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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的下一步：定址服務

具備無線且大量資訊的即時傳輸特性，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技術的不斷創新突破，將大幅改變供應鏈管理概念。
隨著物流、人流、金流的綿密整合，未來不但消費者
可以依循個人喜好，得到備感尊崇的專屬客製化服務，廠商也可訂定
差異化的收費模式，獲取更高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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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現突破性的變化。

國際大廠也紛紛發布將使用高頻

沃爾瑪 RFID 的最大推手

型通路商來說，不僅節省成本，
更大幅提高營運效率。

在沃爾瑪的要求下，上百家全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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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知名的消費性廠商，包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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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系統，技術原理是利用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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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內藏晶片技術的無限可能

器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

都不惜花費上億美元經費購

性，RFID 的市場應用，才剛跨

內的 RFID 標籤，藉由電磁感應

置 RFID 設備，主要目的就是要

出第一步。

產生電流，供應 RFID 標籤上的

維繫這個通向全球市場的最重要

晶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回應感

通路。

應器。
有別於傳統條碼的磁感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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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頻 RFID 驅策產業動力

每天在全球超過上億的商

乘著沃爾瑪帶起的全球風潮，

品 數 量 在 流 通，沃 爾 瑪 會 選

2004 年工研院辨識與安全科技

不論大型通路業者或製造業者，都寄望透過RFID遠距、
一次多筆資料讀取的辨識功能，有效控管貨品數量與品質（左上與右圖）
。
就連消費者也能拿著貼有RFID標籤的商品，在檢測台上
一次查詢所有商品的產銷履歷資料（左下）
。

中心也決定投入無線射頻辨識系

超越低頻技術。

量有關。超高頻 RFID 晶片成本

從低頻 13.56MHz 的 10 公分感

高，如果無法做到大規模量產，

應距離，跨入到超高頻 2.45GHz

廠商很難獲取利潤；受制於成本

低頻的 RFID ，台灣早有廠商

幾百公尺的大量資訊感應儲存與

因素，許多廠商雖有興趣卻裹足

投入生產製造，但超高頻的部分

辨識技術，台灣擁有絕佳的通訊

不前。
「這就是工研院為什麼要

卻仍是一片空白。隨著無線網路

科技研發人才；最缺乏的，反而

站出來當 RFID 研發火車頭的原

與手機通訊技術的快速演進，

是企業主動投入研發資源的意願

因，」辨識中心主任唐震寰說。

技術原理具有類比性質的超高

以及動機。

統的研發，而且一開始就嘗試技
術瓶頸較高的超高頻領域。

頻 RFID 市場規模，勢必將逐漸

企業不願意投入，與成本考

投入四年，工研院的成果豐
碩，除了在技術持續深耕突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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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提供廠商新研發產品功

大量廠商必須通過沃爾瑪要求

能驗測與認證的重要組織，透過

的 EPCglobal 超高頻射頻標籤

公平第三者的角色，促進 RFID

（UHF RFID）標準。

應用商品化的進程，同時維
持 RFID 產品的品質水準。

因此，所有沃爾瑪在亞洲的供
應商，都必須將他們的設備送到

2005 年 10 月，建置在工研院內

台灣來檢測，獲得認證後，才能

的「亞太 RFID 應用驗測中心」

回到沃爾瑪綿延全球的供應鏈。

正式啟動，這是亞洲地區第一個

「提供驗證服務獲得的收益，以

獲得認可的驗測中心。過去台

及台灣做為亞太唯一能夠提供認

灣 RFID 廠商完成創新產品研發

證資格的角色，都已經為我們未
來擔任區域產業領導者的角色，
打下穩固的根基。」

工研院辨識中心主任唐震寰表示，定址服務

應用多元化 帶動產業起飛

是服務業再進化的高度精緻化概念，也是工研院

由於 R F I D 的技術應用多元，

目前推展 RFID 相當重要的方向。

要帶動產業起飛，發揮想像力
讓 RFID 進入日常生活中，是現
階段工研院團隊最重要的任務。

外，四年間陸續由工研院的研發

後，必須送到歐美國家進行驗測

RFID 的應用可以多廣泛？舉

團隊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成立兩

才能上市，如今只要在台灣就能

一個最簡單的實例，除了商品

家新創公司，並由物流產業開始

夠完成這道手續。

產銷履歷、產品生產流程監控之

嘗試導入，這幾年陸續有業者採
用 RFID。

成為亞洲區域產業領導者
「要帶領產業和全球競爭，光是
技 術 的 突 破 並 不 夠 ，」 唐 震 寰

「驗測中心不只為台灣廠商節

外，RFID 也能夠應用在保全即

省成本，更重要的是，我們因此

時監控、圖書館借還書系統等等

有機會參與標準的制訂，強化台

出乎意料之外的領域。

灣 RFID 潛在產業利益的國際競

RFID 更重要的服務潛能，就

爭力，這才是工研院最重要的任

是實現定址服務的夢想。定址

務，」唐震寰說。

服務的概念，是讓服務內容隨著

「亞太 R F I D 應用驗測中心」

消費者所在的地域、時間改變，

在台灣，其重要性與潛在效益，

而提供即時且量身打造的服務資

優先取得「亞太 RFID 應用驗

在沃爾瑪效應中發揮得最明顯。

訊。不僅有利消費者以最優惠的

測中心」的資格，是台灣成為區

由於沃爾瑪要求所有供應

價格與最方便的方式，得到自己

域產業領導者，相當關鍵性的重

商必須在 2008 年以前，全面

需要的產品；對供應商而言，根

要突破。

導入 R F I D，否則將無法繼續

據需求差異而訂定更細緻的差別

成為沃爾瑪的供應商。因此，

訂價方案，也能獲得更有利的收

說，
「工研院的角色，是要讓台
灣擁有區域性的領導地位。」

「RFID 應用驗測中心」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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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回饋。
唐震寰說，定址服務是服務
業再進化的高度精緻化概念，
也是工研院目前推展 RFID 相當
重要的方向。將 R F I D 應用在
會展產業中，就是工研院的最
新嘗試。在今年的「橡塑膠工
業展覽會」與「技術交易博覽
會」中，辨識中心所開發的微
型 RFID 讀取器模組，就讓所有
與會者有機會享受前所未有的
精緻服務。

RFID 告訴你食品的成長故事
九月，原本是秋高氣爽宜人自得的季節，但整個台灣甚至全世
界，卻因為大陸毒奶事件延燒，陷入一片恐慌氣氛。
從嬰兒奶粉、麵粉、奶精、罐裝咖啡到一般的加工食品，三聚氰胺

所有與會者利用大會發放的

鋪天蓋地般地席捲所有食品市場。面對似乎無所不在的食品安全威

一個微型發送器，獲得會展現

脅，消費者都在問，「到底誰可以保證，放在餐桌上的食物是安全無

場自助導引的服務，同時，發

虞的？」

送器傳送回讀取器的資訊，也

全球化演進到今天，產品供應鏈複雜難辨。薄薄一片歐式餅乾，

讓廠商能隨時掌握個別參展者

麵粉來自加拿大，香料來自法國普羅旺斯，其中的巧克力粉又來自

的偏好和需求，即時提供適合

中南美洲，製造生產地卻是中國大陸。

的產品資訊和後續服務。
透過智慧型即時的互助式會
展服務功能，台灣會展產業讓

當單一產品背後卻有多樣化原料產地來源時，消費者該如何面對
有如黑盒子一般的產銷過程，政府又該如何為自己的國民健康安全
把關，提供消費者最詳盡又具公信力的產品安全資訊？

國際驚豔，也驗證 RFID 的應用

「食品產銷履歷」是很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答案。但是，「讓餐桌

多元可能性，具備相當大的發

上的每一道佳餚，都說一個自己的成長故事」，這樣的概念雖然已

展潛力。

經提出多年，卻受限於技術限制，無法提供低成本又能高度防偽的

「物流、人流與金流，所有與無

產銷履歷標籤，美夢遲遲無法實現。

線資訊傳遞需求有關的服務，

不過，RFID 技術的不斷突破與創新，為實現無毒農業與安全食品

全都可以透過 RFID 的特性發揮

的美夢，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在這個全球矚目的關鍵時機，更為消

意想不到的效應，
」唐震寰說，

費者提出了最好的解答。

「將 R F I D 應用在會展產業只

在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支持下，工研院研發國內第一套加工食

是牛刀小試，我們期待未來能

品生產履歷 RFID 系統，目前正在合作的連鎖超商門市中使用。消費

發展出更多元的應用，讓這個

者只要拿著貼有 RFID 標籤的商品放在檢測台上，就能夠一次查詢

台灣占 有競爭先機的技術與產

所有商品的產銷履歷資料，包括參與生產的廠商、生產日期、原料來

業，能有許許多多突破性的發

源等，看見每一個產品背後真實的「成長故事」，實現食品產銷履

展。」

歷美夢。（張育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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