolds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81, Issue 1, 2015, Pages 15-25.
C .  S o n g  ,  Y. Ya n g  ,  Y.  L i u ,  Z .  L u o ,  J .  K .  Yu ,＂  S t u d y  o n 
manufacturing of W-Cu alloy thin wall parts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Volume 78, Issue 5, 2015, Pages 885-893.
Z. Xue, Q. Yang, L. Gu, X. Hao, Y. Ren and Y. Geng,＂ Diffusion 
bonding of TiAl based alloy to Ti–6Al–4V alloy using amorphous 
interlayer,＂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6, 
Issue 1, 2015, Pages 40–46.
C. C. Kuo, Z. Y. You, “Development of injection molding tooling 
with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fabricated by optimal process 
parame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96, Issue 1–4, 2018, Pages 1003–1013. |
C. C. Kuo, Z. Y. You,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for rapid fabricating 
cooling channels with smooth surfa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95, Issue 1–4, 2018, 
Pages 1135–1141.
C .  C .  K u o ,  S .  Y.  Ly u ,  “A c o s t - e f f e c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u s i n g 
recycled mater ia ls  to fabr icate micro-hot  embossing die for 
m ic ro fabr ica t ion ,＂  The  In te rna t iona l  Journa l  o 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94, Issue 9–12, 2018, Pages 
4365–4371.
C. C. Kuo, W. H. Chen, X. Z. Liu, Y. L. Liao, W. J. Chen, B.Y. Huang, 
R. L. Tsai,＂ Development of a low-cost wax injection mold with high 
cooling efficien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93, Issue 5–8, 2017, Pages 2081–2088.
C. C. Kuo, W. H. Chen, J. W. Zhang, D. A. Tsai, Y. L. Cao,, “A new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a rapid tooling with different cross-sectional 
cooling chann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7, Volume 92, Issue 9–12, Pages 3481–3487.
C .  C .  Kuo ,  Y.  J .  Wang ,  “Opt im iza t i on  o f  p lasma su r face 
modif icat ion parameter for fabricat ing a hot embossing mold 
with high surface finish,＂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7, Volume 91, Issue 9–12, Pages 
3363–3369.
C. C. Kuo, S. Y. Lyu, “Development of low-cost hot embossing 
stamps with long lifespa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7, 
Volume 91, Issue 5–8, Pages 1889–1895.
C. C. Kuo, W. H. Chen, W. C. Xu,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for rapid 
manufacturing wax injection molds with complex geometrical shapes of 
cooling chann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7, Volume 91, Issue 5–8, Pages 1689–1695.
C. C. Kuo, B. C. Chen, “Development of hot embossing stamps 
wi th conformal  cool ing channels for  microrepl icat 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7, 
Volume 88, Issue 9, Pages 2603–2608.
C. C. Kuo, T. S. Chiang, “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in 
lifespan of precision epoxy resin mold,＂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7, Issue 9, 2016, Pages 839-844. 
C .  C .  Kuo ,  M .  R .  L i ,  “A cos t - e f f ec t i ve  me thod  f o r  r ap i d 
manufacturing sheet metal forming d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85, Issue 9, 2016, 
Pages 2651-2656.
C. C. Kuo, Y. J. Wang, H. Y. Liao, H. J. Hsu, T. S. Chian,＂ 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for micro-featured epoxy resin 
mold,＂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7, Issue 
4, 2016, Pages 341-350.
C. C. Kuo, B. C. Zhuang, “ Manufacturing process development for a 
precision embossing stamp with high-aspect-ratio micro-sized features,＂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7, Issue 1, 2016, 
Pages 29-36.
C. C. Kuo, R. L. Tsai,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ow-pressure wax 
injection rapid toolings,＂ Polymers and Polymer Composites, Volume 23, 
Number 9, 2015, Pages 647-652.

參考文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C. Kuo, B. C. Chen, “Optimization of hot embossing molding 
process parameters of Fresnel lens using Taguchi method,＂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6, Issue 9, 
2015, Pages 942-948.
C. C. Kuo, H. Y. Liao,＂ Dimensional accuracy optimization of the micro-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using the Taguchi design method,＂ 
Materials Science, Volume 21, No. 2, 2015, Pages 244-248.
C. C. Kuo, B. C. Zhuang,＂  A simple and low-cost meth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micro-featured mold insert for micro-hot 
embossing,＂ Indi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s 
(IJEMS),Volume 48, Issue 5, 2014, Pages 487-494.
C. C. Kuo,＂ A cost-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rapid fabrication of 
functional metal prototypes,＂ Materiali in Tehnologije, Volume 48, 
Issue 4, 2014, Pages 581-585.
C. C. Kuo, Y. J. Wang,＂ Development of a micro-hot embossing 
mold with high replication fidelity using surface modification,＂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 Volume 29, Issue 9, 2014, 
Pages 1101-1110.
C. C. Kuo, H.Y. Liao,＂ Enhanc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poxy 
resin mold by adding zirconia particles,＂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 Volume 29, Issue 7, 2014, Pages 840-847.
C. C. Kuo, H. J. Hsu,＂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ybrid mold with 
microfeatures in micro-hot embossing,＂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Volume 28, Issue 11, 2013, Pages 1203-1208.
C. C. Kuo, H. J. Hsu,＂ Micro-hot embossing of Fresnel lens using 
precision micro-featured mold,＂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Volume 28, Issue 11, 2013, Pages 1228-1233.
C. C. Kuo,＂ A simple and cost-effective method for fabricating epoxy-
based composites mold inserts,＂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Volume 27, Issue 4, 2012, Pages 383-388.
C. C. Kuo, Z. Y. Lin,＂ Development of bridge tooling for fabricating 
mold inserts of aspheric optical lens ,＂ Materialwissenschaft und 
Werkstofftechnik, Volume 42, No.11, 2011, Pages 1019-1024.
M. J. Peet, H. S. Hasan, H. K. D. H. Bhadeshia,＂ Prediction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te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Volume 54, Issues 11–12, 2011, Pages 2602-2608.
D. E. Dimla, M. Camilotto, F. Miani,＂Design and optimisation of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in injection moulding tools ,＂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s 164–165, 2005, 
Pages 1294-1300.
Y. Wang, K. M. Yu, C. C.L. Wang, Y. Zhang,＂ Automatic design 
of conformal cooling circuits for rapid tool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Volume 43, Issue 8, 2011, Pages 1001-1010.
J. C. Ferreira, A. Mateus,＂ Studies of rapid soft tooling with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for plastic injection mould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 142, Issue 2, 2003, 
Pages 508-516.
K. M. Au, K. M. Yu, W.K. Chiu,＂ Visibility-based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 generation for rapid tool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Volume 43, Issue 4, 2011, Pages 356-373.
B. ÓDonnchadha, A. Tansey,＂ A note on rapid metal composite 
too l ing  by  se lec t ive  laser  s in ter ing ,＂  Journa l  o f  Mater ia 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Volumes 153–154, 2004, Pages 28-34.
S. Kumar,＂ 10.05 -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Melting,＂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Processing, Volume 10, 2014, Pages 93-134.
L.  Nickels,"Channel l ing qual i ty for  moulded parts using fast 
manufacturing,＂Metal Powder Report, Volume 64, Issue 8, 2009, 
Pages 8-12.
F. Liu, Z. Fan, X. Liu, J. He, F. Li,＂ Aqueous gel casting of water-soluble 
calcia-based ceramic core for investment casting using epoxy resin 
as a bind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Volume 86, Issue 5, 2016, Pages 1235-1242.
張晨鋒，“應用異型水路設計改善楔型導光板射出成型品質之研究＂，國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碩士班碩士論文，中華民國一 0 一年七

月。

Y. Wang , K. M. Yu , C. C.L. Wang , ＂ Spiral and conformal cooling 
in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Volume 63, 
2015, Pages 1-11.
K. Eiamsa-ard , K. Wannissorn , ＂ Conformal bubbler cooling for 
molds by metal deposition process,＂ Computer-Aided Design, 
Volume 69, 2015, Pages 126-133.
K. Altaf , A. M. A. Rani , V. R. Raghavan, ＂ Prototype production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for circular and profi led conformal 
cooling channels in aluminium filled epoxy injection mould tools,＂ 
Rapid Prototyping Journal, Volume 19, Issue4, 2013, Pages 220-
229.

件 (metal parts) [36] 。本研究成果與研究相

關之比較，如表 1 所示，張晨鋒 [37] 設計順

形冷卻水路以及運用電腦模擬具傳統冷卻水路

模具與順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但是無

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模具。Wang 等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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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形冷卻水路模具。Eiamsa-ard 與 Wannissorn 

[39] 運用電腦模擬具順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

卻效益，但是無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模

具。Altaf 等人 [40] 設計傳統冷卻水路與輪廓

順形冷卻水路、有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

模具以及量測具傳統與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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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輪廓順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本研究

設計傳統冷卻水路、串聯順形冷卻水路、並聯

順形冷卻水路、製作具傳統與順形冷卻水路模

具以及量測具傳統與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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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廓順形冷卻水路模具之冷卻效益。

結論

一項產品之生產效率 (productivity) 與成型週

期時間有關，成型週期時間可以藉由減少冷卻

時間來縮短，而模具內設置順形冷卻水路，可

以有效縮短冷卻時間。順形冷卻水路具有並聯

與串聯兩種形式，本研究研製四種快速模具，

並針對冷卻時間進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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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精密機械相關

產業於研發階段所需佔用模具之順形冷卻水

路設計參考。

2. 串聯順形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益優於並聯順形

冷卻水路之冷卻效益。

3. 如與低壓射蠟快速模具不具順形冷卻水路進

行比較，當低壓射蠟快速模具具有串聯順形

冷卻水路，可以節省冷卻時間約 89.92%。

4. 改變不同冷卻液之流量，對於節省冷卻時間

無顯著效果。

5. 串聯冷卻水路之優點為均勻流速以及均勻散

熱；串聯冷卻水路之缺點為較高之壓降。並

聯冷卻水路之優點為較低之壓降以及非常適

合運用於嵌入件之周圍；並聯冷卻水路之缺

點為容易累積水垢、各分支流速不均勻以及

各分支效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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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技術報告是國內大型油壓機械及 PCB 印

刷電路板壓合機製造廠—連結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與本校機械工程系產學合作－技術服務項目

成果之一，現將在工廠技術服務貢獻「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加工技術」

改良項目提出報告，而這改良技術亦獲得工廠

現場實際採用，並能有效改善現有 CNC 車床

對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加

工的困難處。因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

規劃 (PCCRGCP）循環，採轉換成容易使用

的 CNC Marco 程式參數設定方式，不僅用於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加工

外，亦可很方便的用於其他零組件類似之內外

徑切槽加工，使用後外徑切槽可獲得真圓度提

昇、改善表面粗糙度、減少程式準備時間及降

低切槽加工振紋與切槽紋路一致性，提昇加工

效率及產品競爭力。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是承載

壓合機之輸送帶功能，通常壓合機上依輸送帶

長短裝置多個輸送滾輪，輸送帶裝置於滾輪上

以輸送帶作牽引和承載印刷電路板之輸送，經

過輸送滾輪與和輸送帶之間的摩擦力驅動輸送

帶運行，若輸送滾輪的真圓度差、及表面粗糙

不均勻與外徑尺寸不佳時，易造成輸送帶偏離

正確的輸送軌道，使用時間久輸送機負載不均

勻，易產生輸送滾輪傳動零組件不正常磨損，

降低壓合機之輸送機壽命。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部

份的尺寸精度、幾何精度等，是整部壓合機之

輸送功能的重要基礎之一，如滾輪真圓度差、

表面粗糙不良及外徑尺寸不佳等，均容易造成

壓合機之輸送滾輪心軸及軸襯等磨損等，所以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尺寸精

度及幾何精度等重要性極高。輸送滾輪溝槽加

工要求真圓度（Roundness）佳、表面粗糙度

（Surface roughness）優、程式準備時間短

及車削紋路一致性，不允許加工失敗…等。如

何在高效率下生產，溝槽達到良好的真圓度與

表面粗糙度、外徑尺寸佳等，為是工廠加工部

門重要的課題之一。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

加工技術背景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的切

削加工，一般是利用臥式 CNC 車床切削，以

往加工程序是先進行輸送滾輪溝槽的直溝槽部

份切削，加工時使用 CNC 控制器提供之內外

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 G75 如圖 1，以直溝槽的

相關尺寸依切槽固定循環指令分別指定，如直

溝槽的終點 (X、Z）位置、刀具於 X 軸往終點

方向每次切削△ i 的量、在 X 軸快移退刀斷屑

之 e 退刀量、X 軸每次切削完後刀具退至起始

點，於 Z 軸再往終點方向快移△ k 的量、切削

進給率…等。切削刀具即依循環起點，由 X 軸

往終點開始反覆動作切削至終點 (X、Z) 位置。

然後再進行左右兩側的斜角切削，左右側不同

斜角之斜角溝槽分數次粗加工後，切削進行由

右側外緣端角倒圓弧 R 起點開始延著斜角至 X

軸終點的精切削，然後再進行由左側外緣端角

圖 1、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環指令 G75 切削動
作示意圖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
之輸送滾輪溝槽加工技術

文∣巫維標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仁清 東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摘要

本 文 是 針 對 PCB 印 刷 電 路 板 壓 合 機 之 不

同 型 式 的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在 CNC 車 床（CNC 

Lathe）加工技術改善探討，印刷電路板壓合

機常見使用輸送滾輪溝槽之不同型式，有溝槽

斜角 14.5o、21o 及左側 0o( 垂直 ) 右側有斜角、

或右側 0o( 垂直 ) 左側有斜角等。一般在 CNC

車床加工時，會使用 CNC 工具機控制器廠商

提供之固定循環切削指令（Multiple repetitive 

canned cycle）， 或 CAD/CAM 廠 商 開 發 之

CNC 車床切槽固定循環等套裝軟體等〔1〕，

使用上述之套裝軟體，均無法以簡易的程式完

成各式斜角溝槽，及外緣端角與槽肩處有倒圓

弧的輸送滾輪溝槽加工，使用 CNC 車床標準

內 外 徑 切 槽 固 定 循 環 G75（outer diameter/

internal diameter grooving cycle）指令〔2〕，

只能用於內外徑直槽 ( 無斜角 ) 的切削，CNC

車 床 之 X 軸 導 螺 桿 因 有 背 隙 誤 差 (backlash 

error) 與螺距誤差 (pitch error) 存在因素，切

槽刀當切至 X 軸終點位置時，因在工件旋轉

狀態下舜間快速退刀，造成工件表面在切削重

疊位置處有刀具接縫痕跡，另切削於不同 Z 軸

位置時工件旋轉角度亦不相同，易造成工件的

真圓度差、及表面粗糙與內外徑尺寸不佳等缺

點。本文提出「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

規 劃 」（Planning of Compound Conveying 

Roller Groove Cutting Path , PCCRGCP）

循環，其切削路徑規劃為粗加工後再精加工，

即先扣除 X、Z 軸的精加工裕留量，進行 G75

直槽的切槽固定循環及不同斜角之斜面的粗加

工後，刀具再從右側精加工路徑的起點，延

著 X、Z 軸外緣端角處倒圓弧開始，依不同斜

角至槽肩處倒圓弧及槽平面左側終點，刀具再

移至左側精加工路徑的起點，延著 X、Z 軸外

緣端角處倒圓弧切削，至左斜角及槽肩處底

圓弧與槽平面接觸完成精加工切削，以改善

上述之缺點。經實驗後結果顯示，在真圓度

（Roundness）比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指令

G75 提昇 42.01%，及在表面粗糙度（Surface 

roughness）部份提昇 20.75%。

關鍵詞：

PCB 印 刷 電 路 板 壓 合 機、CNC 車

床、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複合型輸

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真圓度、

表面粗糙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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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二次粗切削循環路徑規劃示意圖

圖 4、第三次粗切削循環路徑規劃示意圖

圖 5、精切削循環路徑規劃示意圖

X 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 E，完成第一次粗

切削循環路徑動作。

2. 第二次粗切削循環路徑規劃如圖 3，其切削

路徑規劃與第一次循環粗切削路徑相似，切

削區域以 Z 軸向除了不包括有斜角滾輪溝槽

向外偏的部份，及扣除槽兩邊精修預留量 H

與槽兩邊肩角處倒圓弧等區域，在 X 軸向部

份為從第一次循環粗切削路徑之終點至精修

預留量 H 之間的範圍，切槽刀首先快速移位

至起點位置 A3，起點之 X 軸位置於第一次

循環粗切削路徑之終點反向之刀具緩衝量位

置，Z 軸在右槽扣除加刀寬量及精修預留量

H 之位置，使用切槽固定循環指令 G75 依序

進行 X 軸粗切削至終點位置。

3. 第三次粗切削循環為左右側不同斜角之斜角

溝槽粗切削路徑規劃如圖 4，首先切槽刀快

速移位至槽的右側斜角溝槽起點位置，X 軸

的起點位置為滾輪溝槽依不同斜角之半斜角

與外徑交點再加刀具適度緩衝量之位置，Z

軸的起點位置為依不同斜角之半斜角與右槽

減去刀寬及精修預留量 H 之位置，使用直線

切削指令 G01 進行右側之斜角溝槽粗切削至

終點位置，右側斜角粗切削完成後切槽刀快

速移位至槽的左側斜角溝槽起點位置，再依

左側不同斜角之相關位置尺寸的粗切削路徑

直線切削指令 G01 進行左側之斜角溝槽粗切

削至終點位置。

4. 精切削循環路徑規劃如圖 5，首先切槽刀快

速移位至溝槽右側的緩衝起點位置，其 X 軸

起點為滾輪溝槽外徑加刀具緩衝量位置，Z

軸為溝槽倒外圓弧起點加緩衝量之位置，使

用直線切削指令 G01 進行右側之外緣端角

倒圓弧起點 ( 外徑 Z 軸線與倒圓弧交點 )，

以 G03 圓弧切削指令完成右溝槽外緣端角倒

圓弧，再依不同斜角之半斜角直線切削精車

至溝槽右側槽肩處圓弧的起點，接著以 G02

圓弧切削指令完成槽肩處圓弧終點 ( 溝槽底

徑 Z 軸線與槽肩處圓弧交點 )，延 Z 軸直線

切削至溝槽的左側 ( 左側槽肩處圓弧與底徑

Z 軸線交點 )，在終點處暫停 0.5 秒鐘進行精

光後，切槽刀再與溝槽右側精車削相似，以

快速移位至溝槽左側的精車削緩衝起點的位

置，延著溝槽左側實際尺寸精切削至左側槽

肩處圓弧終點位置，再暫停 0.5 秒鐘進行精

光以達到較佳的真圓度。

倒圓弧 R 起點開始延斜角至 X 軸終點的精切

削。因輸送滾輪溝槽斜角有 14.5o、21o 或左側

0o( 垂直 ) 右側有斜角、及右側 0o( 垂直 ) 左側

有斜角等，若外徑尺寸及斜角不同時，其起始

點及終點位置亦會變動，在 CNC 車床加工時

需計算起始及終點位置，因 CNC 控制器無提

供左右側不同斜角之斜角溝槽，及兩邊的外緣

端角與槽肩處有倒圓弧切削功能，所以需利用

軟體自行計算不同斜角之斜角溝槽的起點與終

點，或使用 CAD/CAM 等套裝軟體等，均要花

費時間去處理及傳輸程式的繁複動作。

另 CNC 控制器上裝有固定循環輔助軟體方

面，如日本富士通公司 FANUC 系列控制器之

C.A.P 輔助軟體功能〔3〕，在切槽方式上提供

G1460 標準溝形、G1461 錐度溝形，及切槽

形態上有 G1130 外緣溝槽粗加工、G1133 外

緣溝槽精加工等，其雖有粗、精加工及錐度溝

形切削規劃，但在兩邊的外緣端角與槽肩處均

無圓弧切削的路徑規劃，本文提出複合型輸送

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有

改善上述之不完善之優點。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

加工技術介紹

對 於 PCB 印 刷 電 路 板 壓 合 機 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加 工 技 術， 由 上 述 CNC 控 制 器 廠 商 提

供 之 固 定 循 環 切 削 指 令（Multiple repetitive 

canned cycle）， 或 CAD/CAM 廠 商 開 發 之

CNC 車床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與控制器之

C.A.P 輔助軟體功能等均有不完善之處。均無

法以簡易的程式完成各式斜角溝槽，及外緣端

角與槽肩處有倒圓弧的輸送滾輪溝槽加工，另

滾輪溝槽的表面在切削重疊位置有刀具接縫痕

跡，造成真圓度差、表面粗糙及外徑尺寸不佳

等缺點，本文提出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

徑規劃 (PCCRGCP）循環有改善上述之不完

善之優點。其技術內涵如下：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是由三次的粗切削循環及一

次精切削循環的巨指令副程式組成，粗切削循

環分別為兩次的 G75 切槽固定循環指令及一次

依不同斜角溝槽計算切削路徑的粗切削，精切

削循環為依切槽精修預留量尺寸最後精修循環

組成，其切削路徑規劃如下：

1. 第一次粗切削循環路徑規劃如圖 2，切削區

域為 Z 軸向部份以不包括有斜角滾輪溝槽以

外之區域，及扣除槽兩邊精修預留量 H 等區

域，在 X 軸向部份為肩角處倒圓弧 ( 若無者

不列入 ) 加上精修預留量 H 以內之等徑向之

外區域範圍，切槽刀之左側端點為移動座標

參考點，路徑軌跡為切槽刀首先快速移位至

起點位置 A1，X 軸的起點位置為滾輪溝槽外

徑加上刀具適度緩衝量之位置，Z 軸的起點

位置為右槽減去刀寬及精修預留量 H 之位

置，使用切槽固定循環指令 G75 進行 X 軸

粗切削至終點位置，即 Z 軸在位置固定下 X

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 B1，刀具依程式指令

設定 Z 軸每循環移動量快速移位△ k 往終點

方向至下一切槽循環位置 A2，相同循環動作

圖 2、第一次粗切削循環路徑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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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參數（Parameter）No:6055 設定為

205〔5〕。

引數說明：

T：T0 表示內槽切削、T1 表示外槽切削。

W：溝槽型式。

W1：滾輪溝槽左右側斜角及外緣端角與槽肩處

倒圓弧。

W2：滾輪溝槽左右側斜角及外緣端角倒圓弧槽

肩處無倒圓弧。

W3：滾輪溝槽右斜角左側直角槽外緣端角與槽

肩處倒圓弧。

W4：滾輪溝槽左側斜角右側直角槽外緣端角與

槽肩處倒圓弧。

A：槽（X 軸）外徑座標（mm）。

B：槽斜角 ( 全角 )。

C：切槽寬（取正值 mm）。

D：切槽刀寬（取正值 mm）。

H：精加工預留量（取正值 mm）。

Q：Z 軸每次循環移動量（mm）。

X：槽底徑 (X 軸 ) 座標（mm）。

Y：切槽刀鼻 R 角半徑（mm）。

Z：槽 Z 軸終點座標（mm）。

F：進給率（mm/rev）。

R：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半徑（mm）。

U：切削完成後刀具回復 X 軸位置（直徑座標

mm）。 

V：切削完成後刀具回復 Z 軸位置（mm）。

K：槽肩處倒圓弧半徑（mm）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 Z 軸向各粗加工循環切削

次數計算式：

切削次數＝ FRUP〔C/Q〕。

C：切槽寬。

Q：Z 軸每次循環移動量。

FRUP: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成整數。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

加工技術實例

本 報 告 以 一 中 型 壓 合 機 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工件加工為例，其主要尺寸槽（X 軸）外徑

75.mm、槽斜角 14.5o、槽寬 15.mm、槽底徑

(X 軸 )45.mm、切槽刀寬 4.mm、精加工預留量

0.1mm、進給率 0.1mm/rev、Z 軸每次循環移

動量 3.9mm、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半徑 2.mm、

槽肩處倒圓弧半徑 1.5.mm、切槽刀鼻 R 角半徑

0.2mm。切削完成後刀具回復位置 X100.Z －

30.。使用 CNC 臥式車床，分別利用複合型輸

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

及 CNC 控制器廠商提供之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進行粗、精車削。在相同切削條件，

加工驗證其兩者在切槽工件真圓度、表面粗糙

度、加工時間、切槽紋路及程式準備等比較。

本報告提出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

劃 (PCCRGCP）循環使用指令參數、機器設

備、切削條件分別如下：

加工程式參數指令：

G205 T1.W1.A75.B14.5C15.D4.H0.1Q3900 

X 4 5 . Y 0 . 2  Z － 3 0 . F 0 . 1  R 2 . U 1 0 0 . V －

20.K1.5；

使用機器：台灣 TAKISAWA LS-800L20 CNC

臥式車床

控制器：日本 FANUC TURN i

切削條件：

切槽刀把：德國 MIRCONA R157SA 系列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於車削滾輪溝槽是否有斜

角及外緣端角與槽肩處是否有倒圓弧等選擇，

是利用控制器提供之判斷指令（Judgement 

command）〔4〕功能來選擇，使用參數 T 來

判別內或外槽切削，T0 表示切內槽、T1 表示

切外槽。以參數 W 來判別滾輪溝槽是否有斜

角及滾輪溝槽外緣端角與槽肩處是否倒圓弧，

如 W1. 為滾輪溝槽左右側斜角及外緣端角與

槽肩處倒圓弧、W2. 滾輪溝槽左右側斜角及外

緣端角倒圓弧槽肩處無倒圓弧、W3. 滾輪溝槽

右斜角左側直角槽外緣端角與槽肩處倒圓弧、 

W4. 滾輪溝槽左側斜角右側直角槽外緣端角與

槽肩處倒圓弧等等，以適用各種不同場合及縮

短程式準備時間，提高生產效率。

針對 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

加工，使用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加工，於 CNC 車床控制器

為日本 FANUC TURN i 之溝槽常使用外徑各式

加工有：外徑雙斜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槽肩

處無倒圓弧如圖 6、外徑雙斜角溝槽外緣端角與

槽肩處均有倒圓弧如圖 7、外徑右側斜角左側直

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如圖 8、外徑左側斜角右

側直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如圖 9 等。

本文導入 Marco 設計於 CNC 加工程式中，

將所提出之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的技術，轉換成容易使用的

CNC Marco 程式，其程式如程式 1 所示。而

加工控制指令參數如下：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技術其主程式格式：

G205  T   W   A   B   C   D   H   Q   X   Y   

Z   F   R   U   V   K   ；

圖 6、外徑雙斜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槽肩處無倒圓弧加
工模擬

圖 8、外徑右側斜角左側直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加工模
擬

圖 9、外徑左側斜角右側直角溝槽外緣端角倒圓弧加工模
擬

圖 7、外徑雙斜角溝槽外緣端角與槽肩處均有倒圓弧加工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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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

令提昇 42.01%。

3. 使 用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切削滾輪溝槽加工在加

工程式準備方面，只需依滾輪溝槽切削相關

尺寸輸入對應之參數即可，不必有繁複的圓

弧交點等數學計算，比 CNC 控制器提供之

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需精加工軌跡路徑計

算，程式簡易及準備時間節省很多。

4.PCB 印刷電路板壓合機之輸送滾輪溝槽加工

在加工時間方面，因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

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在槽肩角處

有倒圓弧，使用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在槽

肩處無倒圓弧。所以在加工時間方面多出少

許，但切削紋路一致性較佳。

對工廠之貢獻

本項技術改良亦獲得工廠現場操作技術人員

最受好評技術之一，以往使用一般 CNC 控制

器廠商或 CAD/CAM 軟體及工具機製造廠提

供之循環等，均利用 CNC 車床之標準切槽固

定循環 G75 指令進行粗加工，該循環切槽刀

在 Z 軸固定下 X 軸反覆進給切削至終點後快速

退出，因造成工件表面在切削重疊位置處有刀

具接縫痕跡，形成工件的真圓度差、表面粗糙

及尺寸不佳等缺點。利用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

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可改善上

述問題，同時精、粗切削加工之程式全部結合

在一起，各項加工數據以指令參數形式設定，

操作者可以很容易、安全、迅速、精確完成具

有各式斜角及外緣端角與槽肩處有倒圓弧的輸

送滾輪溝槽加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

力。

"Frank CAM Turning" 仁安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0/18/2011 pp5-18。

"FANUC Series 0ι MODEL D For Lathe System OPERATOR'S 
MANUAL"FANUC  LTD, 2011 B-64304EN-2/03  pp216-pp218。

"FANUC Series 0ι MODEL D OPERATOR'S MANUAL"FANUC  
LTD, 2011 B-64304EN-2/03。

"FANUC Series 0ι  Mate-MODEL D OPERATOR'S MANUAL" 
FANUC  LTD, 2011 B-64304EN-03  pp167-pp189。 
"FANUC Ser ies 0ι  Mate-MODEL D PARAMETER MANUAL" 
FANUC  LTD, 2011 B-64310EN-03  pp264-p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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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1
O9015；（PCCRGCP -SUB）
＃ 27 ＝【＃ 1 －＃ 24】/2；
＃ 28 ＝＃ 27 ＊ TAN【＃ 2/2】；
＃ 30 ＝ 45. －【＃ 2/4】； 
＃ 31 ＝＃ 26 ＋＃ 3 －＃ 7；
＃ 32 ＝＃ 26 ＋＃ 3 －＃ 7 ＋＃ 28；
＃ 33 ＝【TAN【＃ 30】＊＃ 18】＋＃ 25；
＃ 15 ＝＃ 33 ＊ SIN【＃ 2/2】； 
＃ 16 ＝【＃ 33 ＊ COS【＃ 2/2】】＊ 2；
IF【＃ 20 EQ 0】GO TO 200；
IF【＃ 23 EQ 1.】GO TO 10；
IF【＃ 23 EQ 2.】GO TO 20；
IF【＃ 23 EQ 3.】GO TO 30；
IF【＃ 23 EQ 4.】GO TO 40；
GO TO 999；
N10 G00 X【＃ 1 ＋ 3.】 Z ＃ 31；
G75 R0.1；
G75 X【＃ 24 ＋＃ 11】Z ＃ 26 P1500 Q ＃ 17 F ＃ 9；
G00 X【＃ 1 ＋ 1.】Z【＃ 32 － 1.】；
G01 X【＃ 24 ＋＃ 11】Z【＃ 31 － 1.】 F0.07；
G00 X【＃ 1 ＋ 1.】；
G00 Z【＃ 26 －＃ 28 ＋ 1.】；
G01 X【＃ 24 ＋＃ 11】Z【＃ 26 ＋ 1.】 F0.07；
…
…
GO TO 999；
N20 ＃ 19 ＝【TAN【＃ 30】＊＃ 6】－＃ 25；
＃ 12 ＝＃ 19 ＊ SIN【＃ 2/2】； 
＃ 13 ＝【＃ 19 ＊ COS【＃ 2/2】】＊ 2；
G00 X【＃ 1 ＋ 3.】 Z【＃ 31 －＃ 19】；
G75 R0.1；
G75 X【＃ 24 ＋＃ 11】Z【＃ 26 ＋＃ 19】 P1500 Q
＃ 17 F ＃ 9；
G00 X【＃ 1 ＋ 1.】Z【＃ 32 － 1.】；
G01 X【＃ 24 ＋＃ 11】Z【＃ 31 －＃ 6】F0.07；
G00 X【＃ 1 ＋ 1.】；
G00 Z【＃ 26 －＃ 28 ＋ 1.】；
…
…
GO TO 999；
N40 G00 X【＃ 1 ＋ 3.】 Z ＃ 31；
G75 R0.1；
G75 X【＃ 24 ＋＃ 11】Z【＃ 26 ＋＃ 11】P1500 Q ＃ 17 
F ＃ 9；
G00 X【＃ 1 ＋ 1.】Z【＃ 32 － 1.】；
G01 X【＃ 24 ＋＃ 11】Z【＃ 31 － 1.】 F0.07；
G00 X【＃ 1 ＋ 2.】；
G00 Z【＃ 32 ＋＃ 33 ＋ 2.】；
G01 X ＃ 1 Z【＃ 32 ＋＃ 33】 F0.07；
…
…
GO TO 999；
N40 G00 X【＃ 1 ＋ 3.】 Z【＃ 31 －＃ 11】；
G75 R0.1；
G75 X【＃ 24 ＋＃ 11】Z ＃ 26 P1500 Q ＃ 17 F ＃ 9；
G00 X【＃ 1 ＋ 1.】；
G00 Z【＃ 26 －＃ 28 ＋ 1.】；
G00 X【＃ 1 ＋ 2.】；
G00 Z ＃ 31；
G01 X ＃ 24；
…
…
GO TO 999；

N200IF【＃ 23 NE 1.】GO TO 999；
＃ 27 ＝【＃ 24 －＃ 1】/2；
＃ 28 ＝＃ 27 ＊ TAN【＃ 2/2】；
＃ 30 ＝ 45. －【＃ 2/4】；
＃ 31 ＝＃ 26 ＋＃ 3 －＃ 7；
＃ 32 ＝＃ 26 ＋＃ 3 －＃ 7 ＋＃ 28；
＃ 33 ＝【TAN【＃ 30】＊＃ 18】＋＃ 25；
＃ 12 ＝＃ 33 ＊ SIN【＃ 2/2】； 
＃ 13 ＝【＃ 33 ＊ COS【＃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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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99  M99 ；

刀片規格：德國 MIRCONA RMP5（CSTN51 

PA92）

被削材料：S45C 

進給率：0.10mm/rev

切削速度：100 M/min

主軸轉速：424 ～ 707 rev/min

切削油劑：水溶性乳化劑

經上述在相同切削條件切削，使用複合型輸

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與

內外徑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切削結果，兩者

在表面粗糙度、加工時間及車削紋路及程式準

備等之比較如表 1，在工件真圓度部份之比較如

表 2，其真圓度在不同角度之示意圖如圖 10。

表 1、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與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環 G75 之在表面粗糙、
加工時間、車削紋路、程式準備之比較

表 2、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與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環 G75 之真圓度比較

表面粗糙 加工時間 車削紋路 程式準備 備註

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

規劃 (PCCRGCP）循環
4.2µm 5 分 37 秒 紋路一致性佳 簡單

外緣端角槽肩處

均有倒圓弧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

環 G75
5.3µm 5 分 14 秒

紋路一致性普

通
繁複

外緣端角倒圓弧、

槽肩處無倒圓弧

0 度 60 度 120 度 180 度 240 度 300 度 360 度

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

規劃 (PCCRGCP）循環
0.3 2.4 － 2.8 1.6 4.1 2.0 0.3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

環 G75
0 － 2.4 － 8.9 － 11.9 － 9.7 -6.2 0

銑削循環

銑削循環

比較資料

真圓度

比較項目

量測位置

說明：1. 軸位置單位度 2. 真圓度單位 µm

圖 10、複合型輸送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
環與 CNC 控制器提供之切槽固定循環 G75 之真圓度示意圖

結果與探討

1. 由 表 1 可 知 切 削 PCB 印 刷 電 路 板 壓 合 機

之輸送滾輪溝槽加工在表面粗糙度方面，

使 用 複 合 型 輸 送 滾 輪 溝 槽 切 削 路 徑 規 劃

(PCCRGCP）循環，比 CNC 控制器提供之

切槽固定循環 G75 指令提昇 20.75%。

2. 由表 2 可知在真圓度方面比較，複合型輸送

滾輪溝槽切削路徑規劃 (PCCRGCP）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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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的思想與文字作為武器，你就能遊刃有

餘應付這些場面――

‧ 商業溝通　    ‧ 網路行銷　    ‧ 面試表達

‧ 上台演說　    ‧ 提案簡報　    ‧ 文案撰寫　

‧ 廣告宣傳　    ‧ 邏輯思考

言語是上天公平地賦予每個人的禮物，差距

在於感性。而感性是取決內心的敏銳程度，所

以，對於意義相近的詞彙不該一概而論，是設

法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這就是讓自己的所言

所寫、擄獲人心的決勝關鍵點。

「你如何寫出這些文案來表達想傳達的意

念呢？」

近年來我常被問到這類問題。

仔細關注為什麼別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時，

我發現在不同場合恰如其分地暢所欲言，對於

許多人而言是個難題。

比方說電子郵件。私人郵件的往來，無法

得體周到地回應，光靠文字表現不出自己的心

情，無法說出言外之意；雖然了解商務郵件的

往來應該簡明扼要，卻總是因為想說明來龍去

脈而寫得冗長，反而難以理解真正想表達的重

點。

至 於 口 頭 表 達， 不 論 工 作 或 個 人， 無 法

說出真正想表達的訊息，總覺得無法讓對方

理解，傳達自己的心意。一旦對方提出意料

之外的問題就張口結舌，使得交談尷尬地中

斷。

尤其是近年來，許多人對於在社群網站的留

言感到苦惱。擔心發表的內容按讚人數寥寥無

幾、希望寫出更吸引人的文章、希望磨鍊出增

加部落格訪客數的寫作能力。

聽到這樣的煩惱時，我總是反問對方：

「你是否認為言語只不過是一項溝通工

具？」

多數人聽到這個問題，眼中通常都充滿了問

號，但也有少數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是的，

言語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任務。

一般來說，言語被視作一項表達自我意見，

以及聽取對方意見的工具。用不著我多說，這

就像把言語當作意見的傳球與接球，增進彼此

的理解。

因此，若是再進一步思考，你是否會產生以

下的疑問？

「如果言語是表達意見的工具，我們是否

應該先學習孕育意見？」

在這篇序言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個人的答

案就在這裡。

為了做到「詞能達意」，我們該重視的是孕

育意見的過程，言語只是擔起傳達的任務。

只要回想自身的經驗就很容易了解這個道

理。即使所用的語言不同，人在多數場合，都

是以言語提出疑問、以言語思考、以言語推論

出心悅誠服的答案。換句話說，面對自身的存

在或思考、價值觀，也是由言語來負責深入思

考的任務。你在讀這段文字的同時，或許沒說

出口，也在腦海裡浮現「是嗎」、「確實如此」

的語句。

一開口就動聽、一下筆就吸睛，

日本頂尖廣告文案人教你深化思考，

優化表達，你也能很有影響力！

想要表達出令人有所共鳴的話語，或是寫出

打動人心的文字，以「技巧」來磨練仍屬有限。

從「內在言語」著手，留心思考模式，能夠

有脈絡地整理思緒，所說出口的、所寫下來的

言語及文字，必能確切傳達至目標對象的腦海

裡，獲得共鳴與理解。

本書不單只教導讀者如何妙筆生花，更傳授

如何深度思考的祕密――

◎ 7 大步驟深化思考，磨練內在。

◎ 5 種中學學過的句型，靈活運用即能令人印

象深刻。

◎ 7 個實踐方式，成為善用話語及文字的專家。

引起共鳴來說服對方，比天花亂墜的形容更

有力。

＃只有在自己的心情與對方一致，把對方的事

當作自己的事，才能建立起同感與共鳴。

必須完全瞭解自身想法與需求的核心，才能

轉化成言語或文字。

＃就算使用淺白簡單的詞彙，只要由衷傳達，

充分表現意圖，就能扣人心弦。

創造「渴望」、「需要」，賦予他人行動的

動機。

＃想打造一艘船，別忙著號召人馬。你該做的，

是激起人們對浩瀚海洋的渴望！

能清楚認識內心，所發出的言語及文字自然

強韌有力。

＃不要籠統思考，而是確實捕捉在腦海打轉的

內在言語。寫下來，更能看清不足之處。

言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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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令人心動﹑
更讓人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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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26號4樓

為了磨鍊文章或發言等「外在言語」，絕對

必須更加重視擴展並且讓思考更有深度的「內

在言語」。

理由說穿了很單純。

「言語只不過是思考過濾後的產物。」

未經思考的事情無法說出口，而且面對突如

其來必須發言的場合，往往不由自主地吐露心

聲。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不鍛鍊思考就難以使

言語表達有所進境。

因此，我感到憂慮的，是在社會風潮中，「外

在言語」作為溝通工具的比重過高。

書店裡陳列的書籍充斥著如何提高表達能

力、如何應對如流的技巧，座談會或演講也充

斥同樣的主題。對於企圖提升日常會話能力或

交談技巧的人，想必是極度渴望獲得的資訊

吧？

然而，獲知這些技巧的人，究竟能實際運用

到什麼程度呢？陷入「懂是懂，卻做不到」困

境的人想必不在少數。或許也有人雖然努力執

行，但說出的話卻和腦袋裡面思考的無法達到

一致，感到不對勁。

閱讀本書的人當中，相信也有不少人曾有同

樣的經驗。但是，發生這樣的現象，並不是因

為欠缺理解能力，或是不擅長與人相處。

讀到這裡，我相信你已經了解一件事。

「無法更深入思考，就不可能讓表達能力

成長。」

專攻理科，向來缺乏閱讀經驗的我，希望透

過本書循序漸進的說明，讓任何人都能依循同

樣的流程，更深入地思考，盡可能說出打動人

心的話語。

雖然無法保證讓你的表達能力迅速產生立竿

見影的效果，但是透過「以內在的言語更深入

思考，從而轉換成對外表達的言語」之過程，

心領神會後，我相信「能言善道的能力」必定

可以手到擒來，成為你一生的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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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田悟司

■ 電通株式會社　廣告文案人、提案企劃

曾獲頒坎城廣告 、德國紅點設計大 、日

本 設 計 振 興 學 會 優 良 設 計  、 觀 光 廳 長 官 表

等國內外超過三十個 項。近年的著名廣告有

GEORGIA 咖啡的「你也會羨慕別人的工作

嗎？」、便利商店「用 MINI 犒賞自己」等。

此外也參與 TBS 週日劇場「99.9 不可能的翻

案」節目宣傳及協辦東北六魂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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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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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
107 年度課程資訊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開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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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物流系統與 AGV 智慧搬運 12 台中

8/23-8/24 PLC 與人機介面應用操作實務 12 台中

9/13-9/14 數位工廠 Shop Floor 精實管理 12 台中

9/19-9/21 視覺感測技術與 AI 影像處理應用實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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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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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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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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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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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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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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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巴黎國際工業展覽會 (MIDEST)
- 法國里昂展中心

3/10-3/12 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覽會 (SIAF)
- 中國廣州•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3/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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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漢諾威國際工業博覽會
- 德國漢挪威展覽中心

擬籌組參展團

4/3-4/5 AI•人工知能 EXPO 
-Tokyo Big Sigh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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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16 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覽會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6/12-6/14 北京國際工業智慧及自動化展覽會
- 北京國際展覽中心

6/19-6/22 泰國國際組裝暨自動化機械零組件展 Assembly ＆ Automation Technology 
- 泰國曼谷•BITEC 國際貿易展覽中心

7/5-7/8 中國國際機器人展覽會 (CIROS)
-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NECC Shanghai) 擬籌組參展團

8/21-8/24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TAIROS)
 - 南港展覽館•台北

協會主辦

8/21-8/24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 南港展覽館•台北

協會主辦

12/18-12/21 IREX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 
-Tokyo Big Sight•Japan

擬爭取補助
擬籌組參展及參訪團

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2018 國際展覽行事曆

展覽日期 展覽名稱 / 地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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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貿局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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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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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10/13 中國蘇州電子信息博覽會 參展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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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下旬 馬來西亞參訪團

11/5-11/10 中國國際進口商博覽會 (CIIE)
-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擬參展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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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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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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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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