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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找到可以簡單地鏈接可程式控制器的機器裝置」
「期望找到便於啟動‧運轉‧保養維護的軟體」
「期望找到可靠信賴的系統整合廠商」

在工廠自動化生產最前線，不僅要求單一組件的性能提昇，
從數據情報系統的提案到感測器階層的裝置機器供應，
冀求可以滿足一站式架構整體生產現場的解決方案。

為迎合市場需求，e-F@ctory 聯盟期望能夠提供客戶端最合適的綜合提案，
在此向您介紹可以簡單與三菱電機 FA產品鏈接的軟體或機器裝置，
亦或使用三菱電機 FA機器架構最合適生產系統的系統整合廠商 (SI)。

訊息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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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SI)企業夥伴
公司名稱 產業別 頁次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板廠〕〔半導體〕〔金屬加工食品〕 9
德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金屬加工〕 10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板廠〕〔物流〕〔半導體〕 11
能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半導體〕〔食品〕〔物流〕〔鋼鐵〕 12
可台有限公司 〔機械〕〔家電〕〔汽車零組件〕〔手機零組件〕〔電聲產品〕 13
禾禾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加工〕〔腳踏車〕 14
鴻億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 15
佳鼎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射出成型機SI〕〔液晶〕〔半導體〕〔三菱機械手臂維修〕 16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顯示器〕〔半導體〕〔綠能〕〔生技〕〔電路板製造〕〔智能自動化〕 17
群創力科技有限公司 〔半導體〕〔物流〕 18
巧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機械製造〕〔金屬加工〕 19
全美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物流〕〔食品〕 20
心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自動化〕〔量測〕 21
鑫意科技有限公司 〔工具機〕〔沖床〕〔磨床〕 22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PCB〕〔醫療〕〔液晶〕〔半導體〕〔食品〕〔物流〕 23
翔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組裝〕〔橡膠〕〔精密陶瓷〕〔工業電腦〕〔手工具〕 24
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面板〕〔組裝〕 25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天然氣〕〔石化〕〔電力〕〔交通〕 26
整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面板〕〔半導體〕〔金屬加工〕〔物流〕 27
程鈦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液晶面板〕〔傳產〕 28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3C電子零件組〕〔機械金屬〕〔食品〕〔半導體〕〔紡織〕〔製鞋〕〔醫
療〕〔食儲物流〕 29

上菱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半導體〕〔食品〕〔物流〕〔天車〕〔石化〕〔鋼鐵〕 30
深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 31
日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CB〕〔半導體〕〔液晶〕〔製造〕 32
盈昶精工事業有限公司 〔鍛造〕〔生產機械製造修配〕〔自動控制〕〔金屬加工〕 33
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 34

羽冠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晶面板〕〔電子元件〕〔PCB〕〔電子組裝〕〔半導體封測〕〔汽車零組件〕
〔食品加工〕 35

原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自動化〕 36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機台〕〔液晶〕〔輸送設備〕〔工具機〕 37
歐迪爾股份有限公司 〔TFT〕〔PCB〕〔EMS〕〔汽車〕〔液晶〕〔半導體〕 38

台灣益控通有限公司 〔塑膠產業〕〔包裝產業〕〔智慧樓宇〕〔金屬加工〕〔半導體〕〔大專院校〕
〔農業〕〔漁業〕 39

中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大眾運輸〕 40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產業〕〔傳統產業〕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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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產業別 頁次
Empress Software Japan Inc. 〔FA領域(PLC,CNC,FA Robot)〕〔產業機器〕〔消費品〕 42
台灣富士通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金融服務〕〔交通‧物流〕〔公用事業〕〔製造〕〔通信〕〔健康醫療〕 43
Ryoyo Electro Corporation 〔FA領域〕〔產業機器〕〔消費品〕 44
日商才望子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貿易商社 〕〔運輸〕〔物流〕〔服務〕 45

達梭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汽車〕〔交通運輸〕〔工業設備〕〔航空航太‧國防〕〔高科技〕〔建築‧工

程‧施工〕〔生命科學〕〔消費品‧零售〕〔包裝消費品‧零售〕〔能源‧流
程‧公共事業〕〔船舶‧海洋工程〕〔金融‧商業服務〕〔自然資源〕

46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精密加工〕 47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組裝製造〕 48

軟體(SＷ)企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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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Device)企業夥伴
公司名稱 產業別 頁次

六鑫股份有限公司 49
台灣麗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零件加工〕〔航太加工〕 50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水五金〕〔3C〕〔航太〕〔生技〕 51

美商康耐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半導體〕〔太陽能〕〔電子〕〔印刷電路板〕〔汽車〕〔消費性產品〕〔食品與
飲料〕〔物流〕〔醫療器材〕〔製藥〕〔包裝〕 52

台灣和泉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工具機〕〔半導體〕〔汽車〕〔食品機械〕〔物料搬送〕〔物流〕〔電梯〕〔特殊
車輛〕〔機器人〕 53

華銳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汽車〕〔航太模具〕 54
台灣喜開理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液晶面板〕〔食品醫藥〕〔汽車〕〔工具機〕〔紡織〕 55
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Die and mold〕〔Auto mobile〕 56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APS系統〕〔3C產線自動化產線〕〔傳產〕〔汽車〕 57

速睦喜股份有限公司 〔加工機〕〔半導體〕〔液晶〕〔太陽能〕〔食品〕〔醫療設備〕
〔其他自動化設備〕 58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自動化〕〔設備機台廠〕〔液晶〕〔半導體〕〔食品〕〔物流〕 59
耀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汽車〕〔航太模具〕 61
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食品〕〔物流〕〔零售〕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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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產業別 頁次
統一東京股份有限公司 64
崑山科技大學 〔液晶〕〔導體〕〔金屬加工〕〔物流〕 65

Asyril S.A. 〔Electronics & Semiconductors〕〔Medical & Life Science〕
〔Automotive〕〔Watch & precision parts〕 66

其他(Other)企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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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ystem Integration

創建整體生產系統。
實現高度系統整合。

三菱FA機器搭配其他產品，
為客戶提供生產現場至情報系統的

整合性系統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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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OBOT/自動化產線規劃/MES生產履歷/
PHM健康預診斷/智慧製造

解決方案

〒30070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83號6樓之三
	 TEL:	886-3-5160088

e-Mail 　sales@contrel.com.tw
URL 　http://www.contrel.com.tw/index.php

●	專業、創新、客製化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面板廠 半導體 金屬加工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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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科智能科技公司成立於2015年，希望以軟硬體整合實力，為中
小企業提供加工優化、自動化生產製造、可視化管理及整合上下
游供應鏈的企業資源管理等系統服務。透過德科智能提供的上
中下各項服務，企業能以合理的成本，獲取最大利潤。

 dek Intel l igent Tech.
德 科 智 能 科 技

解決方案

〒4075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14F-7		
	 TEL:	+886-4-22547496

e-Mail 　james.chan@dek.tw
URL 　www.dek.tw

完整提供企業所需的上中下各項服務系統/專為中小企業規模設計
●dekERP	企業資源管理:	針對客戶/廠商/供應鏈間的溝通聯繫，從接單、採購、生產、組裝、出貨等營運流程，進行雲端聯網管

理，除了省去溝通協調流程，並可準確預估訂單交貨時間，實現緊湊生產、縮短交期的目的。
●dekVIS	工廠即時資訊:		分為加工可視化與組裝可視化。加工可視化提供機台生產狀態、稼動率、健康診斷與異常分析。以簡

潔適用的軟體系統功能，從產品生產製令、原料採購、現場製造、產品交貨、庫存管理等相關處理與生產資訊。組裝可視化提
供組裝產線生產進度資訊，提供交期預測、生產管理等功能，方便管理者執行決策。

●dekMES	製造執行系統:	依生產排程條件，以Robot取代人工，自動執行生產製造。支援少量多樣產品製造，自動收集各項製
造資訊。整合人、機、料、單等數據的製造執行系統。

●dekMOS	金屬加工優化:		以科學方法取代加工師傅經驗來決定切削條件（轉速進給切深）的設定提升切削效率，大幅縮短產
品交期。

洽	詢

產業別

機械金屬加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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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於1998年的東捷科技為東台精機轉投資事業，初期致力於IC封裝測試設備
的設計、生產，1999年起光電產業的起飛，進而轉投入面板設備的研發與生產，為TFT-
LCD面板廠使用製程設備、檢測整修設備、自動化設備等，成為國內LCD設備領導廠商
之一。	
近年來跨足雷射產業成立雷射研發中心，網羅各方專才，參與經濟部在南台灣推動的雷
射光谷產業，研發雷射相關技術並更擴大雷射的運用範圍至PCB、半導體、封裝等產業。
同時為了取得更尖端的雷射技術，2014年東捷、東台與日本Cyber	Laser株式會社共同合
資及技術合作，在南科成立賽博爾雷射科技公司，目標讓皮秒、飛秒雷射完全市場化，讓
台灣雷射產業繼工具機後，成為下一個明星產業，使東捷科技成為世界級高科技設備領
導廠商。	

解決方案

〒74144	 台南市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六路9號
	 TEL:	886-6-5051188

e-Mail 　sales@contrel.com.tw			
URL 　http://www.contrel.com.tw/index.php

本公司致力於各式自動化設備開發，產品別如下：
1.自動化設備：各式自動化傳輸設備、整廠自動化功能需求規劃等。
2.檢查、測試、修補設備：巨觀檢查機(Macro	Inspection)、微觀檢查機	、自動點燈測試機等。
3.生產製程設備：LCD	PI	配向曝光機、液晶配向曝光機、Seal	UV	LED	固化機等。
4.雷射應用設備：電路缺陷修補機、TFT	Array	Repair、LCD	Cell	Repair等。
●依客戶專業需求，提供客製化的設計產品與服務。
●累積20年以上豐富與紮實的面板設備、半導體應用設備等實機開發經驗。
●服務客戶群跨足台灣、中國等地區。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面板廠 物流 半導體

自動化設備

自動點燈測試機

雷射設備

PI配向曝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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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理念	專業的技術	專業的服務

能麒企業忠實地扮演三菱電機FA代理商的角色，將PLC、
AC	Servo、INV、GOT、Robot、SCADA等產品應用技術配合三菱
電機e-F@ctory架構推廣給客戶，使客戶達到全面性的提升。

解決方案

〒24890	 新北市五區五權七路22號4F
	 TEL:	+886-2-22981399

e-Mail 　public@fapro.com.tw/timothy@fapro.com.tw
URL 　http://www.fapro.com.tw

三菱電機FA產品為基石提供多樣化選擇。
●藉由三菱電機FA產品專業的代理提供給廠商FA全面的整合性。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 半導體 食品 物流 鋼鐵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期望找到可以簡單地鏈接可程式控制器的機器裝置」
「期望找到便於啟動‧運轉‧保養維護的軟體」
「期望找到可靠信賴的系統整合廠商」

在工廠自動化生產最前線，不僅要求單一組件的性能提昇，
從數據情報系統的提案到感測器階層的裝置機器供應，
冀求可以滿足一站式架構整體生產現場的解決方案。

為迎合市場需求，e-F@ctory 聯盟期望能夠提供客戶端最合適的綜合提案，
在此向您介紹可以簡單與三菱電機 FA產品鏈接的軟體或機器裝置，
亦或使用三菱電機 FA機器架構最合適生產系統的系統整合廠商 (SI)。

訊息同步處理

供應鏈

工程鏈

感測器
產品群

驅動
產品群

控制器
產品群

提高品質 節  能 安全性提高 強化防護生產率提高

生產現場

IT系統

邊際運算

機電整合
產品群

節約能源
產品群

數據初期處理‧分析

採購
生產製造

MES接口C語言控制器

銷售‧物流服務

FA-IT合作FA-IT合作

產品
設計

運用‧維護
流程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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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可台有限公司

自動化專用機：規劃、設計、整合、製造

解決方案

〒40766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七街11巷19號
	 TEL:	+886-4-23589765

e-Mail 　service@kertai.com	
URL 　www.kertai.com

依客戶需求，規劃設計符合所需之設備，發揮最佳效益
●依客戶端需求，量身客製。
●投資金額少，產能效率高，投資回收快速。
●以人性化為主設計操作方式，操作方式一目瞭然，減少教育訓練費用支出。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機械 家電	 汽車零組件 手機零組件 電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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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加工機產線完整解決方案】為主
●搭配長時程供料設備與機械手臂達到上卸料應用。
●可協助客戶產線設備製程資訊之擷取、通訊、收集相關服務之解決方案。次要，針對製程中組裝線自動化設計。

【優勢】
●供料設備標準化；彈性稼動、隨插即用(料盤式倉儲、料櫃式倉儲)。
●模組化手法、快速整合加工線產線自動化。
●產線與自動化設備加工機數據、檢驗數據收集與監控。

【差異點】
●團隊組合有多年電子產業及龍門加工機的組合，能將電子產業工業3.0的經驗值服務於傳統製造業，邁向未來工業互聯網的

階段。

禾禾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禾禾自動化是一家工業機器人系統整合商，專注於靈活的工業
自動化技術。	
禾禾自動化的主要優勢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設計、機器視
覺、線路跟蹤以及用於組裝、檢查、標籤、雷射標記、分配和包裝
產品的客製PC應用。

解決方案

〒42263	 台中市石岡區金川巷10-15號
	 TEL:+886-4-25723386

e-Mail 　1002@hhosmart.com.tw
URL 　http://www.hhosmart.com.tw/

洽	詢

產業別

半導體	 加工 腳踏車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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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鴻億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CNC專用機設計製造、零組件生產、自動化製造

解決方案

〒42754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88號
	 TEL:+886-4-25360389

e-Mail 　kelly@hong-yee.com.tw			
URL 　www.hong-yee.com.tw

專門設計製造高效能加工機械,	提供客戶大量生產的整合方案,配合客戶的需求從事開發、設計及製造、各式零組件加工、治
具、CNC銑床加工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自動化

自動割溝機 五軸加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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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鼎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鼎成立於1998年，主要營業項目除了三菱工業用機器人外，代
理日本知名品牌NIIGATA射出成型機與相關射出成型機週邊設
備。

解決方案

〒71065	 台南市永康區文化路303號	
	 TEL:	+886-6-2037261

e-Mail 　weaih@charmay.com.tw
URL 　http://www.hardin.com.tw/index.asp

射出成型業界耕耘許久，產業Know	How與客戶設備相關問題點相當容易理解，並且能提出最適當的產品與技術服務。
●佳鼎與日本射出成型設備原廠良好，設備客製化優於其他品牌代理店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射出成型機SI 半導體 三菱機械手臂維修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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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均豪精密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品質第一、顧客至上、精益求
精、創造價值」之品質政策，建構專業的客服團隊及完善售服體
系，成立24小時快速回應on	call專線，並由專人應對維修/售服
需求、問題分析/彙總及後續的追蹤，以提供全方位優質服務，協
助客戶提升競爭力並創造更高附加價值自許。

解決方案

〒308	 新竹市科學園區創新一路5-1號
	 TEL:	+886-3-5639999	#3725

e-Mail 　samchang@gpmcorp.com.tw
URL 　http://www.gpmcorp.com.tw/zh-tw/about/index

均豪精密成立迄今己40年，系統整合能力是均豪的優勢，在導體/面板/太陽能/PCB/生醫等產業均有設備建置的實績，累積厚
實生產及製造的硬功夫及系統整合的軟實力，在國內外業界接獲得非常高的評價與屢屢獲獎肯定。	近年來因應工業4.0與製
慧機械的發展趨勢，提供智慧製造製解決方案，加速製造業在智慧製造方案的推展。
●完整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即時服務客戶。

洽	詢

產業別

半導體顯示器 綠能 生技 電路板製造 智能自動化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顯示器製程設備	】
研磨暨切割(Grinding	&	Cutting)、撕膜暨貼合(Peeling	&	Lamination)、
清洗(Cleaner)、自動光學檢測(AOI)、檢測機(Tester )、自動化設備
(Automation)	

【半導體製程暨檢測設備】	
晶片挑揀機(Chip	Sorter	Series)、黏晶機(Die	Bonder	Series)、封膠機	/	沖
切機(Molding	/	FPC	Series)、雷射設備(Laser	Mark	Series)、濕製程	/	塗佈
製程(Wet	Process	/	Coating	Process)、研磨機(Grinding	Series)		

【綠能製程暨自動化設備】	
太陽能設備(PV	Solution)

【生技製程設備	】
體外診斷醫療儀器(IVD)、隱形眼鏡設備(Lens	Series)		

【自動光學檢測設備	】
自動光學檢測(AOI)	

【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
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智慧機械(Smart 	Machine)、智慧物流
AGV(Smart	Transportation)		

	

顯示器製程設備

半導體製程設備

自動化光學檢測設備

智慧製造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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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創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ROBOT及周邊設備整合技術為主，如走型、Hand、C/V、CST	
Station，並提供台灣、中國之售服體制。

解決方案

〒30272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318號2樓
	 TEL:+886-3-6586825

e-Mail 　chiupt1969@teamwork-tech.com.tw
URL 　http://www.teamwork-tech.com.tw/zh/index.html

提供液晶、半導體、IT產業專業系統廠商在ROBOT自動化導入時各項解決方案。
●提供速度快，和系統廠搭配佳。

洽	詢

產業別

半導體 物流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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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巧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決方案

〒74144	 台南市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南科六路9號
	 TEL:	886-6-5051188

e-Mail 　sales@contrel.com.tw			
URL 　http://www.contrel.com.tw/index.php

為客戶提供工業機器人軟硬體整合方案，為工業製造類行業應用提供多樣化，並將目前未能發揮效能的工業機器人達成應有
的效益，可應用於航太、交通、高科技、軍事、醫藥及工業製造業。
●路徑優化

Robotmaster添加圖形優化功能，只需要簡單的拖曳滑鼠及內建最佳化功能，即可閃避碰撞干涉與奇異點問題。
●全機模擬

不論是加入機械手臂以外的滑軌等外部軸，以及其他設備等，均可先做全機模擬干涉碰撞檢測。
●系統整合

提供客製化機械手臂系統整合方案。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面板廠 物流 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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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全美自動化成立於西元2000年7月，公司初期以台灣三菱(FA部)
生產之走行軸及LOAD/UNLOAD設備進行設計、研發及製造。
堅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不斷嘗試與挑戰中持續成長，使目前
各類機形更趜精良完。

解決方案

〒24265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二路64號
	 TEL:	+886-2-22010158

e-Mail 　chsuln@cman.com.tw

主要提供項目：

●液晶面板物流系統
●機械手臂移載設備
●機械手臂彈性生產設備

【優勢】
液晶面板系統整合服務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 物流 食品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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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心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銷售三菱CNC、Robot及國際知名量測品牌

解決方案

〒23144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92號8樓
	 TEL:	+886-2-29174202

e-Mail 　sales@usync.com.tw
URL 　http://www.usync.com.tw/

提供工具機系統整合開發服務
●三菱CNC客製畫面開發
●Robot機械人及送料自動化整合
●線上&線外量測設備
●量測記錄軟體開發
●工具機主軸智慧監控系統
●砂輪線上動平衡與音頻防撞應用

洽	詢

產業別

工具機 自動化 量測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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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意科技有限公司

鑫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2000年，成立主要工作內容為工
具機電控系統規劃及配電，後續增加三菱電機機械手臂銷售及服
務，三菱電機CNC控制器維修及工具機周邊產品(手輪及波段開
關等)銷售，成品線材製作，CNC測試設備製作等營業項目，並於
2014成立台南營業處增加台南客戶的服務。

解決方案

〒40766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十街47巷2號
	 TEL:	+886-4-23553688

e-Mail 　sy@famously.com.tw
URL 　www.famously.com.tw

公司對機械手臂本體夾治具可協助客戶製作並測試。手臂周邊電控規劃、電控硬體施工及線材製作都可以協助客戶做整合製
作。並可協助客戶售出後的維修服務需求。
●CNC控制器及自動控制整合能力

洽	詢

產業別

工具機 沖床 磨床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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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迅得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迅得機械自1999年以來，	開拓多個產業之自動化市場，如陶瓷基板、
電子組裝、LED、IC封測、半導體…等產業，成立電子事業部	(EBU)	、光
電事業部	(PBU)	、半導體事業部	(SBU)	、電子組裝事業部	(CBU)	與大
陸事業部	(SAC)	。曾榮獲小巨人獎、國家磐石獎…等多項殊榮	。
隨著數位製造技術演進，	本公司將自動化之核心技術應用升級，	與影
像視覺、	無線通訊、	Big	Data	(巨量資料)	處理、	機械人與自走車及智
能化軌道車系統…之整合能力，	為製造業搭建工業4.0之智慧工廠	。

解決方案

〒32080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421號
	 TEL:	+886-3-4356870

e-Mail
URL 　http://www.saa-symtek.com/zh_tw/index.html

●產品：印刷電路板、軟板、光電、半導體與物流系統

●智慧製造整合服務
迅得機械可以為您將現有的產線重組和升級。我們將為您分析與評估現在的產線體質、全面採集資料、辨認緊要

的問題,	以及所遇到的瓶頸，來確保系統達到最大地管理效益產生優化效果。SAA	提供您客制化的設計、穩定的設

備與智能自動化方案。當然我們也會站在使用端的角度共同選擇其他合作機構的方案，以為您提供最好的整合服

務。

洽	詢

產業別

PCB 醫療 液晶 半導體 食品 物流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23 24

翔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翔威國際』成立於1997年8月6日，累積17年軟體發展與項目管理經
驗，致力發展全方位軟體解決方案，主要服務專案為銷售製造業工廠
自動化系列產品與開發大型訂製軟體。
除臺灣總公司外，為加強業務/技術服務及前瞻性市場開發，2002年於
中國蘇州成立『翔孚電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並在東莞與深圳成立
業務據點，主要業務範疇即在提供『製造業工廠自動化資訊管理系統
解決方案』之軟體產品及相關專業服務，藉由當地技術與服務人員，深
耕中國。

解決方案

〒11674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18號10樓
	 TEL:+886-2-86621688

e-Mail 　vanessa_liu@e-synergy.com.tw
URL 　http://www.e-synergy.com.tw/

1.	歷年來已在兩岸服務超過150家企業客戶250個廠區100%成功建置【翔威MES製造執行系統】。因應工業4.0浪潮，除整合自
有的倉儲管理與設備返修系統，做深、做精工廠自動化、智慧化系統外，亦開發了虛實整合系統，協同合作夥伴應用物聯網技術
提供完整的智慧製造解決方案，為企業客戶提供全面性智慧製造關鍵基礎。
2.	翔威國際/翔孚電子擁有成熟的軟體技術及諮詢團隊、密切支援的硬體廠商及完善的服務機制，是大中華地區製造型企業奠
定扎實競爭能力及持續保持行業領先優勢地位的最佳合作夥伴。

●智慧製造執行系統	(eME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智慧倉儲管理系統	(eWMS,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智慧返修管理系統	(eRMA,	Return	Materials	Authorization	System)
●製造物聯感知系統	(CPPS,	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資料擷取智慧終端	(iDCT,	Real-time	Data	Collection	Device	/	Solution)
●工業4.0整體解決方案	(Emerging	Industry	4.0	Practices)

洽	詢

產業別

電子組裝 橡膠 精密陶瓷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工業電腦 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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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工廠電腦整合製造系統解決方案及相關專業服務之系統整
合廠商。
BCware(Block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解決方案

〒30288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3樓之一
	 TEL:	+886-3-5601800

e-Mail 　vanessa_liu@e-synergy.com.tw
URL 　http://www.e-synergy.com.tw/

BC系統的目的是管理並且控制流程處理，包括基板傳送、製造、檢驗和各種信息在In-line上進行的管理和控制。此外，BC也是
一個界面系統，介於HOST	(MES)	系統和In-line機台之間。一般來說，所有的組件均屬於BC系統的範圍，除了主機和周邊系統，
或為客戶所提供的軟、硬體設備之產品或服務，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如AGC、MGV等等。

●	以玻璃基板為主的跟蹤能力
●	在線模式流程設計
●	設備狀態監控
●	流量控制和靈活的分支控制能力
●	配方管理
●	事件報告、報警報告、電子資料收集(EDC)、SPC數據及

AOI缺陷資料採集
●	容易的遠程監控系統
●	MIO的設置、試運行操作、檢驗樣本的取樣支援
●	即時資料收集
●	迴路通訊架構設計
●	安全性管理

洽	詢

產業別

半導體 組裝面板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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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鼎以工控為核心技術，提供各式自動化系統設計、採購、建造、
整合、試車等整體性工程服務，依據客戶需求達成客製化目的，滿
足合約要求。同時，因應市場需求的變動，客戶要求提升績效、節
能減排與降低風險等訴求不斷，新鼎投入發展新技術，以智慧製
造提供客戶解決之道，協助客戶朝環境永續發展努力，成為頂尖
工業智能化服務的提供者。

解決方案

〒11510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2號5F
	 TEL:	+886-3-5601800

e-Mail 　stanley.chiang@acs.com.tw
URL 　http://www.acs.com.tw/

新鼎以三十多年來的模擬技術與系統經驗，發展出兼顧製程工廠生產與永續的(P)製程優化、(E)節能減廢、(M)設施可
靠、與(S)工安應變四大面向產品與服務。此外，有別於業界一貫性的系統介面，新鼎在PEMS四大面向中，制定出符合
MOF(Management管理、Operation	操作及Facility	設施)不同層級使用者工作需求的系統。
●新鼎專精於系統整合，且累積多年與各知名DCS與PLC系統廠商良好之合作經驗，充分了解各系統之特性。
●新鼎系統智慧製造解決方案，更能滿足製程產業業主對於安全能耗以及生產效益提升的需求。

洽	詢

產業別

石油 天然氣 石化 電力 交通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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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整技科技致力於以創新為導向，系統整合與服務為企業營運核心，推動智動化
(=智慧化+行動化+自動化)為宗旨，最終促進社會大眾生活更加便利，此乃所
有整技人的共同職志，整技科技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為達成高效益之系統整合服務，整技科技提供完善之系統整合規劃及技術解
決方案，整合系統軟體、硬體、資料庫、服務應用等系統整合與人力資源服務，
提供客戶完整規劃、建置、維運之整體方案，並以客戶需求為導向，提升客戶作
業效能為目標，發展出客製化系統幫助客戶改善系統流程，減少人力資源浪費
進而提升公司整體效益，以達到高效益之資訊化與系統化整合服務，不僅為客
戶增強競爭力，亦協同客戶共同開創新商機，成為與客戶共存共榮密不可分的
最佳企業服務夥伴(The	Best	Business	Service	Provider)。

解決方案
●工廠智動化：提供工業4.0所需的眼(AOI)、手	 (Robot)、腳(AGV)、神經(連線)、小腦(BC&MCS)及大腦(MES、
APS&MI)等一站購足的全面解決方案。	

●物流智動化：提供倉儲無人化所需的全盤性工程顧問服務與軟硬體整合系統，包括現場佈置規劃與模擬、倉儲
管理系統、派車系統及各式無人搬運車(AGV)等。	

●健康醫療智動化：提供運動中心、醫療院所、藥局...等所需的物聯網、雲端、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的全般整合系
統。

【優勢‧差異點】
1.CIM系統從AGV->PLC->MCS->BC->MES->WMS系統(垂直整合)
2.自行研發硬體有AGV、AOI設備、軟體AGVC、BC、MCS、MES、WMS系統

〒33045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71號4樓之6
	 TEL:	+886-3-587899#3502	Eric	Lee

e-Mail 　eric.lee@itec.com.tw
URL 　www.itec.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面板 半導體 金屬加工 物流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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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鈦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程鈦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為程控儀器、自動監控系統
之專業廠商，電氣盤體設備系統設計規劃整合及施工安裝測試。並代
理MITSUBISHI工業機械手臂銷售與售後服務。
公司經營策略：
1.善盡社會責任，致力企業永續發展。
2.專注產品品質、創新與開發。
3.專業化服務品質，滿足客戶需求。
4.強化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
5.提供員工創造學習環境、培養多元化人才。

解決方案
工業程控儀器
自動監控系統
電氣盤體設備
設計規劃整合
施工安裝測試
工業機械手臂
●自客戶需求評估、規劃、模擬、測試、裝機、售後服務(維護保養)，可一貫作業。
●依客戶需求客製化電氣盤體。

〒80776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52號
	 TEL:+886-7-3876766	/	+886-7-3876866	

e-Mail 　cheng.tai99@msa.hinet.net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面板 傳產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自動化展覽 電氣外箱

檢驗室應用電氣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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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士林電機為配合國內產業朝向智慧化、科技化、數位化之發展趨勢成立自動化
事業群，自西元1984年成立迄今，持續自主研製以及代理知名品牌之各項自動
化關鍵零組件(FA工控產品)，除積極延攬高科技研發、軟體及管理人才外，並
設立跨足兩岸的研發中心，不斷開發具市場競爭力之自動化關鍵產品。
除FA關鍵零組件之銷售外，自動化事業群並提供自動化系統整合服務(含電腦
整合彈性製造系統、專用機開發設計、Robot整合應用…等)。近期為滿足智慧
製造之強烈趨勢，更加強提供系統工程整合解決方案及完善之技術服務，矢志
成為產業界智慧自動化之最佳夥伴，期為產業升級提供最完善之產品線與專
業服務。

解決方案
【自動化事業群主要產品與服務】
●代理品牌	:	
三菱系列:	中大型可程式控制器、小型可程式控制器、交流變頻器、線性馬達、伺服馬達驅動系統。
松下系列:	感測器、雷射標誌機
新寶系列:	新寶減速機
●士林品牌	:	交流變頻器、伺服馬達驅動系統、士林小型可程式控制器、人機介面、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工廠自動化工程與系統整合服務(自動化搬送設備、專用機開發設計、系統機電整合)

【提供工業4.0關鍵零組件與系統整合服務】

〒20473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7鄰234號
	 TEL:	+866-3-5995111#356

e-Mail 　erica.lo@seec.com.tw
URL 　fa.seec.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汽車 3C電子零件組 機械金屬 食品 半導體 紡織 製鞋 醫療 食儲物流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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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菱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菱機電為三菱電機全系列FA產品專業代理商，1991年成立至
今，協助各大公司機械設備專案開發、技術服務、教育訓練、技術
諮詢......，上菱有最專業的人才，最完整的售後服務，上菱所提供
的不只是銷售，更依據客戶需求提供完整技術服務，服務範圍遍
及國內外。	

上菱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解決方案

〒24159	 新北巿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4號4樓之8
	 TEL:+886-2-29991689	

e-Mail 　service@metop.com.tw
URL 　http://www.metop.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液晶 食品 物流 天車 石化 鋼鐵半導體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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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耕南部工具機市場20年的新友機械，為因應工業4.0時代的來
臨與工具機自動化、智能化等需求，本著「深根技術、菁若磐石」
理念，特集合優秀技術團隊成立關係企業深石科技，致力於單機
自動化、生產線自動化整合、教育訓練等，以協助客戶省人化、提
高生產效率與提升品質穩定度的各項服務。	stone

解決方案

〒71747	 台南市仁德區大發路159巷20號
	 TEL:	+886-6-2737206

e-Mail 　michael.lai@dpstone.com.tw
URL 　www.dpstone.com.tw

深石科技總經理吳耀宗身兼新友機械總經理，在南部工具機市場戮力耕耘20年，在各式工具機的相關技術與經驗非常豐富，
有感於近年國內工作環境胚變，人員培訓相當不易，再加上工業4.0風潮席捲全球，台灣也必須搭上此一列車，因此集結周遭相
關技術團隊共同成立深石科技，初期將專注於CNC車床的自動化規畫與設計，可協助客戶新建置或將既有的工具機加裝單機
ROBOT進行取代人力之作業，還可提供1對2機械或1對3機械的建置。
●不需熟識手臂操作(Auto	Mapping)
●不須學會基礎座標設定(出廠已設定完畢)
●不須學會各家手臂語法(出廠動作皆已內建)
●工件樣式選擇可切換
●直覺式手搖輪點位設定，可快速切換產品

洽	詢

產業別

加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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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電機全系列產品銷售及服務。日 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VERTAK TECHNOLOGY CO.,LTD.

EVERTAK

解決方案

〒32062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	23	號	8	樓
	 TEL:	+866-3-4617999

e-Mail 　public@evertak.com.tw
URL 　www.evertak.com.tw

提供專業及多樣化產品,配合不同產業別之應用,並擁有最適時的售後服務。
●控制器(Controller)/人機(HM)/伺服(Servo)等

洽	詢

產業別

PCB 半導體 液晶 製造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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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昶精工事業有限公司
盈昶精工(IPM)是一個以技術研發為主的團隊，我們是一家十分專業的系統整合公
司。順應世界專業專精之生產系統潮流，作更新的跨領域結合及研發。精、細、質、
價、快，所有商品化的面對趨勢及態度；模組標準化、系統整合共同化是機械未來的
目標。專業專才合用體制，藉由公司及同系統人才共同結合為事業單位未來經營的
主體領導。系統組織之獨立單一化，合乎精、細、質、價、快的市場目標，成為最低成
本、高效益、人盡其才的事業單位，並共組有競爭力的事業群體。
本公司擁有優秀的經營團隊，秉持著『專業服務』的經營理念，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及
成長。未來願景	：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及成長,並以成為業界品質第一為目標。

解決方案

〒83160	 高雄市大寮區農場路215號
	 TEL:	+886-7-7882625

e-Mail 　service@ipmtw.com
URL 　www.ipmtw.com

專業領域：生產作業系統化、加工作業無人化、無人化工廠系統	、	自動化作業系統、機器人教育、培育運用訓練、機器人無人化
工廠運用設備規劃製造、無人化生產工廠建置規劃、產線局部自動化機器人運用建置、專用機開發、製造（客製化、工業製程範
圍）、自動化生產設備系統連線與改造、高量、質化設備設計
●IPM公司關鍵的生產/製造技術具優勢

洽	詢

產業別

鍛造 生產機械製造修配 自動控制 金屬加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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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創立日期：1996年5月24日
2.	經營項目：IC/PC/LED產業自動化機械工程設計、製造組立
及電腦軟體設計開發
3.董事長：盧鏡來
4.地	址：高雄市路竹區路科十路1號
5.昆山萬潤：創立於2001年，機械加工、工程組裝及售服

解決方案

〒82151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路科十路1號(高雄科學園區)
	 TEL:+886-7-7882625

e-Mail 　richardwu@allring-tech.com.tw/	mellissa@allring-tech.com.tw
URL 　www.allring-tech.com.tw

【半導體設備】
●點膠系列:	晶圓級高精度點膠機/自動點膠機/塗膠機
●貼合系列:	IC軟板貼合機/	異方性導電膠貼合機/光學透明膠貼合機
●量測與AOI系列:	影像量測機/	植晶後檢查機/	晶圓點膠後檢查機/	IR	Crack光學檢查機/	檢查分料機
●自動化系列:	收送料機/	單軌植球機/	Heat	sink	attach/	

【被動元件設備】
自動切割機、自動電鍍機、Chip	inductor/Common	mode/Power	inductor	繞線系列相關設備、一次堆疊機、二次折粒機。

【LED設備】
點膠機、分選機、包裝機。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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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冠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立於1989年，是台灣電腦整合製造領域的軟體領導廠商，提供
工廠管理與自動化整合的軟體解決方案。服務據點包含台灣的
桃園、台南，大陸的南京、蘇州等地。

解決方案

〒33068	 桃園市桃園區興隆路18號7樓
	 TEL:+886-3-3626301

e-Mail 　umsinfo@deltaww.com
URL 　www.unicom.com.tw

【工廠管理軟體解決方案】包含MES製造執行、SPC統計品管、設備保修管理、WMS倉儲管理。

【設備自動化整合軟體解決方案】包含設備資料收集、設備監控、運搬倉儲控制…等軟體系統。

●從下層的生產運搬倉儲設備的監控，到上層的製造與品質管理，能提供上下整合的智能製造整體解決方案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液晶面板 電子元件 PCB 電子組裝 半導體封測 汽車零組件 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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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原見精機2017年自工研院新創獨立，我們的技術團隊過去在工
研院投入近十年的時間研究機器人感測器模組，開發出領先世
界的機器人觸覺技術和產品。原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解決方案

〒115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99-24號
	 TEL:+886-2-26535800

e-Mail 　andrew.lu@mecha-vision.com
URL 　http://www.mecha-vision.com/

【安全皮膚】
●外裝式設計，安裝容易
●可直接安裝於現有機器人上，直接升級為安全機器人
●表面式的感測器，不受機器人荷重、姿態與速度的影響
●產品已通過CAT3，PLD安全認證

【Hand	Guiding】
●表面式感測技術，不受機器人荷重與姿態影響，不需要複雜軟體補償以及反覆reset
●表面式感應，操作容易，可以做到細定位的操作

洽	詢

產業別

自動化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安全皮膚 Hand	Gu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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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靄崴科技之業務是以自動化系統設計製造為主，並獲得
ISO9001:2008認證，中國CCC認證，TUV	UL508A工廠認證證書。

解決方案

〒40852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五路38號
	 TEL:+886-4-2350-3000

e-Mail 　jkuosung@avex-sg.com
URL 　www.avex-sg.com

工廠PLC自動化、機台監控系統、控制盤組裝
●軟硬體整合、控制盤及機台施工能力

洽	詢

產業別

產業機台 液晶輸送設備 工具機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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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力求滿足工控行業，廣大客戶的全面需求。瞭解客戶的需求，不斷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提高在國際市場之競爭，而投
資鐳射產品及應用、代理	Beijer	人機、IDEC	產品、WACHO力覺、抓手及機械手臂、並於2018年開發網路型端子台(CC-Link/
EtherCAT)	等產品，並提供相關技術支援，與所有客戶共存共榮，相信在未來的國際市場上更能發褌我們的企業理念及服務精
神。深信本公司優良的服務團隊和健全的經營體系，未來必能提供客戶最優良的產品與服務品質。
●可省配線,查修方便,減少配線錯誤
●省成本，減少配線時間
●體積小、省空間，減少盤體體積減少廠房面積
●產品樣式變化多、輸出/輸入混合使用、少點數可分散控制省成本
●使用端子顔色辨識配線電源及訊號接點管理，減少配線錯誤
●使用顏色旋鈕辨識模組局號與通訊速率可對應各網路系統
●使用燈號顏色辨識輸出入訊號.

歐迪爾股份有限公司
歐迪爾股份有限公司於西元1995年創立於臺灣,主要從事自動化的週邊設備，
端子台、傳輸線及自動化控制的教學機製作，獲得眾多工業客戶的肯定與支
援。本公司設計了—系列先進自動化的週邊配套產品，產品特性結合了廣大市
場需求、高品質的設計，以達到省配線、省工時，及配線作業的精確度。產品通
過CE認證、UL認證，以確保每一個產品均能達到工業應用環境的嚴格品質要
求。
為強化與各客戶之間良好的合作關係與默契、提高服務品質及效率，本公司更
擴大與各大自動化廠，IT產業廠之業務。
於2004年成立波菲格(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就近為大中華地區的台資、中
資、外資企業服務，產品遠銷東南亞、日本等地。

解決方案

〒24158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111-2號4樓
	 TEL:+886-2-85122893

e-Mail 　odear@e-odear.com.tw	
URL 　http://www.e-odear.com.tw

洽	詢

產業別

TFT PCB EMS 汽車 液晶 半導體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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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益控通有限公司
益控通智慧製造平台為知名電商平台，提供模組化解決方案，立即提升中小企業製
造業效率，平台內有超過200間的系統服務商可以提供外包的服務，平台超過20位
顧問可以技術諮詢，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模組化解決方案，可以解決工廠自動化產線、遠端監控的問題，並且在網路上提供
國外與國內目前的成功案例，清楚說明這個解決方案投入可以帶來多少的效益。
服務工業自動化產業:	模組化的解決方案、線上經銷硬體、媒合案件、顧問諮詢
客戶上傳規格到平台，我們有最專業的產品經理審查規格，還有最佳的自動化供應
鏈人脈，媒合這個案件適合的系統商

Digor lon  Tech
台 灣 益 控 通

解決方案

〒11658	 台北市木新路三段91號4F
	 TEL:+886-9-39-789237

e-Mail 　steven.lin@digorlon.com
URL 　www.digorlon.com

平台服務:	案件媒合、模組化解決方案、顧問諮詢
●產業系統服務、中小企業適合的解決方案

洽	詢

產業別

塑膠產業 包裝產業 半導體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智慧樓宇 金屬加工 大專院校 農業 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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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控制工程服務共九大事業群：原礦處理、高爐、煉鋼、熱軋延、冷軋延、公用設施、物流及大眾運輸、製程電腦、檢測與監測
設備等整體解決方案

●中冠資訊自動化部門擁有龐大的工程師服務團隊，每位成員不但具備資訊技術的專長，且擁有專業領域的特殊知識，可引導
客戶接受新的觀念及新的應用；經由縝密的系統規劃、設計與分析，可以完全針對客戶的需求提供完整的客製化功能，規劃出
最完善的建議書；在獲得客戶的認可後，便開始進行一系列相關應用系統的軟/硬體設計與開發；提供最完整的系統，並確保品
質的穩定性。提供工廠自動化整體解決方案。

中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資訊系統整合服務－使企業具備全方位整合的整體資訊系統，增
加營業收入與利潤、降低人工成本、改善產品品質、降低物料成本。

軟硬體平台技術服務－提供創新的訊息交換整合平台，最適化的主機
服務與硬體規劃建議，提供企業資安的整體政策及解決方案。

自動控制工程服務－製程自動化建置、改善與建立監測系統、提供智
慧運輸監管應用等解決方案，提升生產效率、強化企業競爭能力。

解決方案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19樓
	 TEL:+886-7-5350101	Ext35515	/	+886-9-29086187

e-Mail 　yclo@icsc.com.tw
URL 　www.icsc.com.tw

洽	詢

產業別

鋼鐵 大眾運輸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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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智能服務】整合才是王道─	軟體到技術，真正全方位。
【商管智能服務】擴大資源綜效─	掌控企業資源，提升營運效能。
【智慧智能服務】建構完整CPS系統，全廠軟硬體系統整合。

●CAE分析軟體

●工業4.0自動化軟硬體系統整合

●SAP	ERP軟體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虎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80年，為一專業軟體開發及代理公司，擁有
整合軟硬體相關資訊技術，提供【CAD	/	CAM工程模擬分析】、【智慧商業管理
SAP系統】、【工業4.0系統整合解決方案】三大服務範疇，以提昇客戶研發創新
能量、全球競爭力、經營管理效率為己任。在工程智能服務方面，本公司銷售之
CAE軟體如：ANSYS、RecurDyn、Arena等，從結構、機構、熱傳、流體、電熱、模
流、高低頻電磁、RF設計、到系統模擬等，提供整合性的多重物理耦合解決方
案；在商管智能服務方面，以客戶的核心競爭力為首要目標，協助客戶導入嚴
謹穩定之SAP系統，以產業別訂作符合標準的外掛模組，累積產業別解決方案
之實力；工業4.0系統整合解決方案則為CPS虛實整合、大數據分析、IoT、MES、
APS、機械手臂應用、無人搬運車等，提供全廠軟硬體系統整合服務。

解決方案

〒700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9號9樓D2
	 TEL:+886-9-30750752

e-Mail 　simon.chang@cadmen.com
URL 　https://www.cadmen.com

洽	詢

產業別

電子產業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傳統產業



軟體
Software

提供能強化與三菱電機FA機器親和性
應用程式軟體。

軟體企業夥伴使用三菱電機所提供
數據鏈接產品與鏈接技術(EZSocket、SLMP等)，

並開發、提供與三菱電機FA機器鏈接親和性佳的應用軟體、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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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156-0043	 東京都世田谷区松原3-39-16-102
	 TEL:+81-(0)3-33216811

e-Mail 　info@empressjapan.co.jp
URL 　www.empressjapan.co.jp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FA領域(PLC,CNC,FA	Robot) 產業機器 消費品

Empress	Software	Japan	Inc.

加拿大Empress嵌入式數據庫具有40年以上的歷史。本公司現
在是作爲面向FA的IoT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大幅度被美國，日
本，中國和歐洲所採用。我們提供FA設備中使用的嵌入式數據
庫、工廠中的設備與中繼器，以及雲端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Empress提供以下解決方案。
●Empress	IoT	SDK：

FA用的數據收集器(對應Modbus	TCP/RTU、OPC-UA、MTConnect)
OPC-UA服務器
MTConnect服務器
嵌入式數據庫（斷電、斷線對應、加密對應）

●Empress	IoT	Data	Connector：
上述的Empress	IoT	SDK裡含有硬件GW裝置。

●Empress	IoT	DataQuest：FA用的雲端網絡（特別是面向機器人），含有如下功能。
數據可視化
固件更新
遠程控制
安全認證
死活監控和儀表板功能
雲端和本地兩者都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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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39號19號
	 TEL:+886-2-23112255

e-Mail 　Info@tw,fujitsu.com
URL 　http://www.fujitsu.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零售 金融服務 交通‧物流 公用事業 製造 通信 健康醫療

台灣富士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富士通以最佳的系統整合服務提供者為目標，無論是各業
種別的IT軟硬體系統的建置、整合、委外服務、高科技產品等，創
新的科技與豐富的經驗，一直受到客戶和合作夥伴高度的評價
與肯定。

解決方案
為了因應工業化4.0的趨勢與創造新的商業價值，智能工廠	(Smart	Factory)	解決方案將會成為未來的主要核心事業。
●富士通在製造業已經累積了30年以上的豐富經驗。
●富士通是具有實際製造經驗的系統整合解決方案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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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104-8408	 1	Chome-12-22	Tsukiji	Chuo-ku,	Tokyo-to（Konwa	Building）
	 TEL:+81-3-34466180

e-Mail 　akihisa_fukuda@ryoyo.co.jp
URL 　http://www.ryoyo.co.jp/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FA領域 產業機器 消費品

Ryoyo	Electro	Corporation

１）	販賣半導體/機器設備	
２）	販賣ICT產品	
３）	販賣組合產品
４）	提供上述1~3項的技術支援
５）	提供上述1~3項服務

解決方案
Ryoyo	Electro以Empress	Software產品經銷商進行販賣活動。													
Empress	Software提供以下解決方案：
●Empress	IoT	SDK

FA用的數據收集器(對應Modbus	TCP/RTU、OPC-UA、MTConnect)
OPC-UA服務器
MTConnect服務器
嵌入式數據庫（斷電、斷線對應、加密對應）

●Empress	IoT	Data	Connector
上述的Empress	IoT	SDK裡含有硬件GW裝置。

●Empress	IoT	DataQuest
FA用雲端網路(特別針對機械手臂使用)具有以下機能：
數據可視化
固件更新
遠程控制
安全認證
死活監控和儀表板功能
雲端和本地兩者都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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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7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01號10樓
	 TEL:+886-2-25110895

e-Mail 　hidekazu_sone@cybozu.co.jp
URL 　https://www.cybozu.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製造 貿易商社 運輸 物流 服務

日商才望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市佔率No.1的企業群組軟體
在全世界約有80,000家企業的導入實績

解決方案
【kitone】
可以簡單建構多樣化業務應用系統的雲端服務平台
●無須具備系統開發所需的程式設計知識即可製作
●僅需以滑鼠拖曳就能做出符合公司業務內容的應用系統
●無須撰寫程式即可建構資料庫
●無須撰寫程式即可將複數的業務應用與資料庫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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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10549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7號11樓B1區
	 TEL:+886-2-21755999

e-Mail 　https://emailing.3ds.com/dsx/lp.jssp?template=LDP43576
URL 　https://blogs.3ds.com/taiwan/home/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交通運輸汽車

達梭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達梭系統作為3DEXPERIENCE公司，為企業大眾提供虛擬空間以發想永續創新。其全球領先的解決方案改變產品在
設計、生產和技術支援的模式。達梭系統的協同合作解決方案更推展社群網路的創新，透過虛擬世界以改善真實世界
的可能性，且加以延伸。
達梭系統自2006年進入臺灣，持續為臺灣領先的航空航太、汽車交通、船舶、工業設備、製造業、機器人、建築、高科技
電子企業客戶提供智慧製造、智慧設計、分析模擬、大數據、及3DEXPERIENCE等解決方案，累積了大量在地的成功案
例及經驗。	達梭系統3DEXPERIENCE平台依據不同產業的商業流程與模式，協助城市、企業及個人進行持續性的創新
轉型，提高製造生產效率、品質與靈活性。3DEXPERIENCE平台協助企業實現端到端流程一體化，進行全價值鏈數位
化協同，進而提升其產品與服務的附加價值與體驗，幫助更多的企業客戶確保更高的品質、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並滿
足個別客戶不同的需求，在產業轉型的浪潮中抓住商機，拓展全球的市場。
更多詳情，請至：http://www.3ds.com/

解決方案
●數據達成環境資料管理的要求，更使用社群協作來因應永續發展的挑戰。
達梭系統透過3DEXPERIENCE打造世界上最大規模業務體驗平台，廣泛用於12個產業，符合端對端的關鍵產品問題要求，包括產品品質、上市進程、供應鏈協作、監管適法性、
智慧財產權保護和製造效率等，並側重以下核心理念：
●3D建模：3D和系統工程設計，廣泛用於智慧/連網產品、都市系統、自然資源和生物系統等領域。品牌包括：
	CATIA：達梭系統最早的品牌，符合從前期產品概念規範到產品投入使用的完整產品開發流程要求
	SOLIDWORKS：3D設計、資料管理、模擬、技術文件彙編與電動設計
	GEOVIA：建模並模擬工廠，用於提高自然資源的可預測性、效率、安全性與永續性。
	BIOVIA：化學和生物領域的科學創新生命週期管理軟體
●模擬（「虛擬+真實」）：實際模擬產品、生產與使用，包含複雜的產品行為、工廠和製造系統執行，以及消費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等。品牌包括：
	SIMULIA：可擴展的統一分析產品組合，讓所有的用戶立基於各自的專長與工作重點，無縫分享模擬資料與方法，而不影響資訊的真實度
DELMIA：透過規劃、模擬和執行全球生產流程，以此推動製造創新
3DVIA：為消費者、零售商和製造商提供創新的3D空間規劃解決方案
●資訊智慧：檢索和儀表板，幫助客戶因應大數據的挑戰，符合搜尋、分類、過濾、瀏覽和理解資料的需求。品牌包括：
EXALEAD：藉由讀取、探索和分析相關的資訊，讓企業能從大數據中解讀出有價值的發現
NETVIBES：幫助即時監控與管理所有資訊，包括以個人化儀表板協助做出更快、更好的決策。
●互聯：社群和結構化協作。品牌包括：
ENOVIA：將產品創造、開發、推出和維護相關的人員、流程、內容與系統整合在一起
3DEXCITE：高階圖像軟體、市場解決方案和電腦生成影像服務，能將工程資料轉化為市場專業人士可用的資料
●在2016年，達梭系統完成一系列收購，重點在於拓展模擬、生產計劃與時程安排的功能。主要收購包括：
CST：電磁（EM）和電子模擬領域技術領導企業，提供在自動駕駛汽車、家庭聯網、醫療設備、穿戴式電子與其他智慧產品領域的完整光譜電磁模擬解決方案。
Next	Limit	Dynamics：	Next	Limit	Dynamics為XFlow技術開發商，在高度動態流體流程上可高效且精確地模擬，比傳統方法更能快速地解決CFD問題。有助於達梭系統強化
自身3DEXPERIENCE平台提供的產業解決方案中多重物理場（multiphysics）模擬能力，並在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市場中佔據策略性地位。
Ortems：Ortems為就地部署	(on-premise)	和基於雲端容量限制生產進度與調配軟體的主要供應商，
其產品規劃與排程解決方案用於智慧工廠的生產營運管理，透過高度同步化製造的IT系統支援虛擬
設計和實體生產之間的聯繫，進一步擴展DELMIA應用。

【優勢‧差異點】
通過達梭系統的3DEXPERIENCE平臺可以獲得各產業的知識經驗及專業技術，加速分享和強化學習，
提昇業務的速度，在生產前預先在虛擬的3D模型物件中不斷調整，不斷測試、評估，再投入真實的生
產中，可以為真實生產環境找出最佳調整策略，協助提高真實生產線的效率及靈活性，降低風險，提
升並預測營運業績。

航空航太‧國防 高科技 建築‧工程‧施工
包裝消費品‧零售 能源‧流程‧公共事業 船舶‧海洋工程 金融‧商業服務

生命科學 消費品‧零售
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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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5值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67號7樓
	 TEL:+886-2-85001567

e-Mail 　louise-lin@nec.com.tw
URL 　https://www.nec.com/en/press/201506/global_20150616_01.html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汽車 精密加工

台灣恩益禧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成立於1982年，由日本NEC公司100%出資設立。公司成立30餘年來，提
供台灣地區政府/公營/金融等機構事業、製造/流通服務等民需事業、電信網
路事業、系統平台事業、國際採購業務各領域用戶整體資訊服務解決方案，總
員工數537人，專業技術人員約330人並在國內12個縣市設有專業維修服務中
心，以提供客戶更好及最快速的服務。透過精準的顧問諮詢，結合IT技術與客
戶需求，本公司為客戶打造靈活運作、快速掌握改變契機的資訊應用環境。不
論從生物辨識系統，到各業種資訊安全與軟硬體整合方案，不僅挹注客戶外在
營運發展的競爭實力，亦可滿足內部對資訊應用的需求。

解決方案
透過NEC「RAPID」深度學習技術，各學習模組僅需200~300張圖片即可完成One	class	model，再追加另外200張即可達到一定
精準度的Multi-class	model，所需學習圖片張數為業界平均所需數量之50%，有效降低user的作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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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40861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51號24樓
	 TEL:+886-2-21755999

e-Mail 　saralin@iscom.com.tw
URL 　https://www.iscom.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金屬加工 組裝製造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ISCOM）成立於民國89年，為一專業資訊服務公司，在雲端運維暨智慧安全、智慧製造與
資料科技、智慧城市與教育三大領域，均擁有專業的服務能量。采威強調專業的技術整合及誠信熱忱的服務精神，提
供予客戶全方位及高品質之資訊服務，以成為客戶之最佳資訊服務夥伴為目標。
智慧製造與資料科技領域引入日本成熟產品，「Facteye」、「RaFLOW」等智慧工廠解決方案，相關技術和日本最大智慧
工廠業者	CEC	株式會社合作；整合「Big	Data」、與「工業物聯網」等應用技術，提供電商網站完整的流量及數據分析服
務。在企業導入的過程中，不但克服工廠複雜環境因素，達到高精度定位成效，亦同時習得日本智慧工廠管理面的優
勢及特色，減少客戶轉型之摸索時間。而本土化解決方案整合推出後，補齊了采威在工業4.0的服務缺口，加上采威原
有在工控系統、應用軟體之整合技術能力，展現資服業者在智慧機械的輔導與執行能量。
除整體營運穩定成長外，亦同時持續拓展業務與開拓全新的服務領域、加強發展多元化與專業多角化的經營，向全球
國際化企業集團邁進。

解決方案
1.智慧工廠(整合建置技術)
●CEC	Facteye	生產設備稼動監控及預防保全解決方案
●CEC	RaFlow	3D影像顯示及動線分析解決方案
2.智慧製造(顧問輔導)
●SAP	by	Design	訂單管理系統(財務管理、生產管理、人事薪資管理系統)
3.智慧服務整合(中介軟體開發)
●供應鏈協同管理
●全球化客戶服務
●生產設備即時監控整合
●生產報工管理
4.智慧戰情室(數據分析)
●營運數據BI分析平台
●品質分析平台	(by	製造數據)
●生產預測平台

【優勢‧差異點】
●智慧機械雲服務平台(加工製造、整機)-解決方案
●日本	CEC	Visual	Factory	Solutions	&	本土化整合應用
●領域	ERP	開發與客制化(機械-工具機)、EIP	Flow



機器
Device

提供與三菱FA機器親和性高的機器裝置。
實現系統構建與強化維修保養。

提供與三菱FA機器鏈接容易、
操作便利性高周邊機器的製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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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車床刀塔

六鑫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創新是企業經營延續之命脈，六鑫設計出高品質、高性能、符合市場所需
求之刀塔規格型式的產品。開發之各項產品，均經過精密組裝及長期測試後，
針對各部傳動元件之磨耗狀況進行再檢驗，並經由各部門之研討改善讓品質
更臻完美。
六鑫數十年來我們運用團隊力量緊密結合，在生產與設備上不斷提升，精心研
究並結合專業人士建立完善的組織，結合管理部、營業部、工程部、場務部、資
材部、品保部，角色由個人、小組推至各部門及全組織均能依其所司充份發揮。
部門與部門間相輔相成，致力於刀塔製造的研究、品質的控制、顧客的滿意，為
六鑫在國際市場開拓出一片天地，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解決方案

〒42863	 台中市大雅區龍善一街128號
	 TEL:+886-4-25684041

e-Mail 　forever365@lioshing.co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49 50

主要的產品有立式加工中心、臥式加工中心、數控車床、鉆孔攻牙機、五軸加工中心、車銑複合機與精密搪床。
超音波加工、超音波微加工、超音波拋光機及石墨加工(乾式)、石墨加工(濕式)和磨削加工機等非傳統加工的特殊加工機種。
●高精度、高穩定性之五軸機
●特殊材料及複合式加工機
●加工運用快速支援
●營服體系完整，服務迅速

台灣麗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7年。成立後即全力投入CNC工具機研發製造。主要的客戶
群為精密模具業、汽機車業、電子通訊業、精密零件加工業與航空航太
業等。主廠區位於台中市大甲區幼獅工業區，佔地面積17000平方公
尺。麗馳精密機械(嘉興)有限公司於2004年成立，位於浙江省嘉興市
經濟開發區，佔地面積37000平方公尺。麗馳除了生產自有品牌外，亦
兼顧OEM與ODM的產品。在符合國際數控機床大廠嚴格的品質要求
下，麗馳科技廣受國際客戶認同。銷售地區遍及全世界，主要市場包括:
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新加坡及中國等工業化國家。

解決方案

〒43769	 台中市大甲區幼獅工業區幼九路18號
	 TEL:+886-4-26815711

e-Mail 　sales@litzhitech.com
URL 　http://www.litzhitech.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零件加工 航太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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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立式/臥式/五軸機/各式車床產品線齊全，有整線規劃出貨實績
●客製化接單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資本額約NT6億，員工約180人；大陸杭州有設廠生產。	
We	promise	high	quality	machines	built	 to	 customer	
specifications.	 	We	can	make	 this	promise	because	we	
pursue	excellence	within	our	own	company	through	high	
quality	manufacturing,	 superior	 customer	 service,	 an	
respect	for	colleagues.

解決方案

〒40768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工業區三十三路23號
	 TEL:+886-4-23591880

e-Mail 　sales@leadwell.com.tw
URL 　http://www.leadwell.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水五金 3C 航太 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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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視覺(2D	Vision	+	3D	Vision)】
●視覺軟體	
●AI	Deep	Learning(人工智能深度學習)
●視覺感測器
●視覺系統
●鐳射三維鐳射輪廓儀

【讀碼器】
●固定式讀碼器
●持式讀碼器

【優勢‧差異點】
專注於工廠智慧製造自動化領域,	有高度整合的系統,	能快速佈署至工廠設備或是生產線上

美商康耐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康耐視公司是全球製程自動化視覺系統、視覺軟體、視覺感測器以及工業讀碼
器的領導供應商。
康耐視的視覺技術能協助公司改善產品品質、減少生產錯誤、降低製造成本，
將物廉價美的產品提供給消費者。
機器視覺的一般應用包括檢測瑕疵、監視生產線、輔助裝配機器人，以及追蹤、
分類和識別零件。
康耐視的客戶遍及全球，據點分佈北美、歐洲、日本、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並擁
有全球整合商和經銷商合作夥伴網絡。本公司總部位於美國麻塞諸塞州接近
波士頓的Natick郡。
康耐視是納斯達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碼為CGNX。

解決方案

〒30072	 新竹市東區埔頂路25	號	10	樓之	1	
	 TEL:+886-3-5780060

e-Mail 　info.tw@cognex.com
URL 　www.cognex.co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半導體
醫療器材

太陽能
製藥

電子
包裝

印刷電路板 汽車 消費性產品 食品與飲料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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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透過三菱電機公司的安全PLC	+	IDEC的安全元件，提供安全之全方位整合性解決方案。
●IDEC以「創造人與機械之間的最適環境」為核心，透過最重視安全性的整體環境提案，支援各種機械設備建構符合國際標準

的安全對策。
●對於活用三菱電機公司Safety可程式控制器所實現的全方位整合性解決方案，搭配IDEC的安全元件、安全感測器後可更加

完善。

台灣和泉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IDEC是致力於製造及銷售自動化控制元件、安全元件等FA設備
的控制機器製造商。拓展以CC-Link為首的協作產品製造，並提
出與三菱電機公司的FA產品具兼容性的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2210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9號8F-1
	 TEL:+886-2-26983929

e-Mail 　service@tw.idec.com
URL 　http://www.idec.com/taiwan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工具機 半導體 汽車 食品機械 物料搬送 電梯 特殊車輛物流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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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Machining	Center	(with	Auto	Pallet	Changer)
Tapping	&	Drilling	Center
Horizontal	Machining	Center
Five	Axes	Machining	Center
Simultaneous	Five	Axes	Ram	Type	Machining	Center
●秉持客戶優先的原則，快速回應客戶的規格以及服務需求。
●與德國Wemas(客戶多為汽車零件廠)、W.T.、義大利Partner有多年OEM/ODM經驗。
●以嚴格管理控制品質，取JIS允收值的60%作為出廠驗收標準。
●注重產品可靠度與性能，重要元件採用歐洲或日本品牌以確保品質。
				例如：潤滑油管採用銅管、運動護管採用德國IGUS、主軸軸承採用日本NSK或德國FAG、三軸軸承採用日本Nachi、氣壓元件	
				採用日本SMC、切削泵浦採用丹麥Grundfos、電料採用日本Omron或法國Schneider等。
●上述元件因為集中大量採購而使成本獲得控制，因此能提供最佳性能/價格比的產品。

華銳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Professional	machining	center	manufacturer	in	Taiwan.
	Design	&	engineering	capability.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Knowing	Customer's	way	&	needs.
	Innovation	tradition	and	value.
	Faithful	attitude	as	loyal	partner.

解決方案

〒42949	 台中市神岡區大明路181巷11號
	 TEL:+886-4-25295611

e-Mail 　sales@focaseiki.com.tw
URL 　http://www.focaseiki.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金屬加工 汽車 航太 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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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事業內容：空壓元件(氣缸、電磁閥、三點組合、補助元件)流體控制閥、化學藥液閥、真空元件、省力元件、DD馬達…等，CKD積極
致力於自動化技術及流體控制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產品品質高、性能佳，備有多種高精度、高剛性、省空間、用途廣泛之產品，並有用於省力裝置的機械手臂、輕巧型DD馬達、及

無塵室用元件…等。
●備用多款適用於CC-LINK、IO	LINK之機種。

台灣喜開理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喜開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4月。我們憑藉創造性
的智慧與技術，對流體控制及自動化進行創新，努力於建設富裕
之社會。

解決方案

〒24250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7號16樓之3
	 TEL:+886-2-85228198

e-Mail 　iki@ckdtaiwan.com.tw
URL 　www.ckdtaiwan.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半導體 液晶面板 食品 醫藥 汽車 工具機 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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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ctory	 is	a	 trend	 in	 the	 future.	Hartford	provides	customers	 intelligent	machines,	 intelligent	 functions	and	
automation	to	achieve	Industry	4.0	at	your	factory.	

●Hartford	manufacture	 intelligent	machines	only.	From	super	 fine	technology,	 intelligent	controller,	 intelligent	
machines,	automation	to	i-Factory,	Hartford	provide	you	the	best	integrated	project	of	i-Factory.	

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artford	has	5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chining	cente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Hartford	is	the	largest	machining	center	manufacture	in	Taiwan	
and	 is	a	world-class	 factory	over	the	world.	Hartford	owns	the	 largest	 in-house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Taiwan.	Hartford	ha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over	46,000	
machines	in	more	than	65	countries	worldwide.Hartford	always	leads	the	industry	
with	the	latest	machining	cente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trategically	applied	
to	maximize	benefits	 for	each	customer.	Hartford’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in	Taiwan	is	qualified	by	Taiwa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machining	
center.	Taiwan	Export	performance	ranking	in	Machining	Center:	No.1	(	Provided	
by	CCIS/Taiwan	largest	and	leading	credit	information	agency	)

解決方案

〒407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六路6號
	 TEL:+886-4-23592747

e-Mail 　yuan@hartford.com.tw	
URL 　www.hartford.com.tw/zh-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Die	and	mold	 Auto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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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工業物聯網智動化產品與解決方案、智能零售系統，提供國內外巿場即時的解決方案與服務、策略性整合規劃與執行。
●完整智慧製造雲智化系統以及規劃顧問與執行團隊
●完全可以採用三菱相關設備進行專案執行
●具備自動化與資訊化技術團隊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NEXCOM	International	Co.,	Ltd.)維新漢股份集團投資之AIoT	解決方案之公司	
,	新漢自1992創立，致力成為值得信賴的智能解決方案建構夥伴。以整體解決方案領導者自居，提供智慧機
械、工業物聯網及企業私有雲整體解決方案。憑藉既有多年IPC產業的經驗提供多樣化產品組合、優秀的軟
硬體研發團隊，創造巿場差異化。藉由其核心能力以自動化與信息化融合。新漢智能系統以巿場需求為導向
的商業模式，建構全球性服務網絡，提供客製化服務外，達到全球物流、在地及時服務。目前，新漢智能系統
在中國、義大利、日本、台灣、美國、英國分別有技術服務公司、滿足客戶需求。
近幾年來為拓展工業自動化，智慧機械及智慧製造等垂直領域於2011年開始在投資成立自動化研發部門
針對工業通訊，即時作業系統，運動控制器、機器人控制、機器視覺和其相關自動化產品等進行研發，並於中
部地區設立台中辦公室，以便提供快速的業務服務。於2013年成立智動化系統整合工程部門(Integration	
Center)，對客戶提供系統整合的服務，透過執行系統整合的過程，將我司的產品直接導入客戶的自動化設備
中。新漢智能系統結合產業電腦、自動化控制、有線與無線通訊，並積極投入龐大的研發團隊，深耕自動化領
域相關技術,以期讓新漢智能系統成為工業4.0在亞洲的最佳示範點，並在台灣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扮演極為
重要的角色。

解決方案

〒23586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22號13摟
	 TEL:+886-2-82267796

e-Mail 　CCLin@nexcom.com.tw
URL 　www.nexcom.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APS系統	 3C產線自動化產線 傳產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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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營業。根據客戶設備所需功能與動作流程，建議適當元件。
●充分提供各種應用方案所需元件。短交期。
●檢討或確認客戶需求→報價→交貨→產品使用教育

速睦喜股份有限公司

氣動元件(氣、油壓缸；各種控制閥；氣壓相關配件/流體檢測元件
(壓力、流量)/電缸/靜電消除器/恆溫裝置。

解決方案

〒33860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205巷16號
	 TEL:+886-3-3223443

e-Mail 　h.y.hsieh@smc.com.tw
URL 　http://www.smc.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加工機 半導體 液晶 太陽能 食品 醫療設備 其他自動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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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Moxa產品皆經過特殊設計，提供不同通訊介質以連接工業級設備，像是RS-485、行動通訊網路、乙太網路，等等。
●Industrial	Ethernet	Switches	
●Serial-to-	Ethernet	Products	
●Multiport	Serial	Board	
●Industrial	Video	Servers	
●Wireless	Ethernet	Products	
●Active	Ethernet	I/O	Servers	
●Embedded	Computers	
●Media	Converter	
●USB-to-Serial	Converter	
●Modbus	Gateway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集團提供全球自動化產業各項工業等級設備連網產
品。

解決方案

〒2314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35號4樓
	 TEL:+886-2-89191230

e-Mail 　taiwan@moxa.com
URL 　http://www.moxa.com.tw/index.ht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工廠自動化 設備機台廠 液晶 半導體 食品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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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節能燈控系統-DALI】
●智慧節能燈控系統，符合國際DALI標準協議，整合及管理各類硬

體設備。產品線提供卓越的燈光控制應用程式與DALI閘道器功
能。這些功能可以用在與大樓自動化系統中的DALI子系統連結，
或整合到現有的自動化系統中成為一個燈光控制系統，實現完
全整合的房間自動化解決方案。DALI控制器是多功能的DALI控
制系統，並擁有使用於DALI和LonMark系統或BACnet網路之前
的閘道器功能。

●內建網頁伺服器可更改裝置設定、DALI系統設定和執行維護工
作。控制器也包含警報、排程、趨勢紀錄(AST)及e-mail通知功能。

●使用全域連線進行資料交換(跨裝置的網路資料交換)、內建電源
供應可提供DALI電力或搭配128	x	64圖形顯示器加上旋紐可手
動操作。

●整合窗簾、空調、布幕及投影機等，並可使用多樣化介面操作(遙
控器、觸控螢幕、手機/平板或中控主機等來操作)。

【系統整合】
●工業廠房機電,	無塵室規劃
●工業廠務,	水/電/氣	化/空調監控系統
●無塵室,	環境(粒)監測系統
●製程控制整合,	熄燈工廠設計
●CWMS廢水排放連續監測系統
●室內空氣品質告示系統
●樓宇自動化與能源管理
●控制盤	配電盤規劃設計製作
●機台自動化
●製程自動化

耀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與系統整合	

解決方案

〒30264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8號20F
	 TEL:	+	886-3-5556675	#3203

e-Mail 　anson@asys.com.tw
URL 　www.asys.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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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裝置

全方位CNC	machining	center	方案，涵蓋五軸加工中心機、五面加工中心機、立式加工中心機、臥式加工中心機、臥式搪孔加
工中心機。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CNC	Machining	center	設計、生產、銷售。

解決方案

〒40763	 台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15號
	 TEL:+886-4-24629698

e-Mail 　jason.lin@awea.com
URL 　http://www.awea.com/awea_tw/index.ht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金屬加工 汽車 航太 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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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條碼、RFID、IoT等自動識別技術、還有自動剝標機、以數據化方式有效率地收集「物」或「人」的情報。
●做為製造商,	佐藤集團的idea・knowhow提供最優質的產品整合提案、新一代工業型標籤列印機、自動剝標機，
				適合各種生產現場使用。

台灣佐藤自動識別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佐藤控股在日本的東京成立於西元1940年,	敝司是一家自動識
別系統整合商,專注於靈活的「物與資訊一致」，這個意思是活用
條碼、RFID等自動識別技術，以數據化方式有效率地收集「物」
或「人」的情報。另外,	跟『持續創新』的信念,	我們一直努力一為

『人』或『社會』。

解決方案

〒2314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28號7樓
	 TEL:	+886-2-89121288

URL 　http://www.satoworldwide.co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半導體 食品 物流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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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業夥伴

〒10570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12樓
	 TEL:+886-2-27478188	#6713

e-Mail 　itou.to@ptcl.upeg.com
URL 　www.ptcl.com.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統一東京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東京於1997年成立，綜合租賃公司，為台灣統一企業與日本
東京盛世利株式會社(Tokyo	Century	Corporation)合資的綜合
租賃公司。敝社提供IT機器設備、軟體等租賃、分期付款服務。

解決方案
【營業性租賃(Operating	Lease)】
租賃期屆滿之時，預測當時物件設備的市場價格（設定為剩餘價格），並根據物件價格扣除剩餘價格的金額，計算租賃費用。由
於剩餘價格由敝社承擔，對於考量導入設備的顧客而言，能減輕其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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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7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	號
	 TEL:+886-6-2727175	#321	于劍平	主任

e-Mail 　ciacdd02@mail.ksu.edu.tw
URL 　https://eip.ksu.edu.tw/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液晶面板 半導體 金屬加工 物流

崑山科技大學

民國54年4月29日創校，多年來，配合政府建立技職教育體系之政策，在
現有基礎上穩健經營、踏實辦學，兼顧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之整合，同
時因應國家經濟建設，依循產業發展方向，教授應用科學及技術服務，
培養具備人文精神中心內涵的工程、管理、商業及設計高級人才，並積
極辦理推廣教育，提供業界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及研究發展機會，使產學
結合，成為一流科技大學。

解決方案
積極推動產業學院，與產業界合作共同執行學用合一的人才培育。
建製工業4.0中心，結合e-F@ctory	架構出智慧示範產線，提供產學業界觀摩進修的先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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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業夥伴

	 Asyril	SA,	ZI	du	vivier	22.	CH-1690	Villaz	St	Pierre
	 TEL:+41-26-653-71-	90

e-Mail 　sales@asyril.com
URL 　www.asyril.com

洽	詢

產業別

服務地區
台灣 其他請洽詢

Electronics	&	Semiconductors Medical	&	Life	Science Automotive Watch	&	precision	parts

Asyril	S.A.

Asyril	develops,	produces	and	markets	high	performance	flexible	
feeding	systems	for	parts	and	components	from	<0.1	up	to	150	
mm	in	size.	Their	 innovative	3-axis	vibr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sycube	series	can	handle	bulk	parts	of	any	geometry	and	allows	
for	extremely	gentle	part	feeding.

解決方案
●Compatible	with	all	types	of	part	geometries	:	99%	of	parts	can	be	fed	by	our	feeders	-	including	complex	
				geometries	and	delicate	materials.
●Minimum	production	changeover	times	enable	flexible	and	durable	production	systems.
●Extremely	gentle	part	feeding	due	to	a	3-axis	vibration	technology:	parts	can	be	moved	in	all	directions,	precise	

setting	of	vibration	parameters	enable	to	achieve	optimal	amplitude	for	flipping	of	parts.	As	parts	do	not	need	to	be	
recirculated,	abrasion	is	minimal.	Platform	with	optional	purge.

●Advanced	reliability	and	durability	due	to	state	of	the	art	Voice	Coil	Technology	;	no	compressed	air.
●Precise	part	detection	thanks	to	integrated,	adjustable	backlight	/	optional	SmartSight	visual	part	detection	system.
●Systematic	part	orientation	can	be	achieved	with	intelligently	structured	platforms	(grooves,	holes,	pockets).



●為正確使用本型錄刊載產品，請於使用前閱讀「操作手冊」。
●本產品製造用於一般工業用途，並不是靈用於生命安危相關情境下使用或是為系統
而設計所製造的產品。

●若考慮將產品應用於核電、電力、宇宙航空、醫療用途、乘客移動物體用的機器或系統
等特殊用途前，請聯敝社業務窗口。

●本產品雖然在嚴格控管品質體制下生產，若應用於因本產品障而預估可能會發生嚴
重事故或損失的設備時，請預先備份或系統性設置防護故障安全功能。

使用安全注意事項
此份型録為説明代表性特色機能的資料。使用上相關限定事項ヽ組合各項單元的限制事項
等並未全部刊載。所以請在使用時ヽ務必詳讀該產品相關手冊。
另外、不能歸究於敝社原因所造成的損害，因敝社産品故障的事因進而引起客戸的機會損
失，櫂利喪失，不論敝社能否預見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損害，二次性損害，事故賠償ヽ針對敝
社產品以外產生的損傷以及封其他業務保障，恕敝社無法承擔相開責任。

選 用 時 請 注 意

開於商標、登録商標
Mircrosoft®、Windows®、Windows Vista®、Visio®、Word®、Excel®為美國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國及在其他國家的登録商標或商標。
Adobe®、Adobe® Reade®為Adobe System Incorporated的登録商標。
Ethernet為美國Xerox.co.ltd的登録商標。
其他刊載於型錄中的公司名稱ヽ商品名稱為各企業的商標及登録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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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F@ctory Alliance事務局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Tel:(04)2359-0688
E-mail:regan.chao.ay@metwn.meap.com

攝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02)2299-2499
E-mail:e-FactoryAlliance@setsuy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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