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文化的投㈾沒㈲白費。」
■NI 連續 13 年榮登㈶富雜

「我們很高興能連續 13

誌(FORTUNE)評比美國

年獲得此㊠殊榮，而且也很榮

百大最佳工作環境的公

幸不只是總公司，更㈲許多

司

NI 分公司共同獲得此世界級
㈶ 富 雜 誌 (FORTUNE) 連

的肯定。」NI ㆟力㈾源副總

續 13 年將 NI 美商國家儀器列

Mark Finger 說道。「在獲得此

入「美國百大最佳工作環境」

全球性的認同後，再度證明

㈴單㆗。此年度調查，是從全

NI 是全球最㊜合發展職涯的

球數百家公司隨機選出該公

公司，也是永續經營的公司。」

司員工，並進而投票，以
嚴格條件篩選出最佳工
此份榮耀來㉂於

軟、硬體解決方案，並以絕佳

全球對 NI 的肯定。在

效率推陳出新。公司持續以領

此同時，NI 也剛榮獲

導、開放、㈿同的工作環境為

㈶富雜誌前 25 大最㊜

遠景，且將員工視為永續經

合工作的跨國㈽業的

營、成長茁壯、技術領先的關

殊榮。除了每年與㈶富

鍵因素。NI 亦秉持其「完美

雜誌合作的調查於美

平衡工作文化」的理念，讓員

國獲得最佳職場研究所

工保持工作愉悅與絕佳經

Work

驗。為了貫徹此理念，NI 員

Institute)之外，NI 亦於去年

工均享㈲專業/個㆟/㈳群的發

獲得德國、英國、義大利、

展機會與福利方案，並隨時樂

墨西哥的最佳職場肯定。獲得

於參加志工服務。若要進㆒步

相 關 榮 耀 的 還 包 含 NI ㈰

了 解 NI ㈽ 業 文 化 ， 可 ㉃

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

www.ni.com/citizenship/culture。

利、墨西哥等分公司。

【評量方式：財富雜誌是如何

【證言】

選出全美前百大公司】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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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立超過 35 年來，NI
不斷為工程師與科㈻家提供

作環境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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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企業文化】

Places

to

「在 NI 草創之初，就是

為了挑選全美前百大最

要讓員工與㈽業文化成為公

佳職涯發展公司，㈶富雜誌與

司的核心。」NI 創辦㆟兼執行

美國最佳職場研究所合作，對

長 Dr. James Truchard 如此表

美國㈽業的員工進行問卷調

示。
「受到㈶富雜誌連續 13 年

查，最新的年度調查共㈲ 280

的肯定，㈹表 NI 對員工與㈽

家公司參與。這些公司共㈲超

過 246,000 ㈴員工填㊢全球性

802.11a/b/g/n 裝置。另搭配多

新的 802.11ac 測試解決方案。

的問卷，遍佈全球共 45 個國

樣的訊號頻寬(包含 20、40、

若要進㆒步了解 NI 的

家的分公司。公司的 2/3 評分

80、80+80 的 160 MHz)，可同

802.11ac 測試解決方案，可㉃

是來㉂於 Institute's Trust Index

時用於 Tx 與 Rx，並達最高 4x4

www.ni.com/80211ac。

問卷結果，且均隨機寄送給各

MIMO 設定。

【有關 802.11ac】

家公司的員工。問卷將詢問員

【證言】

與同級的 802.11n 解決方

「在支援 802.11ac 的最新

案相較，IEEE 802.11ac WLAN

作滿意度，還㈲同事相處的看

WLAN 標準之後，NI 展示了模

標準可達更穩定的覆蓋率、超

法與態度。剩㆘ 1/3 評分則由

組化、軟體定義測試系統的強

過 3 倍傳輸速度、最高 6 倍的

公 司 填 答 Institute's Culture

大功能。」NI 創辦㆟兼執行長

功率效益。這些㊝勢將提高目

Audit 問卷，除了薪㈾/分紅方

Dr. James Truchard 如此表示。

前無線測試系統的需求，因此

案的問題之外，另㈲雇用情

「NI 模組化測試平台可縮短

需要更靈活的軟體、更高的

況、內部溝通、教育訓練、員

測試時間並降低投㈾成本，再

Tx 與 Rx 頻寬、更高效能的訊

工認同、工作績效等多元的靈

進㆒步整合 LabVIEW，即可隨

號處理。

活問題。在完成評分之後，若

時滿足最新開發的無線標

美商國家儀器股份㈲限公司

發生任何事件足以大幅影響

準。」

台灣分公司

員工對管理階層的信任感，將

【802.11ac 解決方案特色】

電話：02-23772222

從㈴單㆗被剔除。只要公司營

· 最高 256 QAM 調變格式

運㉃少 5 年且雇用超過 1,000

· 4x4 MIMO 可同時用於 Tx 與

㈴美籍員工，均㈲參加問卷的
㈾格。

■Epson 針對工業應用推

Rx
· 訊號頻寬可囊括 20、40、80，

出電子紙平台

並達高階 80+80 的 160 MHz
· 可 選 購 MAC 功 能 ， 如
■NI 發表 802.11ac WLAN
的測試解決方案
NI 搶 先 支 援 新 ㆒ ㈹
802.11ac WLAN 晶片與裝置的

LDPC、STBC、AMPDU
· 可 透 過 NI LabVIEW 、 C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達到㉂
動化的測試系統開發作業

測試作業。此㊠消息的公布，

NI 同時並與 OEM、晶片

宣告 NI 將持續擴充其模組

製造商、電子專業㈹工(EMS)

化、軟體定義的無線測試平

等多家廠商合作，以測試最新

台，以滿足 802.11ac 在內的最

款的 802.11ac 裝置。行動世界

新行動與無線連結標準。

會議(MWC)將於西班牙的巴

精工愛普生公司(簡稱

NI 提供的 802.11ac WLAN

塞隆納(Barcelona)舉行，而 NI

「Epson」)宣佈推出工業用電

測試解決方案，除了 802.11ac

(hall 2.0, booth 2B93)將於 2 ㈪

子紙(e-Paper)顯示平台。這些

裝置之外，亦可靈活測試

27 ㈰到 3 ㈪ 3 ㈰為止，展示最

平台是以電子紙顯示控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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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並藉由韌體整合來控

售顯示—這些設備目前大部

快速㆞為其工業應用開發出

制相關基本功能。對於客戶而

份使用紙張或液晶技術。但電

高效能的電子紙產品及解決

言，即使缺乏電子紙所需的獨

子紙需要專門的技術知識，才

方案。

㈵驅動架構及相關進階㈾

能最佳化個別應用的顯示控

E Ink 公司的首席行銷長

訊，客戶亦可將這些工業用電

制。電子紙所需要的專門技術

Sriram Peruvemba 表示：「對於

子紙平台與其產品相互結

知識，常造成不熟悉電子紙的

將電子紙顯示器的閱讀便利

合，方便開發其工業用電子紙

產品規劃者以及工程師開發

性及超低功率視為關鍵的新

產品。

或實作產品時的困難。Epson

市場來說，Epson 新的電子紙

Epson 的電子紙平台系列

擁㈲眾多的經驗及㈾源，為能

顯示器控制器產品將㈲助於

產品現在包括小型、分段式顯

客戶提供電子紙解決方案整

將 E Ink 革命性的電子紙顯示

示器所使用的微控制器

合的重要支援。

器打進此市場」。龍亭新技公

S1C17F57，以及小型、主動矩

Epson 副㈳長両 角正幸指

司 商 務 開 發 副 總 裁 Damon

陣式顯示器所使用的新款時

出：
「Epson 長達數㈩年的電子

Hess 表示：
「龍亭新技非常榮

序控制器 S1D13T03。S1D13T03

紙研究及開發，早已累積極為

幸能與 Epson 合作，以拓展其

已可於 2012 年 1 ㈪底開始送

豐富的知識及技術。身為電子

電子紙解決方案應用範圍。我

樣。Epson 持續計劃擴充其產

書閱讀器的微控制器市場的

們製造出領先世界的低功率

品陣容，並將在㆔㈪份開始推

領導供應商，我們已累積許多

電子紙顯示器模組，並與如

出㆗型、主動矩陣式電子紙顯

商業經驗、專業知識及智慧㈶

Epson 般全球夥伴合作，不斷

示器用的新型微控制器樣品。

產，並運用這些知識及經驗為

精益求精，以擴充電子紙的應

電子紙顯示器(EPD)在幾

客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工業

用，建立可靠、創新及高效率

個重要層面，皆㊝於其他顯示

電子紙平台，以充分發揮其電

的電子紙解決方案。」Epson

技術：電子紙顯示器能顯示如

子紙顯示器的效能，無論其應

運用其在電子紙驅動架構㆖

同㊞刷品般清晰且容易閱讀

用方式及環境為何」
。

的專業知識及其他電子紙技

的文字、在顯示影像時不需消

基於與電子紙顯示器製

術，致力以多樣的電子紙產品

耗電力，而且由於不需要背

造及業界領導廠商(如 E-Ink 公

及強大的技術支援，快速回應

光，因此極輕薄。除了㆖述㊝

司(E-Ink Holdings, Inc.))和龍亭

客戶的需求問題。

點之外，電子紙更預期能快速

新 技 公 司 (Pervasive Displays)

取㈹目前的電子標價標籤、數

(PDI))堅強的合作夥伴關係，

位看板、廣告展示板，以及銷

Epson 能夠依據客戶需求來建

■Epson 強化電子零件業

議㊜用於任何電子紙應用的

務，以提供更佳的產品及

最佳平台。過去苦惱於開發及

服務－石英及半導體技

整合電子紙相關驅動所必須

術、微系統展開全球布局

耗費大量時間及㆟力，因而怯

為了創造真正不可或缺

步的客戶，現在可以直接使用

的產品，精工愛普生公司持續

Epson 的電子紙平台，㈲效而

強化其 Microdevices 業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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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計畫，Epson 宣佈將於

更精準且更穩定的產品計

色影像技術的領導廠商。長久

2012 年 4 ㈪ 1 ㈰合併子公司

時元件：增加石英晶體與振

以來，Epson ㆒直秉持完美影

Epson Toyocom 公司的銷售部

盪器的種類與數量，並進㆒

像呈現之先進技術，提供從輸

門。此㆒合併舉動並不影響到

步建立 Epson 在全球市場領

入設備、創意軟體到影像輸出

現行相關客戶權益，反而更因

導㆞位

等完整解決方案，包括噴墨/

．感測元件：增加利用石英㈵

雷射/點矩陣㊞表機、相片複合

立的各產品事業單位，以便善

性的角速度感測器產品種

機、商用傳真複合機、掃瞄

用集團㈾源，提供更佳客戶服

類，並且拓展高靈敏度的壓

器、3LCD 液晶投影機、彩色

務及發展未來技術。

力感測元件的市場

液晶多媒體播放器(MP4)、石

半導體元件(Semiconductor)

英元件及半導體等電子零組

的微型零件產品，讓公司變得

業務

件及工業用機械手臂等豐富

更 ㈲ 彈 性 與 效 率 ， Epson 從

．強化 Epson 著㈴的產品種類

的產品線，是全球數位影像技

2010 年 10 ㈪開始，合併其石

如顯示控制 IC、電子紙顯示

術的領導品牌。台灣愛普生成

英元件與半導體業務，成立

控制 IC 和感測微控制 IC 等

立於 1995 年，總公司精工愛

Microdevices 營運部門，而後於

低消耗功率的半導體應用

普生㈱式會㈳(SEIKO EPSON

為了提供客戶更具價值

2011 年 7 ㈪ 合 併 Epson

．同時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和服

CORP.)位於㈰本長野縣，是㆒

Toyocom 公司的開發及管理部

務，以及從設計規劃階段開

個在全球擁㈲約 7 萬 8 千多㈴

門。Epson 的副㈳長両角正幸

始的全方位支援，藉此成為

員工及 99 家集團公司的㈽業

(Masayuki Morozumi) 表 示 ：

客戶的策略合作夥伴

體，並以其對全球環境及所在

「Epson 長期以來致力於發展

感測微系統(Sensing

㆞方㈳區的持續貢獻而㉂

我們的核心技術：省(節能)、

Microsystems)

豪。SEIKO EPSON 2010 會計年

小(微型化)與精(高準確性)的

．Epson 是少數同時擁㈲石英

度的聯合結算營業額達 9,737

技術，藉此提升 Epson 微型零

感測元件製造和半導體技術

億㈰元。台灣愛普生在全球㈾

件產品的品質。我們未來的策

的公司，將利用這㊠㊝點，

訊 網 的 首 頁 站 址 為 :

略，是要進㆒步㊝化這些技

組合出兼具 QMEMS 石英技

http://www.epson.com.tw

術，並且將我們的核心

術、半導體和軟體技術㊝點

台灣愛普生 Epson Taiwan

QMEMS 石英技術，與半導體

的產品

電話：02-87866688

和軟體的專長領域相互結

．透過 IMU(慣性測量裝置)等

合，據此創造獨㈵的產品來增

產品提供全方位的感測解決

加我們的產品種類。」

方案，滿足客戶對可靠性、

各業務的規劃如㆘：
石英元件(Quartz Device)業
務
．利用 Epson 的專利 QMEMS
石英技術，創造體積更小、

安全性與客製化的需求
【關於 Epson】

樹德分類

置物盒完美再進化
樹德分類置物盒，㉂ 1983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
限 公 司 (Epson

■市佔率 NO.1

年問世以來，㆒共開發出㈦款

Taiwan

不同尺寸，並㈲藍、黃、紅、

Technology & Trading Ltd.)為彩

綠㆕色，㆔㈩年來的累積銷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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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務整併，能夠整合原本獨

廠)共同榮獲由恒生銀行舉辦
的恒生珠㆔角環保大獎㆗的
綠色獎章獎㊠。恒生珠㆔角環
保大獎旨在鼓勵和嘉許香港
及珠㆔角㆞區(PRD)的廠商，
藉以不斷提升其環保表現。在
“㆒廠 - ㆒年 - ㆒環保㊠
目”的計劃㆘，本屆恒生珠㆔
角環保大獎共吸引 182 家廠商
參與，為歷年之最。

㉂•動•化•㈾•訊•報•導

數量高達 1820 萬個，相當於

容量分別為 0.6 公升、0.8 公

推動 HARTING 浩亭贏得

每㈰銷售 1805 個。為因應全

升、2.7 公升、6.4 公升、6.6

獎牌的關鍵因素之㆒，是傑出

球市場大量需求，樹德研發團

公升、9.6 公升、21 公升，並

的環保表現長期致力於環保

隊費時㆔年研發出 HB 分類置

㈲㆔款腳柱可搭配選擇。以

的公司戰略。浩亭生產廠實際

物盒新品，共㈦款，並新增咖

HB-240 為 例 ， 單 ㆒ 荷 重 為

的節能降耗和反㈬污染措施

啡色系。

30kg ， 每 排 最 大 荷 重 為

給小組委員會留㆘深刻㊞

樹德研發團隊表示，於今

150kg，經 SGS 抗壓測試，最

象。儘管如此，在以往的幾㈩

年推出的新款 HB 分類置物

大荷重達 544.4kgf。樹德克服

年，環境和氣候保護已經成為

盒，已獲得台灣、大陸、美國、

總總技術㆖的問題，將塑膠製

浩亭公司㈰常工作生活㆗的

歐盟、㈰本的產品專利。新研

品的㈵性發揮到最大，並且持

㆒個重要 组 成部分。㉂ 1996

發的前端拉取設計，更符合㆟

續研發更新，力求完美品質。

年以來，節能和環保慣例已經

體工㈻，後方也可加裝移動

樹 德 ㈽ 業 將 於 3/22( ㆕ )

成為浩亭根深蒂固的營運理

輪，使用更為便利；並加大標

~3/26(㆒)於高雄凱旋世貿展覽

籤欄，提升辨識度；垂直堆疊

㆗心所舉辦的㉂動化工業展

式包裝，亦可大幅增加貨櫃容

㆗展出，屆時歡迎各界㆟士前

量(以 40 呎高櫃 HB-230 為例，

往參觀指教。

可裝載 2.5 萬個，較舊型號增

樹德公司電話：04-2335-8800

加 4500 個，約為 1.7 倍)。

www.shuter.com.tw

念。

㈦款新品 HB 分類置物盒
■㆒廠、㆒年、㆒環保㊠目
－浩亭香港和珠海浩亭
榮獲“恒生珠㆔角環保

圖片說明：Angela Chau, de Bruijn

大獎”綠色獎章

Marcel 與 Eric Kwan 出席了頒獎

浩亭香港和珠海浩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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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從左至右）。

的新技術管理委員會成員

要原材料替㈹這㆒新技術的

部長－HARTING 出席德

Frank Brode 博士以及來㉂其它

研究，因此 HARTING 在這方

國工商總會在柏林舉辦

成員公司的㈹表獲得了與經

面具㈲良好的定位，並且將做

的“能源與原材料”主

濟 和 技 術 聯 合 部 長 Philipp

出重要的貢獻。”

題活動。

Rösler 博士以及德國工商總會

台灣浩亭股份㈲限公司

主席 Hans Heinrich Driftmann 進

電話：02-27586177

行交談的機會。由於在經營能

獲取更多㈾訊：

效領域的傑出表現，氣候保護

www.HARTING.com.tw

“氣候保護公司”㈲著領
導㆞位，也是其它公司效仿的
楷模，原因是它們能夠反映出
氣候保護措施帶來的回報。去
年，HARTING 技術集團成為
了這㊠倡議活動的成員。然
而，環境和氣候保護早已成為
公司幾㈩年來㈰常工作生活
的㆒個重要部分。㉂ 1996 年
起，節能和環保的實踐已深深
植入公司的經營理念。
作為㆒家氣候保護公
司，HARTING 出席了德國工
商總會在柏林舉辦的“能源
與原材料”為年度主題啟動
儀式。啟動儀式㆖，HARTING

公司被聯邦政府和德國工商
總會讚譽為節能與氣候保護
大使。
Philipp Röslerset 博士在開
幕致辭㆗指出，聯邦政府的能

■台灣的第㆒次—台㈰攜
手合作引領亞洲平面顯
示器產業

源政策轉變概念建立在能源

2012 觸控面板暨光㈻膜

網路的推廣、新型發電廠的建

製程、設備、材料展覽會

設、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效

(TOUCHTAIWAN)將於 8 ㈪ 29

的增加以及研發能力的提高

㈰㉃ 9 ㈪ 1 ㈰假台北南港展覽

等重要領域之㆖。Frank Brode

館盛大舉行，由「台灣顯示器

博士解釋到：“這㆒概念覆蓋

產 業 聯 合 總 會 」、 台 灣 TFT

整個歐洲，並需要獲得㈳會整

LCD 產業㈿會、台灣平面顯示

體的支援。由於實施了可持續

器材料與元件㈿會、台灣電子

能源概念，並且不斷致力於重

設備㈿會、展昭國際㈽業股份
㈲限公司主領其他相關㈿會
共同主辦。
此次「台灣顯示器產業聯
合總會」為了提昇台灣平面顯
示器產業的國際能見度，㈵別
邀請㈰本橫濱展主辦單位㈰
經 BP ㈳在 2012 年 8 ㈪ 30 ㈰
共 同 舉 辦 『 FPD International
Taiwan 2012』國際研討會，這
也是今年㈰經 BP ㈳在平顯產

圖片說明：HARTING 委員會成員 Frank Brode 博士（㊨起第 5 ㆟）在“能
源與原材料”主題活動㆖會見經濟部長 Philip Rösler 博士（㊨起第 6 ㆟）

業海外活動的第㆒次，且是台
北、北京、 横 濱㆔場的第㆒
場。藉由㈰經 BP ㈳在國際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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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保護公司會見經濟

電科技暨設備展、台北國際㉂
動化大展、台北國際機器㆟展
與台北國際模具暨模具製造
設備展、台北國際「I 智慧」
應用與識別展聯展，連結產業
㆖㆗㆘游進而達到最高經濟
效益，精彩可期值得期待。
展昭國際㈽業股份㈲限公司
電話：26596000
FPD International Taiwan 2012 &台灣觸控面板暨光㈻膜製程、設備、材料
展覽會

■達梭系統運用 3D 體驗開

㉂•動•化•㈾•訊•報•導

㈻、研等單位㆒同共襄盛舉。

讓台灣的顯示器產品行銷到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

國際，並積極㈿助廠商拓展海

會與㈰經 BP ㈳於 2 ㈪ 21 ㈰在

mes)㈰前宣佈，將推出㆒㊠基

外業務的平台。

台北南港展覽館 4F 貴賓簡報

於 3D 體驗平臺(3D Experience

2012 年 8 ㈪ 29 ㈰㉃ 9 ㈪

室共同舉辦『FPD International

platform)的全新策略，將會改

1 ㈰所舉辦的『台灣觸控面板

Taiwan 2012 &台灣觸控面板

變產業領導者和行銷㆟員為

暨光㈻膜製程、設備、材料展

暨光㈻膜製程、設備、材料展

其終端消費者創造價值的方

覽會』，希望將現在的面板、

覽會聯合新聞發布會』，宣布

式。3D 體驗平臺在㆒新的「㈳

AMOLED、觸控、光㈻膜等最

TDUA 與㈰經 BP 戰略合作的

會㈽業」(social enterprise)概念

新的展覽主題，邀集台灣與國

緣由，對台灣顯示器產業的重

㆘，透過連結設計師、工程

際廠商共同參與並完整呈

要意義，活動期間㈰經 BP ㈳

師、市場行銷經理、消費者，

現，此次展會㈵別邀請到友達

以『台㈰攜手合作，引領亞洲

來轉變根據消費者需求進行

光電、奇美電子、㆗華映管、

FPD 產業』為題發表專題演

創新的方式。

康寧顯示玻璃、南亞塑膠、均

講，希望藉由㈰經 BP ㈳全球

達梭系統總裁兼執行長

豪工業、志聖工業、積㈬化

的觀點，給予台灣顯示器產業

Bernard Charlès 指出，過去數

㈻、㈰立化成等產業界龍頭前

的廠商最忠實的建議。

年，達梭系統和消費者共同致

來參予盛會，並結合官、產、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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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梭系統(Dassault Syst

此次展前記者會主要探

力於 V6 平臺演進。基於智慧

討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

型㈾訊檢索技術、㈳會創新能

崛起帶動了週邊的產業外，也

力和 3D 仿真虛擬體驗等新功

讓世界見識到台灣驚㆟的㈹

能，達梭系統掀起新的技術浪

工實力，電子面板產業㈽業逐

潮：在 21 世紀為㈳會㈽業服

漸由 OEM 轉行成 OBM，本展

務的 3D 體驗平臺。㆟類在本

展期會同時配合台北國際機

世紀的發明和創新將大幅超

越過去，達梭系統要為㈽業和

車，但也期望能打造滿足各市

客戶提供全面的 3D 體驗，去

場需求、㈲價值的客戶體驗。

設想㆒種讓產品、㉂然和生活

達梭系統希望能幫助客戶將

完美㈿作的永續創新。

關㊟點從產品的屬性轉移到
產品使用者體驗㆖。從客戶的

動，讓㈽業的利益相關㆟參與

角度開發產品，3D 體驗平臺

創新的過程，為終端消費者創

將會㈿助創造令消費者滿意

造價值。達梭系統產業行銷暨

的使用者經驗。

㈽業溝通新任執行副總裁

在近期發佈的達梭系統

Monica Menghini 表示， ㈽業

2011 年 第 ㆕ 季 和 全 年 ㈶ 報

工研院機械所推出㈾源廢棄物綠

內外部的運作方式將在未來

㆗，Bernard Charlès 說明達梭

色回收設備

數㈩年發生重大變化。因此，

系統如何使用 3D 體驗來大力

達梭系統的目標是為客戶提

推 動 其 出 色 業 績 。 Bernard

力負荷，同時使得回收物打包

供強大的平臺，利用 3D 共通

Charlès 表示，透過多年來與

體積更小，大大提昇運送量，

語言和網路作為使用者介

知㈴㈽業合作，如福㈵、波音

更為降低成本，達到環保回

面，㈿助客戶連結提升終端使

公司、BMW、Guess、本田汽

收、節能、減碳等多重效益。

用者價值增長的重要㈾料。

車、Airbus、家樂福、嬌生集

機械所的「㈾源廢棄物綠

Bernard Charlès 指出，3D

團、P&G、班尼頓(Benetton)和

色回收設備」具備了操作簡

虛擬市集應用程式、3D 視覺

GE 等，達梭系統已做好推出

單、智慧安全、省能省力、節

化流程應用程式以及簡易、即

㈳會產業 3D 體驗的準備，開

能減碳等㈵性，以㆟性化設計

時連結的㈽業統計圖表早已

創新紀元的時刻到了！

投料口、安全壓縮防爆機構、

改變㈽業的運作模式。隨著
3DSwYM 品牌的發表，以及對

更多關於 3D 體驗的㈾
訊，請參考 www.3ds.com。

簡易型打包機構、省力瓶磚推
出機構、整體安全防護開關等

諸如 Exalead 與 Netvibes 的收

設計㈵色，讓㈾源回收更㈲效

購，達梭系統將進㆒步增強㈳

率，改善了作業流程及環境，

會 ㈽ 業 應 用 程 式 (Social

■機械所打造「㈾源廢棄物

Business Apps)的功能，該程式

綠色回收設備」
，實現「慈

正是 3D 體驗平臺不可或缺的

悲科技」理念

㆒部分。

促進環保工作運作。
目前「㈾源廢棄物綠色回
收設備」已為國內環保團體所

因應環保㆞球㈾源回收

採用，未來將更為全球回收站

Monica Menghini 補充，達

的需求，機械所投入研發「㈾

之佈建，提供環保站及環保㆟

梭系統的客戶並非皆來㉂產

源廢棄物綠色回收設備」，將

士的便利性，使設備走向㈳

品㈾料管理(PDM)、電腦輔助

過去環保團體及㈾源回收產

區、貼近生活，實現機械所以

設計(CAD)或流程管理領域。

業依賴㆟力的鋁罐、PET 瓶、

科技應用於改善生活與回饋

大多數戶都期待快速設計出

塑膠袋之壓縮減容打包工作

㈳會的理念。

最安全、環保以及智慧的汽

「效率化」，不但大幅減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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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體驗激發了創新的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