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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瞭望∣ MARKET OUTLOOK

2018年第三季

台灣工具機進出口統計 速報
文 ◆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去年全球經濟成長帶動貿易大增，無論是

2018年1-9月工具機累計出口金額近27.32

先進經濟體或新興經濟體多數的國家重返榮

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成長13.3%，其中金

景，美國經貿強升、中國暫緩通縮，就連歐

屬切削工具機產品出口金額23.16億美元，較

元區也一片繁榮。但2018年情況卻變得非

去年同期成長15.1%，金屬成型工具機產品

常不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效應、升息效

出口金額超過4.1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應、保護主義政策等，全球的經濟成長動能

4%。相關數據請參考表1。

變得不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認
為，部份大型先進經濟體的成長將會走緩，
而新興市場也遭遇麻煩。各國可能依不同的
經濟理論擬出各向財政刺激，但政治將有可
能是最大的障礙。

2018年1-9月台灣工具機出口前十大國家
依出口金額排序為中國(含香港)、美國、土
耳其、印度、荷蘭、泰國、德國、越南、義
大利、日本。中國大陸(含香港)市場占整體
出口市場比重為32.8%，2018年1-9月累計

財政部關稅總局公布2018年9月份海關進出

出口金額為8.9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口貿易統計初步值，經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

5.7%。第二大出口國為美國，占出口市場比

工業同業公會整理：2018年9月台灣工具機出

重12.5%，金額為3.4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口金額為3.01億美元，相較2018年8月微幅下

成長31.3%。第三大出口國為土耳其，金額

滑0.05%。其中，金屬切削工具機2018年9月

1.4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45%。相關數

出口金額為2.58億美元，相較8月份出口減少

據請參考表2及圖1。

0.2%，金屬成型工具機2018年9月出口金額
為4,286萬美元，則較8月份成長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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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8年1-9月台灣工具機出口統計

單位：千美元

2018年9月金
額

機種

2018年8月金
額

前月比

10,282

12,416

-17.2%

119,968

118,265

車床

60,764

鑽、鏜、銑、攻螺紋工具機

2018年1~9月
金額

2017年1~9月
年同期比(%)
金額

125,315

128,561

-2.5%

1.4%

1,032,336

864,280

19.4%

60,119

1.1%

520,706

458,393

13.6%

31,551

34,029

-7.3%

295,341

255,698

15.5%

磨床

22,860

19,838

15.2%

202,900

170,311

19.1%

刨、插、拉、齒削工具機

12,968

14,130

-8.2%

139,318

134,874

3.3%

258,393

258,797

-0.2%

2,315,916

2,012,116

15.1%

33,635

30,284

11.1%

324,540

323,794

0.2%

9,228

12,318

-25.1%

91,221

76,147

19.8%

42,863

42,602

0.6%

415,761

399,941

4.0%

301,256

301,399

-0.05%

2,731,677

2,412,057

13.3%

放電、雷射、超音波工具機
綜合加工機

金屬切削工具機
鍛壓、沖壓成型工具機
其他成型工具機
金屬成型工具機
工具機總和

表2、2018年1-9月台灣工具機主要出口國家

單位:千美元
2018年1~9月
出口額

2017年1~9月
出口額

-4.3%

895,796

847,441

5.7%

37,877

5.2%

342,503

261,327

31.1%

9,143

24,936

-63.3%

142,006

97,928

45.0%

印度

14,933

13,452

11.0%

112,622

75,684

48.8%

5

荷蘭

12,216

10,102

20.9%

100,190

68,168

47.0%

6

泰國

12,137

8,981

35.1%

93,064

91,017

2.2%

7

德國

11,288

9,558

18.1%

88,286

95,873

-7.9%

8

越南

14,764

12,166

21.4%

80,875

78,550

3.0%

9

義大利

10,539

10,725

-1.7%

76,592

59,794

28.1%

10

日本

10,737

10,784

-0.4%

74,517

59,109

26.1%

其他國家

82,332

75,751

8.7%

725,226

677,167

7.1%

全球總額

301,256

301,399

-0.05%

2,731,677

2,412,057

13.3%

名次

國別

2018年9月
出口額

2018年8月
出口額

1

中國(含香港)

83,305

87,067

2

美國

39,862

3

土耳其

4

前月比(%)

去年同期比(%)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總局 整理：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T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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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8年1-9月與2017年1-9月台灣工具機出口主要國家比重圖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32.8 %

12.5%
美國

中國（含香港）

35.1%

28.1 %

中國（含香港）

其他

土耳其 5.2%

27.32億美元

印度 4.1%
荷蘭 3.7%
泰國 3.4%
德國 3.2%

26.5 %

越南 3.0%

其他

義大利 2.8%

24.12億美元

日本 2.5%
義大利 2.5%
越南 3.3%

10.8%

德國 4.0%
泰國 3.8%

美國

2.8% 3.1% 4.1%
荷蘭

日本 2.7%

印度

土耳其

表3、8456 放電、雷射、超音波工具機
金額：千美元
出口前10大國家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2018年9月台灣工具機進口金額為5,859萬
美元，相較2018年8月下滑23%。其中，金
屬切削工具機2018年9月進口金額為4,385萬
美元，相較8月份進口減少32.6%，金屬成型
工具機2018年9月進口金額為1,472萬美元，
則較8月份成長34%。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1

中國(含香港)

54,495

43.5%

59,766

-8.8%

2

美國

9,131

7.3%

4,773

91.3%

3

印度

5,127

4.1%

4,416

16.1%

4

馬來西亞

4,281

3.4%

2,200

94.6%
-17.9%

5

日本

4,024

3.2%

4,904

6

墨西哥

3,479

2.8%

3,141

10.8%

7

芬蘭

3,433

2.7%

297

1054.9%

-18.8%

8

越南

3,321

2.7%

4,091

9

荷蘭

2,938

2.3%

2,354

24.8%

10

土耳其

2,922

2.3%

1,788

63.4%

2018年1-9月工具機累計進口金額近7.63
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成長22.5%，其中金
屬切削工具機產品進口金額6.63億美元，較
去年同期成長25.9%，金屬成型工具機產品
進口金額超過1.0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4%。相關數據請參考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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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率(%)

其他

32,124

25.6%

40,831

-21.3%

全球

125,275

100.0%

128,561

-2.6%

表4、8457 綜合加工機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1

中國(含香港)

278,352

27.0%

240,125

15.9%

2

美國

122,761

11.9%

90,608

35.5%

年增率(%)

3

土耳其

73,827

7.2%

47,695

54.8%

4

荷蘭

68,206

6.6%

45,059

51.4%

5

德國

49,971

4.8%

50,977

-2.0%

6

義大利

46,514

4.5%

36,176

28.6%

7

印度

34,544

3.3%

22,778

51.7%

8

泰國

33,557

3.3%

22,354

50.1%

9

南韓

33,431

3.2%

48,579

-31.2%

10

日本

30,520

3.0%

24,181

26.2%

其他

260,653

25.2%

235,748

10.6%

全球

1,032,336

100.0%

864,280

19.4%

表5、8458 車床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表6、8459 鑽、鏜、銑、攻螺紋工具機
金額：千美元
出口前10大國家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年增率(%)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1

中國(含香港)

134,530

25.8%

147,929

-9.1%

1

中國(含香港)

159,382

54.0%

135,839

17.3%

2

美國

85,732

16.5%

55,642

54.1%

2

美國

29,861

10.1%

25,422

17.5%

3

土耳其

38,689

7.4%

26,042

48.6%

3

印度

12,209

4.1%

7,312

67.0%

4

俄羅斯

25,722

4.9%

26,126

-1.5%

4

泰國

12,057

4.1%

14,524

-17.0%

年增率(%)

5

泰國

20,280

3.9%

17,830

13.7%

5

越南

8,446

2.9%

5,667

49.0%

6

德國

15,901

3.1%

18,629

-14.6%

6

土耳其

7,015

2.4%

5,457

28.5%

7

荷蘭

15,622

3.0%

8,260

89.1%

7

義大利

5,841

2.2%

4,065

43.7%

8

印度

15,353

2.9%

13,333

15.2%

8

荷蘭

5,363

1.8%

5,060

6.0%

9

義大利

14,979

2.9%

9,044

65.6%

9

馬來西亞

4,486

1.5%

3,743

19.9%

10

-25.9%

10

英國

14,088

2.7%

11,076

27.2%

德國

4,056

1.4%

5,471

其他

139,810

26.9%

124,483

12.3%

其他

46,630

15.8%

43,137

8.1%

全球

520,706

100.0%

458,393

13.6%

全球

295,346

100.0%

255,698

15.5%

表7、8460 磨床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表8、8461 刨、插、拉、齒削工具機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1

中國(含香港)

95,247

46.9%

80,370

18.5%

1

中國(含香港)

31,718

22.8%

34,310

2

美國

18,622

9.2%

14,548

28.0%

2

美國

27,680

19.9%

26,254

5.4%

3

印度

9,905

4.9%

3,828

158.7%

3

日本

6,515

4.7%

5,528

17.9%

4

日本

9,328

4.6%

6,947

34.3%

4

印度

6,208

4.5%

2,742

126.4%

5

德國

8,100

4.0%

8,229

-1.6%

5

南韓

5,928

4.3%

5,503

7.7%

6

越南

7,223

3.6%

7,234

-0.2%

6

越南

5,239

3.8%

7,471

-29.9%

7

泰國

6,015

3.0%

6,025

-0.2%

7

澳大利亞

5,235

3.8%

4,103

27.6%

8

土耳其

5,004

2.5%

3,906

28.1%

8

泰國

4,570

3.3%

4,904

-6.8%

9

俄羅斯

4,316

2.1%

3,754

15.0%

9

荷蘭

4,540

3.3%

3,476

30.6%

10

10

年增率(%)

年增率(%)

-7.6%

南韓

4,035

2.0%

4,491

-10.2%

俄羅斯

4,069

2.9%

2,948

38.0%

其他

35,105

17.3%

30,978

13.3%

其他

37,608

27.0%

37,634

-0.1%

全球

202,900

100.0%

170,311

19.1%

全球

139,310

100.0%

134,874

3.3%

表9、8462 鍛壓、沖壓成型工具機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表10、8463 其他成型工具機
出口前10大國家

金額：千美元
Value in thousand of U.S.D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名次

國別

2018年1-9月

比重

2017年1-9月

1

中國(含香港)

115,387

35.6%

126,557

-8.8%

1

中國(含香港)

20,810

22.8%

15,543

2

美國

48,720

15.0%

39,336

23.9%

2

越南

10,217

11.2%

10,450

-2.2%

3

越南

20,235

6.2%

19,685

2.8%

3

印度

9,861

10.8%

4,758

107.2%

4

印度

19,415

6.0%

16,517

17.5%

4

泰國

7,020

7.7%

5,810

20.8%

5

泰國

14,677

4.5%

15,624

-6.1%

5

印尼

6,400

7.0%

5,403

18.5%

年增率(%)

年增率(%)

33.9%

6

印尼

12,655

3.9%

10,257

23.4%

6

土耳其

5,459

6.0%

4,554

19.9%

7

日本

11,240

3.5%

7,899

42.3%

7

美國

3,724

4.1%

4,744

-21.5%

8

馬來西亞

8,296

2.6%

10,195

-18.6%

8

南韓

3,701

4.1%

3,898

-5.1%

9

土耳其

7,574

2.3%

7,117

6.4%

9

馬來西亞

3,290

3.6%

4,838

-32.0%

10

193.6%

10

波蘭

5,512

1.7%

4,158

32.6%

俄羅斯

3,165

3.5%

1,078

其他

60,829

18.7%

66,449

-8.5%

其他

17,574

19.3%

15,070

16.6%

全球

324,540

100.0%

323,794

0.2%

全球

91,221

100.0%

76,14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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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18年1-9月台灣工具機進口統計

單位：千美元
2018年1~9月
金額

2017年1~9月
年同期比(%)
金額

2018年9月
金額

2018年8月
金額

15,767

29,278

-46.1%

335,639

259,269

29.5%

綜合加工機

7,245

12,909

-43.9%

97,473

63,872

52.6%

車床

7,969

9,313

-14.4%

94,816

80,461

17.8%

鑽、鏜、銑、攻螺紋工具機

3,891

3,264

19.2%

28,612

15,457

85.1%

磨床

5,325

5,689

-6.4%

60,449

54,808

10.3%

刨、插、拉、齒削工具機

3,648

4,610

-20.9%

45,927

52,488

-12.5%

43,845

65,063

-32.6%

662,916

526,354

25.9%

鍛壓、沖壓成型工具機

7,331

6,374

15.0%

66,739

84,151

-20.7%

其他成型工具機

7,411

4,626

60.2%

34,136

12,813

166.4%

14,742

11,000

34.0%

100,875

96,964

4.0%

58,587

76,063

-23.0%

763,791

623,318

機種
放電、雷射、超音波工具機

金屬切削工具機

金屬成型工具機
工具機總和

前月比

表12 2018年1-9月台灣工具機主要進口國家

單位:千美元
2018年1~9月
金額

2017年1~9月
金額

-31.7%

304,684

326,779

-6.8%

14,834

-13.1%

129,401

58,406

121.6%

6,450

8,020

-19.6%

104,408

33,730

209.5%

德國

8,987

5,585

60.9%

87,063

58,243

49.5%

5

瑞士

1,741

4,406

-60.5%

34,012

41,411

-17.9%

6

南韓

252

2,353

-89.3%

24,159

15,079

60.2%

7

美國

433

809

-46.5%

16,391

21,627

-24.2%

8

義大利

129

1,989

-93.5%

14,778

14,443

2.3%

9

其他國家

1,684

2,840

-40.7%

11,987

10,832

10.7%

10

泰國

862

805

7.1%

11,848

15,057

-21.3%

其他國家

4,436

4,078

8.8%

25,060

27,710

-9.6%

全球總額

58,587

76,063

-23.0%

763,791

623,318

22.5%

名次

國別

2018年9月
金額

2018年8月
金額

1

日本

20,722

30,344

2

中國(含香港)

12,891

3

新加坡

4

前月比(%)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總局 整理：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T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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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工具機與零組件

去年同期比(%)

MACHINE TOOLS

BMT 30100CL

BMT 2000RD

BMT 3520 SERVO

MACHINE TOOLS

BMT 1440VE

AIR TOOLS

ACCESSORIES

SCREWDRIVER

SANDER

COMPRESSOR

52 PCS CLAMPING KIT

IMPACT WRENCH
3-JAW CHUCK

NAILER / STAPLER
RECHARGEABLE
LED WORK LIGHT

SPEEDY SERVICE
WITHIN 24 HOURS

SHIPMENT CONSOLIDATION

QUALITY CONTROL

CHECK

SHIPMENT CONSOLIDATION

55

56

B1

攤位號碼BOOTH：

Hall1 / 1A213
www.hosea-world.com

B2

57

58

59

產品採購特輯
Purchasing Guide

TMTS
2018

Machine Tool
工具機
車床 / 成型工具機 / 其他金屬切削工具機 /
放電、雷射、超音波 / 綜合加工機 / 磨床 / 其他

TM TS 2 0 1 8 ∣ 工 具 機

1B235
凡仕成企業有限公司
FIRST CHANT ENTERPRISE CO., LTD.
CNC複合式車床
凡仕成斜背式數值控制車床，具高剛性、高精度車銑多功能車床，全
系列配置12刀動力刀塔與主軸C軸功能相結合，提供客戶在單機上可
完成車削、銑削、搪孔、鑽孔與攻牙等複合加工。配備Y軸及動力刀
塔，可提供螺紋銑削，複雜的偏心銑削和鑽孔加工。
AEGIS slant bed CNC Lathe machines are high accuracy turning and
milling complex CNC Lathe. The series of machines is quipeed with a 12
positions live turret in combination with C-axis function, allowing turning,
side and face milling, boring, drilling and tapping to be accomplished in
one setup.
www.ﬁrst-chant.com

2A406
升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SYR TZUN INDUSTRIAL CO., LTD.
攜帶式磁性鑽孔機
．機體的最低高度250mm，比一般舊型裝電鑽的磁性鑽台低了許多。可
加工低空間的工作物。(舊型磁性鑽台的最低高度為330mm)
．機體擁有調升降裝置，並附有13mm夾頭，可使用一般的直柄麻花鑽頭
2~13mm及諾氏鑽頭13.1~16.0mm及丸穴鋸15~24mm。
．旋轉盤裝置，使能調整鑽孔位置，前後16mm、左右50mm。
．刀具升降單柱齒排軸管之設計，比一般舊機型滑板控制升降的更堅固、
耐用。
www.tsyr-tzun.com

4A219
仕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MAXMILL MACHINERY CO., LTD.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KOLOSSO系列
KOLOSSO系列是新一代中型龍門強化機種，實際也體現在各項可視
基礎上，主結構的橫樑採高成本、高強度的『圓柱型內肋』結構設計，
可強化抗扭轉能力及徑向剛性，大幅抑制大跨距所可能產生變形問題，
強度數倍於傳統方形內肋結構。工作台除採雙層結構建構外，高荷重、
高規格的滾柱型線性滑軌，以更密集的陣列支撐，有效提供荷重後之
加工穩定度。仕元機械，秉持不斷進化創新的理念，提供國內外模具
加工廠最具競爭力的設備，匯集使用者對中型規格龍門需求，行程從
2000mm~4000mm，門寬有1700mm~2000mm可對應，品質與規格
均維持一貫高品質製造水準，仕元將持續擁有研發客戶理想中產品的
實力，以確保競爭優勢 。
www.maxmill-cn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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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25
全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GRINTIMATE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液靜壓寬砂輪外圓磨床
全鑫的液靜壓寬砂輪外圓磨床採用獨家專利液靜壓軸承技術，透過液
靜壓軸承的優良減振性能及高阻尼特性以提升客戶對於研磨精度的要
求。此款寬砂輪機型的砂輪寬度最大可達300mm，通過成型研磨完成
一次性多階研磨，大幅提升加工效率同時又能兼顧加工精度。同時也能
結合獨家開發的液靜壓零組件，如液靜壓滑軌來實現0.1微米的進給並
提高研磨精度。全鑫自信能夠有效掌握液靜壓零組件與機床的整合度，
為客戶打造一個高精密的液靜壓次微米解決方案。
www.grintimate.com

1A311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VICTOR TAICHUNG MACHINERY WORKS CO., LTD.
台中精機智慧化工業物聯網系統
台中精機規劃展出八套不同型式自動化模組搭配自行開發台中精機專
屬工業物聯網(VSS IIoT)展示。
．高效能單機關節型自動化系統 ．高效能單機門型自動化系統 ．高效
能單機協作關節型自動化系統 ．小型關節型機械手彈性加工系統 ．大
型關節型機械手彈性加工系統 ．協作機器人組裝系統。
台中精機智慧化工業物聯網系統(VSS IIoT)：
具自動數據採集，為各級生產管理人員提供所需實時生產數據。加工
用戶可透過網路即時的整廠監控、稼動率管理功能、設備警報履歷分
析與完整的資料紀錄，確實掌握機台狀況。結合OEE設備總合效率分
析，可真正掌握生產進度、工作產出、落實績效管理。透過即時設備
健康狀態查詢系統、機台異常記錄╱報修系統及保養行事曆等機制，
確實掌握機台健康狀態。避免故障停機時造成的資源浪費，提高生產
效率，持續改善管理目標。
www.victortaichung.com

2A317
台利村企業有限公司
TAIWAN MORE-CASH VILLAGE CORP.
鑽頭銑刀複合研磨機
．麻花鑽，55452：可研磨直徑Φ2mm-13mm、先端角可調整90°140°、研磨精度0.02mm
．端銑刀：可研磨直徑Φ3mm-12mm、端面角度可調整、端面寬度可
調整、可研磨2,3,4刃端銑刀、端面研磨精度0.02mm
•Twist Drill:For Φ2mm-13mm / Adjustable Point Angle 90°-140°/
Tolerance: 0.02mm
•End Mill of :For Φ3mm-12mm / Adjustable Cutting Face Angle /
Adjustable Cutting Face Width /2 Flute, 3 Flute and 4 Flute
www.gsc-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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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13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EONG CHIN MACHINERY INDUSTRIES CO., LTD.
NSV 106A高效能立式綜合加工機
永進機械洞悉在高速進給、高效率切削排屑效能方面的市場需求，為
客戶量身打造高性價比的全新立式綜合加工機－NSV106A。獨特的
IDD PLUS直結式主軸具有高達18.5 kW (25 HP)馬力的高效能主軸馬
達，使轉速最高可達15,000 rpm，加上置有精密陶瓷軸承，即使高速
加工硬材，仍能確保完美的加工表面精度，主軸及刀具效能與壽命亦
得以提升。此外，三軸皆配置精密滾柱線軌及加大直徑的精密滾珠螺
桿，並採用高性能直結軸向伺服馬達推動，使NSV 106A在高速、高
效率加工上表現近乎完美。
YCM NSV 106A ultra high performance vertical machining center is
specially tailor-made to suit high-performance and high-speed machining
requirements. It features an unique IDD PLUS spindle, delivering
rotational speed up to 15,000 rpm, largest power of 18.5 kW (25 HP),
maximum axial acceleration of 1G axial and 48 / 48 / 32 m/min (1,890
/ 1,890 / 1,260 ipm) rapid feedrate. Its cutting capability and robust
construction, large delta machine column and wide base, enable highest
stability even at a high speed.
What’s more, NSV106A is equipped with the roller type guideways and
wide ball screw that maximize aluminum chip disposal during processing.
The best machine NSV 106A help you certainly increase manufacturing
efficiency and benefit you the most.
www.ycmcnc.com

4B439
北平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PEIPING PRECISION ENTERPRISE CO., LTD.
PP-32N多功能刀具磨床
．PP-32N特色：馬達可360°旋轉且兩邊可同時裝置砂輪。當研磨不
同材質時，只要旋轉馬達即可繼續研磨，亦或可砂輪搭配切斷片，可
增加安全性、減少砂輪拆換及修整的時間。採用特殊精密4”錐形六
爪夾頭，加強穩定性。研磨後兩面刀具角度和長度完全相等，不會偏
心，可確保中心點準確性。
．適用於：鑽頭、階層鑽、中心鑽、定點鑽、沉頭鑽、螺絲攻、倒角
刀、銑刀、雕刻刀、薄板鑽、成型刀及圓棒等。
•PP-32N Features:Adopts precision 4" 6-jaw awl type chuck. It can
clip stably.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grind the blade of drills and do the
repairing of drills heel. The angle of drill both sides and the length of
the blade are the same after grinding. It can keep the accuracy of the
center of drills without off center.
•PP-32N Suitable for: Drills, step drills, taps, lips of end mills,
countersink, engraving tool, sheet metal drill and round bars, etc.
www.pei-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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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236
向應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YING MACHINERY CO., LTD.
數控螺紋磨床CNC35-TDG1000
數控螺紋磨床CNC35-TDG1000主要特色包括加工速度快；高靜態與
高動態精度；1μ世界級精度；智能程式設計JIMATIC F-9000 TD；
簡易操作面板；多變化研磨技術；床身採FC-30整體鑄造成型，強化
結構設計，機台堅固不變形，增加使用年限，降低維修成本；發那科
數控系統及符合人性的操作環境。該機適於螺紋、T型螺紋及螺桿的
研磨加工，研磨範圍¢6mm-¢350mm，加工長度200mm、工件長度
400mm。
CNC PRECISION THREAD GRINDER (CNC35-TDG1000) are featured
with such inherent advantages as speedy grinding, high static and
dynamic stiffness, a size tolerance down to minus and plus 1μmm, a
built-in JIMATICF-9000 TD intelligent program, HMI operation, a multistep grinding function, integrally die-cast base, reinforced structural
design and high rigidity for prolonged lifespan and low maintenance cost
required, and the use of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from Fanuc and userfriendly operations.
This machine capably handles the grinding of threads, square threads
and screw rods, with a grinding diameter ranging from 6mm to 350mm
and grinding distance of 600mm. Maximum length of workpiece the
machine is applicable to is 1000mm.
www.lumaxjim.com.tw

3B320
奕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YIDA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ML-430櫛式多刀架車銑複合機 /Gang Type Turn-Mill
奕達精機ML-430系列為高效率櫛式多刀架車銑複合機，可結合C軸/
Y軸功能並搭配多功性刀具配置系統、自動化整合技術及線上量測功
能，達到產品多元化加工需求。主要優勢為: 降低加工成本、佔地空間
小、擴充性佳之供料設備並追求提升產能與利潤，結合多軸、高精度、
高效率與高性價比等多項特色，特別針對生技醫療、3C與儀器、汽、
機、自行車與衛浴、五金零組件及高產能及高精度等中小型精密零件
產業，可輕易完成複雜工件之加工並結合自動化模組，提供客製模組
規劃服務。
YIDA ML-430 series high efficiency gang type turn-mill can assort C-axis
and Y-axis. Flexible tooling system, automated integration technology
and on line measuring system satisfied diversified machining requirement.
Advantages of high precision, high efficiency, high performance value,
compact floor space and high extendibility are enhancing the productivity
and profit. ML-430 apply for the parts of medical, 3C, automobile, bicycle,
hardware. Also apply for machining of medium/small parts with high
productivity, high precision. Combines automation modules, it can easily
complete the processing of complex workpieces to provide customized
module service.
www.yida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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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421
和成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 CHEN MACHINERY & ELECTRIC IND. CO., LTD.
CNC雙頭放電加工機 2HC3013 / CNC EDM dual ram 2HC3013
台灣首創最大雙頭放電加工機，可適用超大型模具。如汽車模具，家
電模具，航太模具等大型模具。同時控制器採用最新3D WINDOWS
CE控制器，可加工3D任意角度，或搭配第四軸第五軸的控制系統及
多種ATC自動換刀系統供客戶選擇。可同時加工一個或兩個模具。X
軸單動行程可達2550 mm，Y軸行程可達1300mm，Z軸行程可達
1000mm。而工作台可達到3100X1600X1250mm，最大工件也來到
4100X2050X1250mm。
www.hcmedm.com.tw/en/

4A116
厚銓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INTEK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Best sheet metal machine from Taiwan
FINTEK, since 1983 and throughout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in metal working machine field, became one of the famous metal
machine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Machines are 100% built in
Taiwan, FINTEK always provides machines of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Excellent quality with reasonable price. FINTEK provides
perfect after service and always free machine consultation.
Machine products:
Hydraulic folding, press brake, shears, rolling, iron worker..etc.
Manual folding, shears, rolls..etc.
Mechanical power press.
www.ﬁntekwell.com.tw

4C450
喬懋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JOEMARS MACHINERY & ELECTRIC INDUSTRIAL CO., LTD.
EDM專用外掛式C軸
喬懋放電加工機外掛式C軸可搭配CNC EDM做2軸螺旋加工，或最多4
軸軸螺旋加工，適合用於加工特殊模具所需之螺牙及側面紋路或側面
字型加工。過去EDM 專用外掛式C軸皆為德國、瑞典所設計製造，價
格高昂，不利於市之推廣，經過喬懋歷時一年之研發，終於完成 JMC25 系列之放電加工機外掛式C軸，成本約只有德國或瑞典同類產品之
三分之一。喬懋機電所開發的JM-C25 C軸，可搭配三種國際通用品牌
(EROWA、HIRSCHMANN、SYSTEM-3R) 之氣壓夾頭，含蓋全世界
99％之夾具應用。榮獲中華民國專利，專利號碼第M499285，採用外掛
式設計，可直接安裝在任何品牌放電加工機的電極鈑上使用，特殊設計
的減速機構，實現高精度高扭矩及零背隙的傳動系統，可展現極佳的加
工效率及加工精度。 此項產品將以國際市場、大陸及台灣為主攻市場。
www.joemar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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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517
星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U-ACRE ENTERPRISE CO., LTD.
銑刀雷射外徑測定機
高精度測定部：
．鐳射測定機：日本 TOE MODEL：LMG D7-307T
．量測範圍：0.2~30mm
．綜合精度：±2μm
．重複精度：±0.1μm
．掃瞄次數3600次/每秒
功能說明：
．工作載物台
a)上下高度位置裝置：手調25mm，位移精度±0.05mm
b)快速進刀位置裝置：電動位移-100mm
c)自動測量設定：最多20組測量條件設定 / 每組最多5個測量點設定/
每組最多50次連續測量設定 / 每組最多50次單點連續測量設定
．可量測銑刀外徑ψ0.2~ψ30mm，長度38~200mm內，銑刀之切溝刃
部與把柄部約 1：1 刀型刃，柄需重於刃部
銑刀MAX(最大徑)工作外徑od2計算功能：
a)可量測奇數刃，偶數刃(動態)外徑 (測定值含偏擺值)
b)偶數刃銑刀之MAX外徑(動態量測，測定值不含偏擺值)。
c)偏擺值(刃偏擺)
．半成品工件(圓棒)可測
a)外徑：可一次性或單選或多選其測量值表示
AVG徑(平均)、MAX徑(最大)、MIN徑(最小)、MAX-MIN(真圓度)
b)偏擺值
www.uacre.com.tw

4A215
富尚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ENIGN ENTERPRISE CO., LTD.
BMT 3520 - Universal Milling Machine
Benign Enterprise’s newly launched milling machine can be used for
high-precision/heavy-duty machining, and perform horizontal milling on
sides. The features of the universal milling machine include: 1. Improved
upon the design of the old German-style Maho universal milling machine.
2. The hardened and precision ground table mounted on worktable is
capable of high-precision and heavy-duty machining. 3. Vertical spindle
can be rotated +/- 90 degrees. Additionally, the vertical spindle can be
moved to the sides to perform horizontal milling. It is a 2-in-1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uel-function model. 4. The rotational speed of the main
spindle is driven by gears. 5. Operation control panel with swivel arm.
6. All main cast irons use MEEHANITE high quality casting (FC30) that
eliminate pressure. 7. Powerful direct drive driven by gearbox alternating
current belt. 8. Engine brake with overload protection capable of stopping
the main spindle swiftly and safely. 9. Optional air-powered draw bar and
rotary table. 10. Able to provide inverter and servo motor on X, Y, and Z
axes upon request.
www.e-bema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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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328
普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ERFECT MACHINE CO., LTD.
旋轉盤平面磨床 PFG-600R
600R採動柱結構設計，前後軸採雙驅動設計及重心驅動並搭配加大級
距的高剛性滾柱型滑軌來強化機器的剛性及精度。操作控制採引導式
圖形化人機界面設計，並提供最實用之研磨功能模式配合自動修整及
補償參數系統達全自動化功能模式，降低操作者的技術門檻，讓操作
更簡易，有效提升操作的便利性及工作效率。友善的操作介面，減少
人力需求達到多樣化的生產，符合未來趨勢的智慧化機器設備。
600R Column moving type design. The cross feed of spindle head is
designed with dual-driven system and driven at the center of the gravity
to minimize vibration and increasing high grinding ability. The oversize
roller type guideways reinforce the precision and rigidity of the machine.
Touch screen and graphical HMI interface to make operating easier,
friendly and reduce human power, increase productivity. The standard
function of auto dressing and compensation can reduce human power
and increasing more processing efficiency. A friendly-operated interface
is designed to reduce human power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Such a
design fulfills the trend of wise-machine development.
www.perfectmachine.com.tw

4A113
隆佶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LONG JYI MACHINERY CO., LTD.
精沖鍛壓-肘節連桿沖床-KL系列
KNUCKLE JOINT PRESS with LINK MOTION DRIVE – KL Series
隆佶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直軸沖床、連桿沖床、肘節沖床等特點於
一體的創新機種 -「精沖鍛壓—肘節連桿沖床」。此機型作動曲線最佳
化，可產出無拉斷面、高平整度、高精度的優質沖壓件，並協助業者
產業升級，且沖壓時安靜無噪音，提高工作環境品質。機身為一體焊
接成型之設計，有效降低沖壓時的變形量。此外，特配備噸位顯示器，
可充分了解加工噸數，經妥善設定，更可做為模具超負荷保護裝置，
協助業者利用數據化監視，藉以大幅降低機台維修成本及模具損耗，
完善的安全防護設計，操作更安心、安全。
Combining advantages of ordinary press, link motion press and knuckle
joint press develops “Knuckle Joint Press with Link Motion Drive” to
fulfill an optimal slide motion curve from Long Jyi that is a professional
mechanical press manufacturer for over 30 years. KL series which are
good for cold forging, fine blanking, and near net shaping can produce
high precision, flatness and smooth surface parts according to the great
slide curve. Moreover, lowering noise when press stamps can improve
work environment. High tolerance, rigidity and low deformation are
features according to body design of one-piece welding thick steel. While
stamping, tonnages display every stroke on interface to protect tooling
and press, and further, decrease maintain cost as well. It’s secure to
operate because of reliable safety design.
www.lonji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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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321
譁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QUICK-TECH MACHINERY CO., LTD.
刀塔及截式雙主軸電腦車銑複合車床/ T8 Hybrid-Y
此款採用5軸連動控制系統、雙主軸、雙C軸、重切削動力刀塔、高精
密櫛式換刀系統，結合多軸向加工系統，能夠在一次工序內，完成複
雜的零件加工。亦可再搭配高精度B軸，完成多角度斜度攻牙及鑽孔，
在刀具運用上更再次展現了完美規劃。
特色：
．新型態複合加工技術：高效率刀塔配置(主軸)及櫛式刀具(副主軸)
．雙主軸同期制御

．24組動力刀具

．雙程式大幅降低加工時間

．25 Bar出水壓力

www.quicktech.com.tw

4C334
鈾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CHINE TECHNOLOGY CO., LTD.
鈾興大型主軸置中式臥式加工中心機
U' CHINE針對模具業及搪孔加工業，推出大型主軸置中式臥式加工中
心機，X軸最大可達2500MM，Y軸可達2000MM，Z軸可達1600MM，
並具備可伸縮的W軸行程達500MM，主軸轉速最高可達4000RPM，刀
庫可達120支。本機系列可因客戶需求，有單一工作台1250X1250MM
載重5噸，或選用雙交換工作台方式。為達到更高精度及剛性，Y軸及
Z軸均採用四支線軌支撐，主軸頭配重塊分置於立柱兩側，並分別以線
軌導引，Z軸及X軸均具捲屑螺桿，本機除考慮操作者人性化，同時兼
顧使用者之工作環境，全系列均採用全護罩方式。
www.uchine.com.tw

4C458
漢擎興業有限公司
HANKING TRADING CO., LTD.
CNC外圓磨床 GPLT-30.100
台日合資公司「台灣喜基雅精機(股)」推出精密CNC外圓磨床「GPLT30.50

GPLT-30.75

GPLT-30.100」系列機種。此機械傳承日本

SHIGIYA的獨家技術與設計，並結合精湛的台灣製造。適用重研磨及
高精度研磨。搭載對話式系統，簡單輸入3項數值，自動完成研磨方式
及條件設定。下工作台配備砂輪修整裝置。縮減正面寬度，節省設置
空間。並具備多樣化的選配規格，滿足使用者的各種加工需求。。
www.hank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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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311
鍵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JAINNHER MACHINE CO.,LTD.
JHI-150 CNC with gantry loading/unloading
內圓磨床加門型機械手
鍵和機械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鍵和機械數控內圓磨床機體採用高級米漢納鑄鐵經燒炖處理與精密加
工，具有最大的耐用性和較長的使用壽命。機器設計符合人體工學設
計，操作簡便，精度特別高。 CNC控制使用巨集加工程式，可大幅度
降低準備前置時間。全自動研磨、粗磨、中磨、精磨和無火花研磨循
環動作，同步提升加工效能。
由CNC程式控制主軸頭上之B軸及內藏式砂輪主軸，可運用全自動研
磨循環進行錐度和圓弧研磨。使用外徑及內徑不同類型的磨床並搭配
自動化客製設備，不但能實現智能化全自動批量生產，還能大幅提高
生產效率。
Jainnher CNC internal grinding machine structural parts are manufactured
from high quality Meehanite cast iron, tempered and precision machined
for maximum durability and long service life. The machine design meets
human-engineering theorem, features easy operation and extra high
precision. The CNC control uses macro machining programs that greatly
reduce preparation time. Fully automatic grinding, rough, fine, finish and
spark out grinding meanwhile upgrading machining efficiency.
To apply B axis on spindle head, with built-in wheel spindle which
controlled by CNC program is capable to run taper and radius grinding in
automatic grinding cycle. Use OD, ID different type of grinding machine
with customized auto loading/unloading equipment for intelligent fully
automatic mass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productivity as well.
www.jainnher.com

2A215
圓華油品企業有限公司
YUAN-HUA CHEMICAL CO., LTD.
廢液處理設備
《再生能源》打造循環經濟效應∼2018年首推出廢液處理設備系
FRIENDLY CT-AQ25H
為 響 應 廣 大 客 戶 的 建 議 和 需 求 ， 將 受 到 好 評 的 F R I E N D LY 的 處 理
能力增強到25L/h的新機型登場。兼備環境保護安全性、經濟性的
FRIENDLY處理能力的提升，滿足了排廢量多的客戶的要求。通過減
壓蒸餾方式可以安全、有效地處理廢液，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異臭味
以及因加熱而產生的有害物質極少的裝置。熱泵方式更為節省能源做
出了貢獻。
．處理能力 25 L/h •實現高濃縮倍率 •新系統設計
．24小時連續自動運轉 •追求操作簡易
battor.com.tw/company.html

Machine Tool & Accessory

69

工具機 ∣ T MT S 2018

4A315
震澤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SHINZAWA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SV-1165S 立式綜合加工中心機 / SV-1165S CNC Vertical
Machining Center
SV-1165S系列提供寬敞的內部加工區域，強化的機體結構，採用優秀的
操作性與維護性的設計，其三軸配置精密滾柱型線軌加上X軸線軌配置6
滑塊能提升傳動系統之穩定性，主軸頭部採以1:1的長寬比加上X/Y軸特殊
防屑設計，能達到高效能切削加工。此外超大的底座與立柱之設計，能厚
實地穩固機台機底與Z軸結構，確保機台在高速移動與切削的過程中不晃
動。SV-1165S系列俱備輕量化及高剛性的特性，結合高速與穩定性，適
用於製作生產醫療、汽車零組件、模具、以及刀具等等產品。
SV-1165S series have the spacious working area combined with tilted
sheet metal design and powerful chip flushing system, which could
remove the chip fas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thermal growth. SV-1165S
also equipped with high precision roller type linear guide ways on 3 axes
and the X axes is especially equipped with 6 block on its linear guideway
which could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Saddle and
table are the box-type construction, featuring light weight and high rigidity.
Reinforced base, column bottom and solid Z-axis structure assure
vibration-free cutting. Specially designed dust prevention on X/Y axes, a
labyrinth structure, is good for dust and leak prevention. SV-1165S series
can attain exceptional cutting/machining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which
attracts many customers who are making mold, tools, medical treatment,
auto parts and so on.
www.shinzawa.com.tw

3A111
台灣麗偉電腦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LEADWELL CNC MACHINES MFG., CORP.
多功能車銑複合機TM-1700
B軸車銑複合機，可五軸加工、鑽銑斜孔、曲面或車床加工。配合曲
齒聯軸器，可達到重切削或是銑削加工，咬合後最大扭力為3000Nm。
電子主軸(Electro Spindle)轉速為12000rpm, 最大扭力為62.1Nm，適
用於粗銑及精銑的表現加工上。使用Y軸正交型全動柱式架構，加工達
到極致的效果(Y軸行程 +/-130mm)，不留死角。
The multi-function machine with B-axis can easy have bevel angle drilling
and cutting work. The best torque is 3000Nm, and with curved coupling,
it can easily do a heavy cutting job shop work and also curved surface
milling. The machine uses special Electro Spindle, which can reach
12000rpm and torque 62.1Nm, it is a special machine can do the first mill
and end mill in the same machine. The Y-axis design is the perpendicular
type, and match with our moving column machine structure, the Y-axis
have complete movement. It will not have dead space for the travel.
(Y-axis travel +/-130mm)..
www.leadwell.com.tw

70

工具機與零組件

TM TS 2 0 1 8 ∣ 工 具 機

2A516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PERTEC MACHINERY, INC.
內外圓磨床GM-35CNC
主新德產品開發是配合客戶、市場需求趨勢為宗旨，並密切注意未來產
業動向及發展。內外圓磨床GM-35CNC：1.高剛性本台設計開發。2.Y
及Z軸軌道崁於本台上，減輕機台重量並提高剛性。3.Y及Z軸增加副軌
道以手動調整砂輪位置，增加工件加工彈性。4.內研磨砂輪座整合，依
客戶需求可使用標準主軸或內藏式主軸。5.外罩鈑金設計開發。具有潛
力之產品可提升市場競爭力及成長率。
CNC 3-axis complex Internal and External cylindrical grinding machine,
GM-35CNC. The core philosophy of SUPERTEC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and marketing demand,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Feature of GM-35CNC: 1.The machine base is
made of high strength cast-iron to ensure the high rigidity of the machine.
2. The Y and Z-axis guidways are embedded in the machine base to
reduce the weight and increase the rigidity of the machine. 3. The Y and
Z axis both has the sub-guidway to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grinding
wheel manually for flexible machining. 4. With ID wheel head, and the
standard spindle or built-in spindle can be us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5. Full enclosure. The products with full potential can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th rate
www.supertec.com

3C329
永弘源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AVEREX AUTOMATION CO., LTD.
超高速臥式綜合加工機 HS-550k
高剛性結構為基礎，全機手工鏟花，整合呈現高精度。在同級機種當
中擁有超大行程X 800 /Y 800 /Z 800 /工件旋徑800mm。搭載三軸1G
加速度與快送進給60 m/min，2.2秒自動換刀系統，5秒工作台交換系
統，每分鐘33.3轉1度的旋轉工作台。標準配備10,000轉中心出水的
50番直結主軸，最大扭力568Nm /30kw。400/500mm工作盤雙機一
體，單盤可載重550kg。主軸熱變異溫控系統，THK®三軸高防護線軌，
TSUBAKI®螺桿。標準配備2工作台與60T刀庫，可升級6工作盤交換系
統與80/100/120T刀庫系統。整機預留自動化介面供客戶搭配產線需求。
Ultimate high speed, high precision and superior cutting performance
horizontal machine center with No.50 spindle taper and newly designed
machine appearance. The machine base is made of a heavily ribbed,
one-piece cast iron to ensure the superb rigidity for cutting exotic
materials. Our 100% hand-scraping ensuring the best geometry accuracy
and rigidity. Maximum working envelope with heavy payload, pallet/
tool magazine expandable, and automation robot interface available to
accomplish customer needs!
www.averex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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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111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FAIR FRIEND ENTERPRISE CO., LTD.
智慧五軸加工中心機U-800
友嘉智慧五軸加工中心機U-800在市場定位上，主要是依不同市場屬性
來做區分，鎖定在航太、精密模具、生技醫療器材、能源、汽車與船舶
產業市場，本機台具備有五軸連動加工、高精度且親民價位，特別注重
在快速切削和各動作位移時間與速度，用以滿足各種工藝分析條件，屬
於高端市場智慧化機台，提供高精密中小型複雜零件(如航太渦輪葉片)
加工廠商需求為主。
FEELER U-800 Smart 5-axis Machining Center is positioned on the
following markets: aerospace, precision molds, biotechnology, medical
equipment, energy, automotive and shipbuilding industry. The machine
is equipped with high precision axis for astonishing machining at a price
that responds to customer's need.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ut on the rapid
cutting speed and feed rate so as to carry out a great variety of industrial
crafting in any kind of circumstance. Belonging to the high-end market,
this smart machine allows high-precision machining of small and medium
complex parts such as aerospace turbines.
www.feeler.com

2A412
台灣倉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KURAKI TAIWAN CO., LTD.
臥式镗铣加工中心
倉敷機械株式會社從1938年開始，將70多年的技術沉澱，傾注於產品之
中。向全世界提供值得信賴的高品質產品，為了應對台灣與全球需求，
在台灣設立了銷售網點，努力提高售後服務的同時，又在台灣設立了生
產基地，現已可開始向市場提供更加實惠的產品。
近年來，除了傳統的通用性外，高出力、高速、高精度的規格更加被要
求， KURAKI作為有半個多世紀以上歷史的專業臥式 加工中心生產商，
憑借多年積累的經驗和熟練的技術，滿足客戶各種需求。
The core businesses of our compan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sale of "machine tools". Our product portfolio
comprises Horizontal Boring & Milling Machines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heavy duty machining in large-sized and heavy workpieces. This flagship
of our company is offered in various models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ustomer's requirements.
The technologies developed and refin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esign
of these boring mills enabled us to also engage in the manufacture of
"special machinery" for high-precision machining and mass product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such a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hip
building and medical equipment.
These technologies combined from perfect synergies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our know-how and experience enabling us to provide
manufacturers with highly efficient and high-value machines which
frequent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products.
www.kurak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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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329
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OU JI MACHINE INDUSTRIAL CO., LTD.
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DSM雙側式銑床」更榮獲2018台灣
精品獎榮譽。DSM雙側式銑床具備比傳統銑床更經濟效益加工能力，傳
統銑床要四次加工才能完成的工作，雙側式銑床只需要一次設定，用一
半不到的時間即可完成四面加工，搭配的旋轉工作台可大幅減少上下料
翻面時間，因不用移動工件重新安裝治具，精度更易於掌握，不需研磨
即可達研磨等級面粗度，無論在加工精度、各面平行度、直角度都具有
優異的精度表現，為確保產能並加速工作流程，產品設計最簡易工件定
位與量測方式，僅需要一個動作，即可完成定位、量測、檢知、加工，
並設計模組化治具，使操作者能更快切換不同尺寸材料，方便快速完成
加工需求。DSM系列搭載高精密分度盤，創新業界可任意角度加工，圖
示化特殊角度加工介面，使操作者可以輕鬆點選輸入即可完成加工，大
幅減少作業時間及錯誤發生率。
www.youji.com

2B319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L.K. MACHINERY CORP.
力盡淬鍊 勁是完美
力勁集團是忠誠的ISO服膺者，由設計、製造、品管到售服，無一不是
秉持淬鍊完美的品質態度來面對。全系列產品可提供客戶所需的功能和
性能，是客戶最佳的投資選擇！
全新 VM系列：
．具有穩定的結構特性，Delta結構搭配大跨距立柱結構與底床順暢的力
流設計，使切削力抵抗及傳導能力佳，提供您穩定的加工精度。
．寬底座和立柱鑄造皆通過高端剛性分析軟體ANSYS 16.0的優化設計和
分析，使結構負荷達到最佳狀態，並可有效防止變形、分散切削力、
提高熱流穩定性，實現最佳的加工性能。
．標準刀庫使用日本三共凸輪箱機構(ATC)，保證了刀具的使用壽命和維
修可靠性。無論大規模加工或小批量生產，均能進行大量且快速平穩
的換刀動作，以最大限度縮短迴圈時間，滿足客戶的加工要求。
www.lkmachinery.com.tw

4C338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GENTIGER MACHINERY INDUSTRIAL CO., LTD.
GT-875-5AX-iT
智能整合式、高速五軸加工中心機
．120刀矩陣式刀庫-超大儲刀量，取刀更快速
．高精度自動交換盤系統
．穩重的T型架構
www.gentig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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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223
1A411
遠東機械集團
智能化鋁輪圈自動加工生產線
遠東機械集團工具機事業部發得科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開發的AVM全
自動虛擬量測系統，開啟台灣機械業第一個智慧製造雲，並結合遠東的3
台工具機，打造智能化鋁輪圈自動加工生產線。最新一代智能化鋁輪圈自
動加工生產線透過互聯網、雲端的加入運作，遠東的後台中央端透過即
時偵測機器的震動與電流值，進行工具機零組件的運作監測，若有異狀
將在第一時間通知客戶進行修正，另有3大特色：(1)透過演算法自動判斷
刀具磨耗狀態、(2)透過監控機器狀態而自動進行刀具補償、(3)透過前述2
方法以預測刀具、刀塔等重要零組件的壽命，預先保養並大幅提升運作效
能，降低因生產線異常而造成的損失及浪費。客戶僅需連上雲端將模組下
載，即可進行遠端生產管理監控，與遍布全球的生產工廠分享資源。遠東
機械秉持卓越的加工性能與精度表現，投入工業4.0智慧製造領域，智能
化鋁輪圈自動加工生產線做到線上即時精度量測、達成品質全檢。
www.fatek.com.tw

1A411
陸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LUREN PRECISION CO., LTD.
LVC-280 CNC傘齒輪切齒機
陸聯精密自1994年創立以來，以工研院的刀具技術建立滾齒刀和刮齒刀
的生產線，並延續發展高精度齒輪磨床，包含：齒輪成形磨床、蝸桿成
形磨床與刀具磨銳機等皆廣受好評。經由多年的經驗累積，進一步進入
傘齒輪領域，推出「LVC-280 CNC傘齒輪切齒機」。標配世界知名品牌
SIEMENS控制器並使用IPC與控制器連接，可達高精度的5軸同動表現。
配合陸聯自行開發之智慧型交談視窗軟體，內建完整傘齒輪設計模組，
僅需以「拖曳」方式，將目標嚙合齒印位置拖曳到想要的位置，軟體自
動生成相對應的加工路徑，直覺式的設計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此軟體
亦提供各軸高階運動補償功能，利用非線性的運動來補償刀具或砂輪上
非線性的誤差，讓使用者輕鬆有效率地完成傘齒輪加工。
www.luren.com.tw

4A211
新穎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IGMA CNC TECHNOLOGY MACHINERY CO., LTD.
CNC五軸龍門加工中心機
專精 創新 實踐
S5A-4732HH專為加工鈦合金及難削材料等五軸加工零件而打造的重切
削型CNC五軸龍門加工中心機；全機身採高剛性結構體設計，機械式同
動二軸頭，BC軸傳動採蝸桿蝸輪傳動，搭配自製重切削式兩段變，速
齒輪箱及齒輪式傳動主軸設計，最大重切削扭矩可達到1155N-m；主軸
頭軌道設計獨家專利-切削加工抑制振動結構設計，降低難削材料加工的
振動，提升加工效率、表面精度與刀具壽命；全封閉式防濺鈑金護罩，
摺疊式操作門且具備超大門寬設計，整體外觀更結合時尚美學及安全防
護的人因設計；橫樑安全護欄設計，保護維修人員安全，方便機械維修
作業；升降式懸臂操作箱，可隨時調整高度，配合操作者所需。
www.sigmacnc.com.tw

74

工具機與零組件

TM TS 2 0 1 8 ∣ 工 具 機

1B134
珈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JAR HON MACHINEY CO., LTD.
JT-6516E(2S)雙軸全自動送料攻牙機
產品特性：
．有屑攻牙與無屑攻牙都適用
．穿孔牙與盲孔牙都適用
．全自動送料攻牙，可一人操作多台
．牙距式自動攻牙，成品精度高
．可選擇加裝變頻器或改用伺服馬達來控制主軸速度
適用大量生產的行業:如小五金、扣件類、電子業、汽機車零件等等。
Machine feature:
•Suitable for tapping threads whether has metal chips or not.
•It's a mechanical movement, the machine is a fully auto. feeding continuous
tapping, one user will permit to operae several machines at same time.
•Gear-pitch type auto. tapping will get a precise & accurate thread for
finished pieces.
•It can option to add inverter or use servo motor to contral the spindle speed.
www.jarhon.com.tw

3A312
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PINNACLE MACHINE TOOL CO., LTD.
五軸銑車複合機
還在為複雜的工件煩惱買什麼機台嗎？
2台立式 + 車床？ 立式+4軸轉台+車床？ 5軸機+車床？
BX700T絕對是最佳首選！Milling and Turning 銑車複合的五軸加工中心，
B軸擺頭+/-120度，搭配內藏式15000轉主軸，內坎式C軸直徑630mm工
作台，C軸轉速有800轉及1200轉作選擇。專利設計，完美結合，最大的
加工空間、最小的干涉、高精度及高效率的五軸銑車複合機。一台抵三
台，投資成本相對少，佔地空間小。
2pcs of VMC + 1pc of Lathe? Or 1pcs of 5 axes + 1pc of Lathe? Which
one more economic? More accuracy solution?Are you still thinking
solution for complex part? Pinnacle BX700T is the answer for high
accuracy, complex part!
5 axes machine machining center with turning function. ø630mm C-axis
table max turning speed is 800rpm (or 1200rpm)
Pinnacle BX700T, 5 axes machine with milling and turning, by a single
machine unit, just in one work piece setup to complete all machining
processes. The structure is a B axis (+/-120degree) swiveling spindle
in combination with an embedded C axis rotary table in the standard
rectangular table, the rotary C axis is direct coupled and driven by ETEL
torque motor, plus high rigidity bearing and mechanical hydraulic braking
system, the minimum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0.001°. BX700T is the best
investment to ensure flexible production.

www.pinnacle-mc.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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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425
喬崴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ISION WIDE TECH CO., LTD.
定柱高速型龍門加工中心機 SE 系列
SE高速加工機具備優異工藝技術與結構性能，讓生產效能提升兩倍以上。
喬崴進應用高剛性結構設計和多點支撐，創造最佳力流傳遞；精密定位
傳動設計提升刀尖點動態精度和最佳動態幾何精度，搭配安全、友善、
可靠的操作介面，滿足高速、高效加工需求。藉由此結構與傳動特徵，
展現穩定高加減速的加工優勢，以確保於模具高速加工的精度展現，以
及鋁合金加工之高移除能力
．X軸: 1.6 ~3.1 m

．Y軸: 1.2/ 1.8 m

．Z軸: 800/1,000 mm

．0.5 G 軸向加速推力

．28,000 rpm 主軸最高轉速

．20 m/min 切削進給速度

．高輪廓精度

．優異表面粗糙度

．定位精度 P 0.07 mm

．重現精度 Ps 0.003 mm

．大量材料移除高達5,000 cc/min 排屑能力
www.visionwide-tech.com

2A619
台灣大昌華嘉
DKSH TAIWAN LTD.
Studer Favorit CNC 萬能內外圓磨床
市場拓展服務商大昌華嘉為台灣工具機帶來全新革命，其代理銷售瑞
士Studer公司研磨機全新推出高性價比萬能內外圓磨床Favorit CNC。
Studer一向擁有著品質、精密、以及使用壽命長的特點，而隨著Favorit
CNC的推出讓Studer產品線更豐富多元，完整滿足客戶的需求。奠定
Studer不論在萬用、外徑、內徑以及非圓形研磨機領域的領導地位。
此外大昌華嘉也代理一系列的工業機械與產品，提供醫療、汽車、化
工、機械、造船、電子、熱能轉換、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可使用的利基產
品和技術專業。擁有多樣的產品、專業的諮詢以及扎實客戶訓練給予客
戶與銷售夥伴最多的回饋。
www.dksh.com/tw-zh-Hant/home

2B320
馬特工業有限公司
MASTER AUTOMATIC CO.,LTD
U6 五軸加工中心機
U6機種是集聚高精度、高速度、高效率及高科技控制技術於一身並兼具
最佳性價比，其設計概念乃透過穩定的標準化機台和高可靠度搖籃式分度
盤的整合結構，4/5軸加裝光學尺以提高加工精度品質，其優異的加工性
能是您進入五軸加工領域的不二選擇。
高效率：搭載西門子840Dsl高性能控制器可應用從簡單至複雜的各種五
軸同動加工，另可選配海德漢TNC640控制器。
高精度：X/Y/Z三軸線軌+B/C軸加裝高精度光學尺、B軸傾斜角度範
圍-50°~+110°、C軸轉動角度範圍360°、B/C軸工作台水平最大載重300KG。
高速度高扭力主軸：12,000轉直結傳動，扭力最大可達60NM。大容量刀
庫：鏈條式刀庫可裝載32把刀。
www.macoc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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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514
昌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JARNG YEONG ENTERPRISE CO., LTD.
HC-30數控車床+機械手
昌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灣紮根近四十年，以GREENWAY品牌銷售
CNC車床、數控車床、自動車床、以及各式專用機與車床至全球，希望
以清新活力的路線，走出傳產的新時局。
HC-30數控車床，可搭配門型機械手，對數控車床進行自動化改造，實現
工件的自動抓取、上料、下料、裝夾等生產過程，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JARNG YEONG ENTERPRISE CO., LTD(GREENWAY) is specializ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Auto lathe(CAM), CNC lathe and Special purpose
lathe nearly 40 years. We have been selling machines to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our own brand “GREENWAY” which symbolizes brandnew and lively style and differs with general and previous traditional
manufacture industry.
HC-30 CNC lathe can work with Gantry Loader to accomplish CNC
lathe automation reform successfully. It realizes the automatic grabbing,
loading, unloading and clamping of the workpiece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substantially and decrease manpower cost.
www.cnc-lathe.com

2B721
TORNOS TECHNOLOGIES (SHANGHAI) LTD.
Swiss GT26 B
Swiss GT系列瑞士型車床設計用於生產各種常見工件。事實上，Swiss
GT 26和Swiss GT 32具備獨特的B軸技術，還可以生產複雜工件。該系
列車床有Swiss GT 32、Swiss GT 26 和Swiss GT 13三個型號，其加工
直徑分別為32 mm、25.4 mm和13 mm。該系列經過專業設計，確保長
短車削工件的成功生產。
www.tornos.com

2A318
長朋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KENUC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日本CNC自動車床
長朋公司於西元1985年在台灣新北市成立，主要代理日系CNC自動車床、
滾齒機、檢驗機、及進口精密機械販售、售後服務，因應市場上需求與公
司不斷成長，陸續在台中、台南成立長朋精密機械有限公司，並在中國大
陸成立上海東高機械貿易公司及昆山、張家港、寧波、深圳成立連絡處，
如此的廣大，及本著服務廣大客戶而努力。四大經營理念：正誠、創新、
績效、分享。
專業代理日系六大精密機械品牌：
STAR 走心式車床、TAKAHASHI精密車床、HAMAI滾齒機、
TOKYO齒輪檢測機、MURATEC精密車床、TAKAMAZ精密車床
www.kenuc.com/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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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326
鉅業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JIUH-YEH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臥式切削中心機 (自動交換工作台)
獨特設計的機械結構，展現完美剛性與穩定性!
採用ATC自動換刀機構，節省非切削時間，提升效率!
主軸採用浮動退刀設計，以延長主軸軸承壽命!
．動柱式結構
．迴轉式自動交換工作台
．X,Y,Z軸配置高剛性滾柱型線軌
．可整合各機-FMS系統化生產
．ATC 60/90/120刀鍊條式
．工作台最小分割度0.001度 (JMH-400標配)
．直結式主軸 (JMH-400 / JMH-500)
．日製高輸出切削扭力齒輪頭 (JMH-630~JMH-1000)
．Hiwin螺桿中空冷卻系 (JMH-630 / JMH-800 / JMH-1000 標配)
適用範圍:汽機車與航太業
www.jiuhyeh.com/index.html

3C336
冠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GUAN-YU MACHINERY CO.,LTD.
CNC內外圓磨床
為滿足廣大客戶的市場需求，2018特推出新型的機種KG-150D。此機型
特色在其單一移動軸上配置二個內孔研磨砂輪，並設計為伸縮式，以減
少二軸之干涉，且可依客戶需求來選擇搭配內藏式主軸，並搭配冠昱研發
之獨特的加工系統，更可提升客戶加工時的效率，該機型占地面積不但可
滿足一般客戶因廠房面積容量的需求，此機型又兼具雙軸磨床的特性，對
於磨床加工業者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In order to satisfy different applications in the market, Grima developed a
new model in 2018 - KG-150D. The feature of KG-150D is with telescopic
design for 2 internal grinding wheels on one spindle, in this way we can
minimize interference problem compare to 2 independent spindles. And
depends on client’s request, KG-150 is able to change into built-in type
spindle. With such feature and self-developed unique system of Grima,
KG-150D is not only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utstandingly,
but also help to save cover area in workshop! KG-150D - best twin
wheels model and most economic idea!
www.grinder-grima.com

1B321
全金山機械有限公司
CHUAN KING SANG MACHINERY CO., LTD.
精密鑽床/攻牙機/多軸器
昕吉利/全金山機械有限公司是台灣專業製造金山牌及出口鑽孔攻牙機的
製造商。從1976年起從事生產精密鑽床、攻牙機及多軸器。以提供一整
套高效率、準確穩定及噪音小的精密機械為榮。在這些範疇下所製造的
優良機械能夠滿足所有客戶的個人需求。
www.kingsa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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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442
豪昱電子有限公司
HOLDING ELECTRIC CO., LTD.
磁力研磨機
磁力研磨機是利用創新專利磁場力量，導引不鏽鋼磁針(PIN)產生快速旋
轉運動研磨工件，高效率達到去除毛邊、拋光、洗淨研磨效果。
專利的磁針研磨設計，可研磨金屬工件的孔內、夾縫、直角、螺牙等精細
研磨。專利的磁針研磨設計，可研磨金屬工件的孔內、夾縫、直角、螺牙
等精細研磨。
強力特殊研磨特點如下：不規則狀零件可達到同時去除毛邊、拋光、洗
淨；機台操作簡單安全，無耗材成本低，研磨後工件絕不變形，絕不損傷
表面，絕不影響精度。
The Magnetic Deburring & Polishing Machine makes use of innovative
and patented magnetic field power to induce the stainless steel media
(PIN) to rotate rapidly for workpiece grinding and get high-efficiency deburring, polishing, cleaning and grinding effects.
The patented grinding pins work for holes, seams, concave right angles,
threads and other fine parts of the workpiece with a very high speed. It
takes only about 5 to 20 minutes to finish the grinding.
www.holding.com.tw

3B326
三鋒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UN FIRM MACHINERY IND. CO., LTD.
巨型重切削臥式數控車床 CST-42120
三鋒所提供全系列的臥式數控車床、精密車床，機種共涵括床台旋徑
730~3500mm、床 面寬度 460~2000mm、主軸孔徑 105~760mm、二心
間距離 1,000~20,000mm 等規格，是台灣臥式車床機種中最為齊全的國
際級專業工具機製造廠。三鋒近期最新推出的CST-42120是一台具有高度
加工靈活性及效率的臥式數控精密車床，且為國家品牌玉山獎全國首獎之
最佳產品、經濟部台灣精品獎獲選產品。主軸前後可搭載16”大孔徑雙
鼻端雙夾頭裝置，更適合長管料、長棒材通孔加工。床身結構採用強化型
的一體成型機身設計，若搭配動力刀塔則可達到重切削與加工效率的最
佳平衡點。機體功能結構設計完整，可搭載機械手臂、自動收送料系統、
鐵屑輸送機、工業4.0相關產品…等，為客戶帶來雙贏利益。
www.sunﬁrm.com

2A618
益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YI CHANG MACHINERY CO LTD
客製轉盤式自動攻牙機
使用四站式凸輪分割器清方便操作者只做上下料，增加工作效率。清出取
料空間後，更可方便與機械手臂結合，輕鬆完成自動化升級。
www.yi-cha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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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24
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A CHEN TECHNOLOGY CO.,LTD.
CNC臥式切削中心機/CNC Horizontal Machining Center
TC-MCH500CG採用高速線性滑軌工作台，運用自動交換台加工，省時，
無須停機，可鑽孔、攻牙、搪孔、銑平面等等多重加工運用
TA-CHEN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such as:
Conventional Milling Machines, Bed Type Boring-Milling Machines and
CNC Machining Centers With customers' continuous support,
Model no. TC-MCH500CG applies in high speed linear slide rail table.
Also, it has automatic pallet changer when the user can save time and
efficient. You can use this machine on processing for drilling, tapping,
boring and milling and so on.
www.chenho.com

4B441
世西恩機械
SCN MACHINERY CO.,LTD.
熱鍛造油壓沖床 – SYF Series
熱鍛造油壓沖床 - SYF Series為世西恩機械受知名航太公司委託設計製
造，用於航太發動機之鈦合金渦輪葉片熱鍛造成型。可隨鍛造需求調整出
力、加壓速度、加壓行程及保壓時間，內建模組系統記憶各模具之參數設
定，方便執行初鍛及精鍛工程。亦有多間國內外廠商購置，用於鍛造汽
機車零組件、自行車零組件、醫療用鋼瓶鍛抽成型。
Hot Forging Hydraulic Press - SYF Series is designed for Forging
Titanium Turbine Blades for jet engines.
Adjustable forging capacity, forging speed, forging stroke and holding
pressure time with forging requirements.
The internal system stores the parameters of each mold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l forging and precision forging.
www.scn-machinery.com

4C330
正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MACHINE TOOL CO., LTD.
TTL-20A+門型機械手
正代TTL線軌系列車床提供快速、準確的加工表現，兼具卓越的切削能力
及細膩的光澤度呈現，搭配高性能滾柱滑軌設計，在承載負荷時，具有彈
性變形量較小的優異特性，於相同外徑條件下，提供更高的負載能力，可
滿足重負荷加工及高剛性的需求，更可提供硬軌等級的鐵屑去除率。
為因應近來市場上日益增加的自動化需求，正代機械研發自製的門型機
械手與機台進行搭配，針對客戶不同的生產需求規劃出最合適的自動化配
置，同時實現工件的自動抓取、上料、下料、裝夾等生產過程，除了減少
人力需求外，更可大大提升其生產效能及產品良率。從前期規劃到售後服
務、保修等，正代機械提供客戶最完善及全方位的服務。
www.tm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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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337
建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KENT INDUSTRIAL CO., LTD.
精密旋轉工作台平面磨床
H系列液靜壓工作台具高剛性、高負載、超低摩擦係數、無溫升、耐用性
佳。上下及前後運動採用線性滑軌及滾珠螺桿，配合伺服馬達驅動，可保
證高精度進給；上下可(選配)加裝光學尺回授，增高進給之穩定性及提高
研磨工作的精度。主軸採用高精度之斜角滾珠軸承做支撐，由建德資深專
業技師組裝及測試，可確保其剛性及回轉精度在0.0015mm內，並可做重
切削及輕切削。砂輪修整裝置固定於工作台後側，使修整動作更加確實，
且又可做自動補償。三菱PLC控制器及彩色人機介面搭配建德自行開發之
對話式畫面，易學易用，提高工作效能。
www.kentind.com

4B321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TONGTAI MACHINE & TOOL CO., LTD.
SH-4000P / 臥式加工中心機
SH-4000P具有高剛性的結構，底床使用穩固的三點支撐設計。機台面寬
極小化設計，利於生產線規劃。標配15,000轉內藏式主軸，最大馬力37
kW，最大扭力250 N m，搭配工作台自動交換系統提高生產效率，是鋁
合金高速加工的最佳加工解決方案。
SH-4000P is a high-performance horizontal machining center which
incorporates all of the demanded features such as high machining speed,
high precision, effective chip disposal, and easy to maintain. Meanwhile,
the needs for space saving and large work envelope can also be satisfied.
SH-4000P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ultimate solution for high speed
cutting of aluminum alloys.
www.tongtai.com.tw

2B739
東聿企業有限公司
GOLDEN-DIGGERS ENTERPRISE CO., LTD.
雙功能雷焊焊接機
國內第一家自行雷焊機組裝、設計、技術諮詢。東聿最新研發雙功能雷焊
機，提供兩種光路，直接式光路搭載XYZ移動平台，可使用搖桿操控雷射
輸出頭的位置，亦可加入控制卡，達到半自動焊接的功能。光纖式光路則
是利用光纖傳輸雷射至一手持式輸出頭，對於比較大型的工件或現場焊修，
無法放置於直接光路的工作台上，便可切換至手持式雷射頭輸出焊接使用。
The latest Dual-function laser welding machine that we developed can
provide two kinds of light path. The directly light path with XYZ motion
platform is able to control the laser output position,it can also install
control card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semi-automatic welding. The
fiber light path transmission laser toa hand-holding device by fiber.If the
workpiece is too big to put on the platform, you can use the fiber light
path welding. platform, you can use the fiber
gdigger.myweb.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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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47
金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OPKING TECHNOLOGY CO., LTD
CNC異型研磨專用機 CNC CAM CYLINDRICAL GRINDER
金格科技X-6CAM適合各種異形工件研磨，適合應用於偏心軸、凸輪軸、
曲軸、沖頭….等特殊形狀研磨。其特色如下：
．工作主軸採直截式馬達驅動，搭配精密角度譯碼器，角度控制誤差控制
於±0.2"，實行精確的角度控制來研磨各式各樣的偏心圓或異形工件。
．十字滑台結構，進刀軸(X軸)裝載高速、高精度線性馬達配合全閉式迴
路控制光學尺，進刀快速且精準，與C軸相互搭配，將角度與速度控制
在最流暢的配合狀態。
．床身填入人造花崗岩，擁有極佳的耐震係數及熱穩定性。
．機身佔地面積小，能更有效的運用工作空間。
．搭載西門子840Dsl操作系統，內建針對異形與偏心圓研磨的圖形對話
式操作介面，搭配觸控式螢幕使操作更簡易，另可搭配CAD/CAM軟體
(選配)，針對客製圖型轉出研磨路徑，提供最有彈性、最人性化的操作
環境。
www.topking-tech.com

2A416
威赫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IN HO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對話式車床conventional lathe
介於傳統車床與CNC車床的新選項：智能化控制器、對話式操作介面並
保留傳統手動操作模式，所有使用者皆可輕易上手。模組化設計介面容易
操作又能快速學習。直覺式的操作方式以清楚整潔的圖形畫面顯示，無須
程式碼的基礎與編輯，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完成複雜的加工。雙電子手輪提
供手動模式保留光學尺功能也無須改變傳統操作習慣。
Electronic Machine with manual and conventional interface.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CNC turning machine. Modular designeasy to use and quick to learn. Graphic display, no codes needed, clear
and simple. New lathe choice for every operator.
www.win-ho.com

4B325
星視野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STARVISION MACHINERY CO., LTD.
DX線軌龍門加工中心機搭配AC5i自動90度銑頭
極致高效絕對精準-大型龍門搭配一度分割中心出水五面頭
星視野此次TMTS展出DX線軌龍門加工中心機搭配AC5i自動90度銑頭，
值得注意的是AC5i是由星視野自行研發設計製造，具有兩項特色-極致高
效的中心出水與絕對精準一度一分割，前者幫助冷卻工件，減少刀具磨
耗，高壓中心出水強迫排屑，提升加工效率；後者改善了一般傳統的角
度頭CS軸由主軸控制定位角度而產生的齒隙問題，採用末端位置檢出，
確保一度一分割的定位精準度，注重精度與效率的您不可錯過攤位編號
4B325星視野精密機械。
www.starvisio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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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320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WELE MECHATRONIC CO., LTD
HMC 500臥式加工中心機
．主機與關鍵零組件，100%崴立自主研發製造。
．強壯的主體結構，底座採三點支持，是長期加工精度的最佳保證。
．超大行程(X=640mm，Y=610mm，Z=680mm)
．大容量60刀庫，搭載快速換刀機構。
．高效能15,000 rpm內藏高速主軸(附中心出水2.0 Mpa)，加工效率高。
．低慣量旋轉工作台，精準耐用。
．APC交換工作台，快速可靠。
．三軸快速進給60m/min，加速度1 G，提高生產力。
．三軸採用日本名廠高剛性滾柱線軌與滾珠螺桿，精密耐用。
．三軸進給軸承冷卻與自動潤滑，可搭載高精密光學尺(選購)。
．最大流量的冷卻切削液，最佳排水性及排屑能力。
．採取精緻簡約設計，最小的佔地面積。
．操作簡單，容易接近裝卸，維護保養很方便。
．可擴充為FMS彈性製造系統(HMC500搭載6至10個托板自動倉儲系統)
www.welegroup.com

2A803
研深電機工業有限公司
YEN SHEN ELECTRIC IND.CO., LTD.
IEC BLDC MOTOR
Our company specialize i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DC
brushless motors with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successful
products including sawing, chamfering, drilling and tapping
machines as well as ventilation hoods, industrial fans and pumps
as well as air compressors.
In accordance with reducing emissions, the industrial machinery
industry has placed increasing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of motors
from IE2 to IE4. Meeting these newer more stringent requirments,
our experie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has come up
with a series of IEC brushless DC motors to meet the specified
IEC dimensions whilst incoporating high performance drivers in the
hope of replac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motors / invertor
combination with better performances. These may include lower
speed, higher torque, easier installation and interchangeability,
increased performance whilst lowering costs.
To enquire about our customized motors, we will need detailed
requirements including specifications and operation conditions to
provide the corre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a formal quotation.
These combined efforts we hope will add much value to our
customers.
Our present international sales locations include Taiwan, Shanghai,
Shenzhen, Shindao, Xiamen. We are thriving to expand our product
range and sales loc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welcome new
partners and customers to join us and make our IEC BLDC motors
better. Innovation, is what we do for our customers.
www.yen-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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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322
綺發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CHI-FA MACHINERY MANUFACTURER CO., LTD.
動柱式五軸加工中心機
綺發機械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76年3月1日，是一家專業高端工具
機製造廠，自成立以來，均秉持着“品質誠信、技術專精 ”的經營理
念。HORNET 動柱式五軸加工中心機三軸行程3000 x1000x1000mm，
工作台尺寸3280x1065mm，三軸快速進給30000 mm/mim ，工作區可
彈性劃分兩區域，B軸(搖擺頭)與C軸(旋轉工作台)之搭配，B軸與C軸皆
採用DD直驅馬達定位精確，快速、無背隙，高效能內藏主軸12000轉，
搭配歐洲高端五軸控制器可實現五軸五連動及確保五軸同動的刀尖精
度。為使用者提供更廣泛的多軸加工應用及更彈性地利用工作範圍並合
理規劃夾治具及工件上下之生產流程，達到生產效率最大化之目標。
www.twinhorn.com.tw

4A213
赫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HEAKE PRECISION TEC, CO., LTD.
HK-LV1160
赫騏 用心做好每件事
赫騏LV系列加工中心機之設計理念，著重在重切削能力之展現，並兼
顧加工效 率之提升。特別是在立柱及底座之結構設計，更擁有一般
機型所難以抗衡之結 構強度及加工穩定性。加工範圍採全支撐底座設
計，克服一般立式機在最兩邊產生懸垂問題。Z軸使用雙氣壓缸設計，
反應無延遲。特殊專利滾珠螺桿具備冷卻功能。
www.heakecnc.com

3C332
瀧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VERRICHO COMPANY LTD.
立式綜合加工機 / Vertical Machine Center
．T字底座設計，有龍門底座全支撐優點，工作台移動無懸空。
．雙直管排屑，底座不易積水積屑，工作人員省時省力。
．三軸１８支斜楔的設計，前後左右上下精度微調，降低維護維修成本。
．三軸螺桿中空冷卻標準配備，減少熱溫昇變化，動態精度更優良。
．雙層鑄件與超大加寬硬軌，確保提供重切削穩定。
．機台佔地空間同業最小。
www.rich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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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227
邁鑫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ANFORD MACHIERY CO., LTD.
五軸立式加工中心機
邁鑫五軸加工機，具備高速、高精度、高穩定及操作方便等特性；高性
能B/C 軸旋轉工作台，最大能載重達300kg (0° ~45° ) B軸旋轉角度-50° ~
+110° 高剛性結構-運用FEA有限元素分析，以及高張麗米漢那鑄件結構，
讓一體成型之底座、立柱與床鞍達到最佳化設計，機械強度足以負荷極重
切削，且保持長期超高精度，同時機台的高剛性結構亦能延長刀具的使用
壽命。
立柱採用一體式厚肋壁鑄件結構，並以大尺寸滑塊支撐Y軸鞍座，使高速
削時不易晃動。X/Y/Z 三軸皆採用絕對式 AC 伺服馬達直結驅動，提供強
大的推力及快速的加減速運動。
MANFORD 5-Axis machining center offers high speed, high accuracy,
reliable quality, eas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High performance B/
C-axis rotary working table. Table load capacity is up to 300kg (0°~45°).
B-axis swiveling range is -50°~ +110°.
Mechanical strength of machine-Guid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utilizing high tension Meehanite casting structure allows one-piece bed,
column and saddle to reach optimal design. Mechanical strength of
machine can sustain extremely heavy cutting while maintaining long-term
excellent accuracy.
Column adopts one-piece thick ribs structure with 4 large-sized linear
blocks on each side well support saddle which remains steady while fast
movement machining on Y-axis.
X/Y/Z axes are direct driven by AC servo motor with absolute encoder,
which provides powerful thrust and fast acceleration.
www.manford.com.tw

2B635
台灣昭和電機有限公司
SHOWA DENKI (TAIWAN) CO., LTD.
作業台式集塵機
收集手動研磨或空氣槍吹除作業所產生的粉塵與油滴，降低對工作人員的
危害、使工作環境更加乾淨。底部附有滾輪方便移動，並配有風管快速接
頭，方便使用各種氣動工具。
另有桌面型，適合長時間作業用，使工作更有效率。
※如有需要防爆規格或吸取含有火花的粉塵，請與我們聯繫。
Collecting dust and oil drop which is produced by hand tools processing, to
reduce the damage to workers and keep your environment clean.
•Move easily by caster.
•Air coupler Attached
Easy to use a pneumatic tool.
•Working table type of Dust collector is also available, for long-time
processing and work efﬁciently.
※Any Kind of spark generation must be avoided. If explosion-proof type needed,
please contact us.
www.showadenk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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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512
世合實業有限公司
SEHO INDUSTRY CO., LTD.

A-6+、角度頭

提供一站式購足的CNC機械供應商，世合實業35年來致力於CNC工具機
銷售，因應客戶需求於2018年推出全系列經濟型角度頭，用最簡易低成
本的方式，大幅提升三軸CNC龍門銑床的側面及角度加工能力。
同時也將原先自有品牌的雙主軸、雙送料、單刀塔CNC車床，從兩軸送
料機構，增加B軸伺服，成為三軸伺服送料系統，推出新一代「A-6+」，
讓送料更迅速且又降低機械設備成本。
以長久的銷售經驗，全力提供給客戶，用最低設備成本，創造最高經濟效
益的目標努力。世合實業是最可靠的設備供應商。
www.sehoworld.com

4C444
安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MATECH INDUSTRIAL CO., LTD.
立式活塞數控車床
．此數控橢圓車床採用線性伺服橢圓產生器，配何非接觸式0.0001mm超
高解析度回饋系統，具備高響應頻率、高精密度、高剛性等特點。
．由於此設備採用高效能控制核心及極短取樣時間的新一代控制器，可
以獲得更快速且精準的切削路徑控制。
．本機部份採用全閉環式0.001mm光學尺回饋系統，進一步確保最佳定
位精度，並能有效的銷除熱干擾。
．新一代整合式橢圓控制器，由於不再需要資料傳輸，因此可以避免因
為傳輸而導致的雜訊干擾或資料遺失。
．編程軟體採用(看圖輸入法)編寫，操作者無須再耗費常時間學習，只要
依照活塞圖面標示尺寸，輸入安加橢圓控制器即可，型線及相關橢圓
路徑則全由控制器處理。
www.matech-tw.com

4C337
和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SOCO MACHINERY CO., LTD.
全電左右共向彎管機
此款全電機伺服彎管機結合拉彎、滾彎、沖孔 ( 選配 )及左右共向彎管，
對於左旋機或右旋機會干涉的工件，可在本機型上一次完成，不需換機台
再以另一工序加工。全自動化彎管設備：自動化入料+彎管+自動化出料
架。
The new SOCO CNC Tube Bender combines Draw + Roll + Dual Direction
Bending Way technology. This line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complex parts and
shapes, such as automotive exhaust pipe, health care and ﬁtness equipment. It
equipped with 7 ~ 10 electric CNC axes, 2+2 bending stacks.
www.so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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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46
永鈦機械有限公司
YOTA INTERNATIONAL CO., LTD
冷室/熱室壓鑄機及其週邊設備
•FULL DIGITAL CONTROL DIE-CASTING MACHINE,HIGH RESPRNSE
INJECTION SPEED HYDRAULIC CIRCUIT,CLAMPING FORCE
CAPACITY FROM 100 tons~ 800 tons .
•CE & 9001 certiﬁed.
•Over 35 years experience. We can give customer completely die-casting
solution from machine automation , Furnace & Mold.
www.yotadc.com.tw

4A313
協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E HONG INDUSTRIAL CO., LTD.
天車市五軸加工中心機AERO
協鴻AERO五軸系列，天車式的結構設計、XY軸線性馬達驅動、三軸配
置滾柱線軌並搭配高承載一體式定工作台，帶給客戶更高速與高精度的加
工。五軸頭的部分搭載德製CYTEC五軸頭，讓客戶在進行大型工件加工
時更加靈活。協鴻AERO系列適用於大型航太結構件、大型精密模具、汽
車模具等產業。
Hartford Gantry Type 5-Axis Machine Center with High Precision-AERO.
Designed on gantry type, X and Y axis driven by linear motor, roller
type linear guideways on 3 axes, assembly with CYTEC 5-axis head
deliver high speed and high precision machining for customers. AERO is
designed for large aerospace components , precision mold and precision
automobile mold.
www.hartford.com.tw

4A316
先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OSCAR E.D.M. COMPANY LTD.
S860CMAX結合ROBOT-180機械手臂刀庫搭載84組刀具
ROBOT-180機械手臂刀庫搭載84組刀具，搭配機械手臂軌道移動一米行
程的距離可以偕同兩台設備做共用刀庫的不間斷加工製成，目前已經成
功打入國內知名航空產業，24小時不間斷地加工航太引擎中的OGV零件。
適合中型大型模具或零件來做不間斷的加工，S860CMAX搭配全新Delta
AC伺服驅動系統提供高響應的伺服迴路，快速定位及自動尋邊功能來定
義全新的雕模放電加工機，全系列配備TURBO高速加工迴路提供產業最
佳選擇及量產零件的最佳解決方案。
Robotic arm ROBOT-180 equipped with tool magazine which allows to
store up to 84 tools. With the 1 meter sliding rail, it could be used mutually
by 2 machineries to achieve non-stop processing. This model has now
been using in aero industry to process OGV spar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plane engine. Moreover,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with middle and
above scale of machines - S860 CMAX is equipped with the latest Delta
AC servo driver that provides the most effective circuit which allows fast
positioning, auto edge function. All series of OSCARMAX EDM are now
available to upgrade with TURBO efﬁcient circuit that gives you the best
solution for producing spares.
www.oscared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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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627
安科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ANCA MOTION TAIWAN CO., LTD.
CNC Motion Control Solutions
CNC
Servo Drivers
IO Devices
LinX® Linear Motors
User Interface: Remote Pendant, TouchPad
Software: Commander, AMCore, MotionBench
Accessories: KIT, Cables, I/O interface module
Application: Waterjet Cutting, Laser Cutting, Machine Tools
Cylindrical grinding, Pinch peel grinding, Automation solution . etc
www.ancamotion.com.tw

2A612
SHENZHEN CREATE CENTURY MACHINERY
CO., LTD.
CNC TAPPING CENTER
數控鑽銑攻牙機T-530是一款全新自主研發的一款針對不銹鋼加工的鑽銑
機床，搭載自主研發的台群21把伺服刀庫及高性能伺服驅動，換刀快速
準確，換刀速度T-T僅需1S。全新的內外鈑金設計和電箱設計，完全隔離
切削油霧對功能部件和電氣元件的損壞。專項實驗團隊，將切削油品、刀
具、切削參數和加工工藝等測試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建立完善的不銹鋼
加工應用資料庫。
CNC drilling and tapping center T-530 is designed special for stainless
steel machining, equip with 21T new Taikan servo tool magazine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motor, tool change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T to T
only 1S. New cover protection and electric box design, prevent oil mist
damage to functional parts and electric parts. Professional team study and
analyze cutting ﬂuid, tool, process and other factors, to establish complete
stainless machining data.
www.taikanmachine.com

2B525
山善股份有限公司
YAMAZEN CO.,LTD.
OKUMA
株式會社山善為日本專業的機械專門商社。做為日本重要的機械通路平
台，與日本工具機產業關係十分深厚。以此優勢60年前山善在台灣成立
據點，一甲子以來陪伴著台灣加工業的成長，持續引進日本最先端的機
械設備。
本次台灣國際工具機展，山善很榮幸地為各位介紹世界前十大工具機品
牌OKUMA的MULTUS B300Ⅱ。此複合加工機使用OKUMA專用OSPP300S控制器，使用起來簡單、精準、輕鬆且易上手。加上機械本身優
異的剛性以及精度，能夠克服許多加工上的困難並且節約成本。歡迎對
OKUMA有興趣的客戶請移駕至2B525山善的攤位來體驗實機。
www.yamazen.tw

88

工具機與零組件

TM TS 2 0 1 8 ∣ 工 具 機

2A711
赫可（東南亞）有限公司
HURCO (S.E. Asia) PTE LTD
Hurco VMX42SRTi Swivel Head Simultaneous 5-axis
machining centre
Hurco VMX42SRTi 5-axis machining centre offers maximum machining
ﬂexibility with Swivel Head and “wrapped around” C-axis rotary table
conﬁguration; Extra table space for secondary operations. It is equipped
with a 12K rpm motorized spindle (Italian), a C-axis Torque table (100
rpm) and B-axis Swivel head (90 rpm) for machining complex 5-axis parts.
www.hurco.com

2B524
ITI CORPORATION TAIPEI BRANCH
(JAPAN)
YMC650
安田-追求最高 不求最大
．與時代並進之新世代高端機種，兼顧優越性能與操作性，將高精度之
微細加工帶入新領域。
．實現高剛性的對稱性結構，採用前後左右之對稱型立柱，兼具高剛性
與穩定性之低重心構造。
．經驗與技術之結晶、先進之熱變形對策，為了維持安定的高精度加工。
YMC650機體溫度控制系統抑制了三軸線性馬達、主軸頭、立柱與床台
以維持穩定的高精度加工。
．實現高精度.高品味加工面之安田主軸，可以實現各種刀具在不同轉速
下能夠長時間安定的達成高精度加工。
．三軸線性馬達驅動藉以實現高穩定性，不懈追求「絕對平面」「絕對
直角」為安田之理念。
．高精度之應用程序，從3D的微細形狀加工到高精度部品加工都能完美
呈現。
．主要規格：X-600mm / Y-500mm / Z-280mm
主軸轉速：200∼40,000rpm
主軸錐孔：HSK-E32
ATC：32 tools
機械重量：約9,000kg
www.iti-taipei.com.tw

1B429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WELLTECH MACHINERY CO., LTD.
TM-4000
TM-Series, CNC Turning and Milling Center, performs different tasks
simultaneously. With TM-Series, there will be no need to waste the time
and labor to keep loading and unloading materials between a lathe and a
machining center. TM-Series provides excellent turning and milling ability
on just one machine with high rigidity and high accuracy that would be
your new alternative for metalworking.
www.cncservi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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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08
台煒有限公司
TECH WAY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
雷明盾工具機用防爆窗、工具機用外飾板
雷明盾工具機用防爆窗，是專為工具機產業所開發的特殊防爆玻璃，
可保護機台操作人員於加工時的安全防護。全系列產品均經由TUV德
國萊因認證，符合歐盟及中國大陸等區域的安全要求及規範，提供工
具機產業最安全及完整的觀測窗解決方案。雷明盾工具機用外飾板，
結合美學概念，以透明材料印刷製作，呈現鋼琴烤漆的亮面質感，可
搭配各式顏色或燈光效果，創造機台獨特的視覺外觀。
LAMINTON Safety Glass is designed for machine tool application which
have been approved by TUV Rheinland product safety GmbH and comply
with the safety, specifications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LAMINATON Decorative Panel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s, providing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The brand
spirits though visual effect from aesthetics in order to create different
products of value-added and vitality.
www.laminton.com.tw

1B420
旭陽國際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GSA TECHNOLOGY CO., LTD.
直驅式馬達分度盤 / Direct Drive CNC Rotary Table
旭陽國際精機DDR直驅式馬達分度盤，取代傳統複雜的機械結構，使得
外型尺寸縮小，工具機的空間搭配限制更低，以符合客戶更高規格的需
求。直驅結構特性讓本產品具有高反應速度，除了在同步加工的表現上
可以達到高精度及高加工品質外，也適合針對3C產品…等等的輕型加
工，更能有效提升客戶對大批量生產加工需求的產能效率。旭陽國際精
機以高標準、高規格檢測直驅馬達分度盤，各項數據表現皆令人相當滿
意並且提升公司在市場的競爭性，旭陽國際精機將持 續研發更多款符合
市場需求的直驅式馬達第四、五軸，以期充實其產品線陣容。
www.gsaplus.com.tw

1A522
尚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N YUAN TECHNOLOGY CO., LTD.
天棚式護蓋
應用
．應用於龍門加工中心機，防止油氣往外擴散汙染加工場所。
．分為全自動開合及半自開合模組化系統。
．可移動式橫梁的設計，配合CNC程式控制開合機構，不阻礙天車吊掛
作業，更方便加工物件移動。
．搭配風箱式護罩設計，達到整機全密閉式設計。
特色
．不同尺寸、結構、固定方式、環境皆可依機械結構進行訂製。
．移動速度最快可達80M/min，低噪音高防塵、防水、防油效果。
．客製化產品安裝簡便，控制機構可搭配人機介面控制應用。
www.machine-co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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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53
明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AROX TOOLS INDUSTRIAL CO., LTD.
最專業金屬切削刀具
明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過42年來不斷的研發與創新，提供各式各
樣外徑車刀、內孔刀、槽刀、牙刀、銑刀、鑽頭，並提供訂製服務。
滿足客戶在加工方面的各種需求。目前已推出BAP系列直角端銑刀、
鎖牙式、殼形銑刀並可搭配ACC與三菱刀片APG/MT1135與APG/
MT1604做使用，適用於加工面銑、方肩銑、槽銑。以最經濟的價格，
獲取最大生產效率，使客戶加工工件更趨近完美。
www.marox.com.tw

1A515
威士頓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EXTEN PRECISE INDUSTRIES CO., LTD.
油/水系列單機雙溫控冷卻機
適用機械種類：CNC五面綜合加工中心機 / CNC綜合立、臥加工中心機
/CNC線切割機、CNC高精度磨床、各式曝光機、雷射、半導體乾製程/
濕製程中的冷卻。
特性及功能：單機規格，達到雙控制範圍；採取主、副迴路製作模式，
於單機規格中即可達到雙溫控需求。
水系列：雷射加工設備加工精度需求提升，可達到雷射加工設備蝕刻率
的穩定性。
油系列：防止 CNC 工作機械主軸因油溫變化而影響精度；防油震、油質
劣化，並保持潤滑油粘度不變，使主軸動作穩定；本機採用機體同步溫度
控制面板，讓油溫追隨室溫，防止機械結構熱漲冷縮；具備故障自動檢測
顯示機能，透過電腦連線告知CNC主機故障情形，避免機件損壞。
採用新型高效率環保冷媒，不汙染環境。
www.wexten.com.tw

2B517
富豪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BARLOAD MACHINE CO., LTD.
泛用門型機械手
富豪機電成立10多年來擁有豐富技術與經驗，已成功開發生產全系列棒
材送料機可應用在所有型式的CNC車床。並自行開發設計推出新產品
「泛用門型機械手」，優異的機械特性，機械手軟體可與任何廠牌CNC
車床控制器相容。超過20多項專利並藉由不斷技術突破，造就富豪的創
新形象，團隊不斷尋求更好的方法以改進現有的棒材送料機性能，並且
持續開發新機種。為了徹底實踐「完全符合客戶期許」的承諾，不斷在
技術上創新突破，機台銷售已遍及五大洲。公司繼續追求泛用門型機械
手與棒材送料機新技術的熱忱永不停止，隨時持續努力。
www.barloa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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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04
柏叡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BORE AUTOMATION TECH. CO., LTD.
AO3B-OR32N-XP-ID
柏叡繼電器模組 / 省配線模組 AO3B-OR32N-X-ID
32點繼電器模組、採用原廠繼電器 IDEC RJ1V-CH系列、1c 接點選擇
應用、搭配DECA 彈片式端子、配有突波吸收器消除火花、配有JUMP
提供COM點跳線、提供多種模組數作選擇。
柏叡自動化科技提供
．技術諮詢 Technical Consulting
．研發設計 Research & Development & Design
．客製製造 Customized Manufacturing
．零設計費 No Design Fees
．直接銷售 Direct selling
．一站式整合服務 One-Stop Shopping & Service
www.bore.com.tw

1B241
柏瑞德有限公司
BRYANT INTERNATIONAL CO., LTD.
德國BIPLAST龍門/重型硬軌耐磨板
德國BIPLAST龍門重型硬軌耐磨板能提供使用者更佳的機台移動性能；
優異的低磨擦係數，提升確動性、定位精度，減少背隙，短暫失去潤滑
也不影響其移動特性。高剛性，提升機台的加工性能。耐磨耗，延長機
台使用壽命。高負載，可應用於液靜壓系統。其背面有特殊纖維介面容
易與鑄件貼合。可加工性佳，貼合後可以銑、削、研磨等。BIPLAST龍
門重型硬軌耐磨板可有效解決一般鐵氟龍耐磨片無法克服高負荷、高磨
耗、高精度的問題，是您提升機台移動優異性能的最佳選擇。
bryant-int.myweb.hinet.net

3C234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YOKE INDUSTRIAL CORP.
8-251 Super Point
YOKE 8-251 Super Point 8-251 萬向旋轉吊環
．尺寸範圍: M8-M100 (0.5t~40t)
．獨特滾珠軸承設計，吊點可 360°旋轉，可230°翻轉起吊。
．吊環採用鍛造合金鋼製作，並均經過淬火和回火處理。
．產品經 100% 磁粉探傷檢驗。
．在任意受力方向下4 倍安全係數。
．驗證荷載為工作極限荷載的 2.5倍。
．以1.5倍工作極限荷載的作用力，進行 20,000次的疲勞極限測試。
．所有鍛造件可以通過檢測報告來品質追溯。
．吊環製造和測試都依據歐盟規範 EN1677-1 相關標準實施。
．所有YOKE品牌的起重吊環都能夠滿足或者超過美國規範ASME
B30.26 標準的要求。
www.yok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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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415
普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ARFAITE TOOL CO.,LTD.
油壓刀把
採用液壓膨脹技術的鎖緊方式，快速達到3µ的高精度要求。並藉阻尼
減振性能降低切削顫振提高生產效率，是高效能高精度的首選刀柄。
．高穩定精度
4xØd偏擺≦0.003mm (刀具柄徑x4倍長實測值)；減少刀具磨耗，提升
面粗度；適用於高速精密銑削及鉸孔精加工。
．快速夾換刀操作設計
藉由扳手即可輕易完成≦3μ精度設定；大幅降低換刀準備時間，提高
生產效率。
．阻尼減振系統
經由高壓油及特殊油室構造增加結構阻尼係數，減低刀具和主軸振動
反應。有效性的提高加工精度及品質穩定性並延長刀具壽命及保護機
台主軸。
．液壓膨脹技術設計
刀具360°全圓周完整夾持，重複精度佳。
www.parfaite.com.tw

1B550
恆鈦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ARTAIO SEIKI CO., LTD.
中心出水機(CTS)
恆鈦精機秉持自動化專精技術機電整合，流體力學研究，生產性價比
最優的潤滑系統和高壓中心出水機。恆鈦精機持續研發創新求進的企
業精神、重視解決客戶問題的態度和速度、夥伴分享、合作共贏。
潤滑系統產品特點：低噪音機構、穩定供油設計、防潮防濕能力、最
佳可靠度產品。
高壓中心出水機優勢：降低加工產生的熱能、增進加工物件表面精度、
提供加工程序效率、提高刀具使用壽命。
ARTAIO SEIKI CO., LTD. Insis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fluid mechanics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the most cost-effective lubricator and high-pressure coolant
system (CTS).
ARTAIO SEIKI CO., LTD. Keep the innovation spirit(Innov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attitude and speed of solving customer problems(Trust).
Matching customer needs to create competitive value(Value). Partner
sharing, Win-win cooperation(Share).
Lubrication system Features：Low working noise, Steady oil supply,
Water-proof function, Most reliable product.
CTS Advantage :Reduce the thermal energy generated by processing,
Improve the surface precision of machined objects, Improve processing
program efficiency.
www.arta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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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228
台灣氣立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CHELIC CO., LTD.
二爪/三爪防塵型機械夾 HDWM / HDQM Series
產品應用：三爪同時作動，適合圓形物件夾取、加工設備之上、下料、
自動組立設備之夾持移載。
產品特色：防止切屑、粉塵侵入夾爪內、防止夾爪潤滑油酯噴出造成
汙染。
www.chelic.com

2A107
盛發倉儲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SHENG FA STORESKEEPING EQUIPMENT CO., LTD.
可調式重型物料鋼架
盛發是倉儲設備之專業製造生產工廠，從進料、成型加工、焊接至靜電
粉體烤漆及組裝皆一貫作業，因此在品質、價格、交期皆有相當的要求
及競爭力，以及有專業人員的規劃設計，讓現有的空間完全充分利用，
使倉儲管理發揮最高點。產品有可調式中、重型物料鋼架、駛入式重型
架、電動移動式重型架、窄巷軌道式重型架、後推式重型架、積層式重
型架、抽屜式模具架、無螺絲鈕扣架以及積疊式巧固架、鐵製棧板(自動
倉儲專用)等產品。
www.sheng-fa.com.tw

4B528
凱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DEX TECHNOLOGY CO., LTD.
Solid Edge 2019
因應當今工程師需求的新一代產品開發
Solid Edge 2019提供新一代產品開發解決方案，能因應當今的工程師
需求。此軟體包括同級最佳的機械、電氣與 PCB 設計、完全整合模擬
分析，以及最新的減法製造和積層製造工具。可擴充的資料管理、新
的需求管理功能，以及免費的安全雲端型專案協同作業等，也都包括
在內。
．模擬- 複雜的設計驗證從未如此輕鬆。
．製造- 以全彩將客戶的創意變成實品。
．技術文件- 明確清楚的通訊，更加清晰。
．資料管理- 資料 (包括客戶的需求) 完全由自己掌控。
．Solid Edge 入口網站 - 利用免費的雲端型協同作業，留下印記。
www.CAD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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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213
菱鵬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LIN PONG TRADING CO.,LTD.
刀具設定儀 SPERONI FUTURA
全新STP FUTURA機型
有SIMPLE VISION，EDGE 2.0，EDGE PRO... 等三種控制功能的全
新軟體版本可以選擇安裝，此軟體的設計與開發完全由SPERONI公司
獨立完成，可提供各種量測和工具管理需求的解決 方案，操作簡單學
習容易SPERONI公司全新開發的『INTELLIGO』刀工具管理系統是針
對工業 4.0 的完美解決方案，能將刀把、刀具及工具做全面性組織管
理的刀具管理軟體。包括刀具的優化，工作站排程的所有功能：倉儲
管理，位置管理，成本管理，工具組裝/拆卸管理。可透過RFID系統，
QR碼，區域網路等與NC機台進行高整合性連結。
www.linpong-trade.com.tw

4B538
誠輝機械工具廠
CHENG HUI MACHINERY TOOLS FACTORY
可調整式鉸刀 / Adjustable Reamer
在可調整的尺寸範圍內皆可使用同一支鉸刀，可免去購買多種規格鉸
刀費用，為最經濟與最有效率的鉸孔刀具。
Because of you can get diameter adjust, one Adjustable reamers
function possible as dozens of solid reamers.
www.yjmtools.com

3B133
瑞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ROLLCO TAIWAN CO., LTD.
C型滑軌
C型拉門滑軌之軌道為不銹鋼304材質，免除您生銹的困擾。滑座包覆於
軌道內運行，能防止外來的雜質，碎片及其他外部因素帶來毀損風險。適
合應用於精度不高，但髒汙、潮濕及溫度變化大的環境。此外，滑座體積
小不佔空間，中間的滾輪具偏心設計，可自行調整預壓。行走超滑順，低
噪音。Ｃ型滑軌依軌道的寬度有3種尺寸：20、30及45所有滾輪均有軸承
鋼及不銹鋼的材質可供選擇。滑軌20及30尺寸僅提供不銹鋼材質，45尺
寸有鍍鋅鋼及不銹鋼2種材質可供選擇。滑軌20及30尺寸最長4000mm，
45尺寸最長6080mm所有滑軌均可依客戶需求進行裁切。
www.rollco-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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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238
萬註機器廠有限公司
WAN TSU MACHINERY CO., LTD
高速高頻內藏式電主軸
高速高頻內藏式研磨電主軸(台灣製)，專注於小孔徑與特殊材料加工。
額外裝置需求：高頻變頻器，水冷卻機，油氣設備
主軸外徑：62/80 mm
最高轉速：220,000 rpm
軸承：混合式陶瓷軸承
功率：500W
馬達型式：感應馬達
刀具介面：內面錐度帶內牙
High speed/frequency grinding spindle(Made in Taiwan)
Focusing on machining of small bore and special materical
External devices: frequnecy converter, cooling device and Oil-Air device
Spindle Housing: 62/80 mm
Max. Speed: 220,000 rpm
Bearing: Hybrid ceramic ball bearing
Power: 500W
Motor: Asychronous motor
Tool interface: Internal taper with screw thread
www.allorder.com.tw

4C244
鉅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U WEIR TECHNOLOGY CO., LTD
鎢鋼銑刀
切削刀具在加工時，常因本身產生的共振，導致刀具崩刃、斷裂等情況
發生。GFT新款研發不等分底刃、可變螺旋角，正是為了抵消刀具本身
產生的共振所作的新型設計。因共振情況減少，所以進給速度F至少可
以提升30%以上，並可讓加工物表面更加細緻，且刀具壽命更加延長。
www.cuttingtools-gft.com

1B529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RECISION MOTION INDUSTRIES, INC.
交叉滾柱軸承
交叉滾柱軸承由外環、內環及滾柱組合而成。其滾柱排列在90°的V型
溝槽軌道上交叉排列，交叉滾柱軸承的設計使得一只軸承就可以承受
軸向、徑向、力矩等所有方向之負荷。交叉滾柱軸承內，滾柱與滾柱
之間有一保持器間隔其中，防止滾柱與滾柱互相摩擦及溫升，導致旋
轉扭矩的增加及不穩定性。此外由於軸承滾柱及軌道以線接觸之運轉
下，使軸承可承受很大的負荷，變形量低而使軸承壽命增加。因限制尺
寸範圍小型化之下，仍具有高剛性的表現，因此常使用在工業式機器人
旋轉關節、精密旋轉盤、機床、主軸、風力發電設備及IC製造裝置等
用途。
www.pmi-am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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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415
麗勳企業有限公司
LIHSUN INDUSTRIAL CO., LTD.
鑽頭研磨機
DM213 FAST DRILL RE-SHARPENING MACHINE
Patented Features:
．Double-bearing grinding unit(reduces wear).
．Drill tightened design with bearing device.
．Adjustable trimming angle.
www.lihsun.com

2A214
翰坤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HANN KUEN MACHINERY & HARDWARE CO., LTD.
水車式伺服展刀主軸頭
水車式伺服展刀主軸頭為翰坤五金機械有限公司所研發最新產品之一，
此產品經由伺服馬達控制展刀行程與主軸進給，而主軸轉速可搭配一
般三相馬達或伺服馬達控制。主軸鼻端精度在0.002mm內，展刀重複
定位精度在0.01mm以內。展刀行程是由C5等級滾珠螺桿與線性滑軌
來傳動拉桿控制，展刀主軸頭產品適用於圓孔內/外加工，車銑，車
牙，搪溝槽，錐形，凹面或凸面等圓球面加工。此產品已獲得台灣精
品獎正式頒發肯定，是精密專用機械設計最佳自動化工具。。
Servo Type Facing Spindle Head Unit is one of the latest HARDY
developed spindle products. The spindle stroke and facing head
slider are designed to be driven by servo motors and the spindle
motor is available with a three-phase electric induction or servo
motor control. The roundness of spindle nose is within 0.002mm
and repeatability of facing head slider is within 0.01mm.
Facing head slider transmission is designed with linear rails and
a ball screw grade C5 which are incorporated with servo motor
control. This unit is capable for processing like inner (ID) and outer
(OD) turning, grooving, conical boring, conical threading, concave/
convex rounding and other spherical machining.
www.hardy-tw.com

1B417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VEX-SG TECHNOLOGY INC.
移動式機器人
可配合生產的產品，組合更換不同的產線配置，從固定的輸送帶轉變
為可彈性變化的模組化生產線，最多可全面連接100台移動式機器人。
．自主導航_自行選擇路線，自動避開障礙物行走。
．車隊管理_最多可控制100台進行高效率運行。
．容易操作_最短半天即可修改地圖因應產線變更。
www.avex-sg.com/index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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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140
德威精機科技有限公司
GERMAN WAY LIMITED COMPANY
ZASD 400 dyn 雙軸搖籃精密轉台
車銑複合雙軸分度盤
全球獨創雙軸分度盤可同步實現車、銑功能。
範例: ZASD 400型號、 800mm直徑台面 (標準台面、定位錐、拖拉式
托盤)、1000kg承重、800rpm高轉速。
Peiseler 2-Axis Swivel unit with turn- milling operation
Worldwide first unit with both operation options in one.
Example: Type ZASD 400, Dia. 800mm faceplate (Alternative also
as pallet system), Transport load max. 1000kg, Speed of faceplate
max. 800 rpm.
www.germanway.com.tw

4A517
力卡實業有限公司
LEEKA INDUSTRIAL HARDWARE CO., LTD.
崁入式取手 HP-006
力卡實業為各式工業五金-機箱、櫃鎖具、鉸鏈、把手及其它附件之製
造商，產品用途廣泛，例如：工業電力櫃、工業機箱機櫃、工業機械
設備、自動化設備、汽車及運輸、自動服務設備、食品工業設備等。
最新推出一款不銹鋼崁入式取手HP-006，是沿襲HP-002的設計，表面拉
絲處理，手入處的R層包覆平滑不刺手，可廣泛使用於各產業機箱/櫃及門
板手拉或是手抬使用，且分為螺柱型及內固定型二種，可任意選擇。
www.leeka.com.tw

2A311
永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GERMAN TRCH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CO., LTD.
GTP 2G CTS中心出水雙速主軸齒輪箱
GTP 2G CTS中心出水雙速主軸齒輪箱( Coolant Through Spindle )
．標準齒輪箱配件，降低成本
．嶄新的設計，防範切削液滲入齒輪箱內部
．中空軸馬達的CTS應用
．允許最高 10,000 – 12,000輸入轉速 ( i = 1)
．輸入功率 8∼47KW
．輸出扭矩 120∼1,375Nm
．最高70bars壓力，或35 l/min 流量切削液通過齒輪箱到達切削刀具。
german-tech-prec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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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428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DELTA ELECTRONICS, lNC.
CNC控制系統解決方案
台達為工具機產業提供更靈活的數控系統解決方案！
台灣工具機產業以往都以歐、日系品牌為主，客製化靈活度低、維修
成本高，許多功能、軟硬體都需額外收費。身為工業自動化領先品牌，
台達推出CNC數控系統解決方案，整合自行研發的關鍵產品包含：控
制器、驅動器、主軸、搭配通訊系統等，整合成一套完整、靈活、有
彈性、更具競爭力的解決方案，兼顧速度、精度、表面光潔度等工具
機重要技術指標，提供機台可靠、穩定的加工性能，特別適合高速攻
牙與雕銑加工的應用，亦適用於模具生產或機械零件加工製造，提高
業界競爭力。
D e l ta C N C S o l u ti o n : a Fl e x i b l e , In te g r a te d S y s te m fo r th e
Machining Industry
As a leading brand in the industrial automation ﬁeld, Delta provides
highly integrated, flexible, and exceptionally competitive CNC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Delta's solutions help CNC manufacturers
overcome issues such as poor ﬂexibility, high maintenance costs, and
additional expenses for extra functions / hardware / software, as well
as minimize over-reliance on European and Japanese brands.
Integrating self-developed CNC controllers, servo systems,
spindle axes, and communication devices, Delta's CNC solutions
feature high-speed, high precision, and superior surface finishing
that enhances the speed,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CNC machine
tools. Delta's CNC solutions are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highspeed tapping, engraving and milling processes, mold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mponent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www.deltaww.com

2B622
力永實業有限公司
LYEDM INDUSTRIAL CORP
ERC 80(EROWA Robot Compact 80)
自動化應用發展在製造業的未來是不會改變的趨勢，走一次加工可能
就要耗上數小時，若能使用EROWA夾治具系統（重覆精度0.002mm）
並搭配自動化設備，只需前置作業的準備及設定，就可以有效地提高
機台稼動率，達到24小時投產的目標。
ERC 80的對稱設計，可同時服務兩台加工機，機械手臂最大載重達到
80公斤，機台內部兩個料倉總共可搭配最多至176個標準電極，佔地
面積只有2平方公尺，可更彈性地使用現場空間。
The automatic applic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necessary
trend. It may cost several hours to do a process. Using Erowa
fixture system(repeatability:0.002mm) with automatic machine,
all you have to do is setting after the process. It Enhances the
utilization rate efficiently and produces in 24 hours without stop.
The symmetrical design of ERC 80 can serve two machi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ximum transfer weight is 80KG. The two loading
stations totally can load with 176 standard electrodes at most. Its
construction is on mere 2 m². Use the space more flexibly.
www.lyed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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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213
和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HOSEA PRECISION CO., LTD.
TRNC-400S
和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是台灣CNC五軸分度盤的領導廠商。長期專於
製造高精度CNC五軸分度盤符合最嚴苛標準的歐洲市場，產品在歐洲
受到廣泛使用與愛戴，深受各知名工具機製造廠肯定。和昕精密每年
外銷300台以上五軸分度盤，在歐洲廣泛使用超過15年，和昕精密五
軸分度盤特性為高精度、高效能，屬於高端產品，且精度已經超過標
準，必須受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管制。
此次TMTS將展出新型五軸分度盤TRNC-400S，該機型C軸具備大旋
徑旋轉空間，適合長型汽車零件加工。底板型式可配合客戶需求，搭
配線軌或硬軌，亦可搭配氣/油壓分配器進行自動化夾治具規劃。和昕
精密為台灣第一家榮獲AS9100航太認證的分度盤製造商，和昕精密以
航太級的品質標準來生產產品，提供客戶至高的品質保證。
www.hosea-world.com

4A514
形碩板金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THINKSO
工業設計
THINKSO是一間專門設計板金機殼的設計公司，整合了許多設計界的
人才與板金業的專家，是設計界中難得擁有板金工程專業的設計公司。
因為板金拆圖不須假他人之手，擁有完全的設計及施工之主導權，不
論多麼獨特、困難的設計都能完全呈現，協助客戶建立品牌辨識度。
www.thinkso.tw

3B431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APTAIN SCIENCE CORPORATION
AXELENT X-GUARD安全圍籬 /
AXELENT X-GUARD Machine Guarding
符合ISO防護規範準則，多種標準零件一應俱全，對應各種機械的防護
需求，輕量化、容易安裝、拆卸，優異的設計，節省空間與成本，配
合客戶需求彈性變化組合。可選擇金屬網、塑膠或金屬板材質防護片，
塑膠板符合防火規格UL94V0與EN1598，經濟、彈性設計組合、符合
國際安全規範。
符合歐洲機械規範、固定式防護物準則。多種標準零配件一應俱全,
對應所有機械防護需求。簡易安裝、拆卸，不使用螺絲，附可ONE
TOUCH安裝的「X-KEY」。一個拆卸也只需ONE TOUCH。即使一個
人也可以簡易組裝與擴充零件。節省空間：以原本1/3的空間即可有效
率設置安全柵欄。如此一來，無需浪費空間，安全性大幅提高。操作
簡便，搬運或組裝均可迅速執行。超輕量，不論是設置，拆除或移動
時均可輕鬆搬運。時尚且簡易的設計，對工廠的環境美化有加分表現。
www.capi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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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425
安威機具股份有限公司
ANNWAY MACHINE TOOLS CO., LTD.
QSK 零點可調精度刀桿 /
QSK Zero Adjustable Precision Holder
QSK零點可調精度刀桿可穩定孔徑加工尺寸精度，解決因為機床主軸
老化，而引起的跳動偏大問題，進而降低表面粗糙度，使加工面光潔
度提高，並因簡單的結構，能在機床上直接調整刀尖跳動精度，延長
刀具壽命。請搭配絞刀使用。
QSK Zero Adjustable Precision Holder could make stable working
diameter, avoid vibration from the old spindle and make working
surface more smoothly. Simple design, easy to adjust run-out. To
extend the lifetime of tools and suitable for reamer.
www.annwaytools.com.tw

3C443
明江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MTC-MERCURY TRADING CO., LTD.
Hexagon Explorer Performance三次元量床
Explorer Performance機型採用全新的控制系統，配備先進的線性溫度補
償系統，PC-DMIS掃描量測軟體以及適應各種測量任務的多測頭系統。
產品特點：
．X向橫樑採用超高剛性精密三角樑(Tricision®)技術，通過減輕運動負
荷進而提高了整機的性能，是保證穩定性和剛性的最佳結構設計。
．Y軸採用獲得專利的整體燕尾式導軌，提高了測量機的精度和重複性。
．具三軸自動溫度補償功能，外加工件溫度感應器，此功能可偵測四周
環境溫度變化情形，給予即時的補償修正，提高機器的量測精度。
．Z軸採用獲得專利的氣動平衡設計，提高了機器的測量性能。
．各軸採用預載荷空氣軸承，完全消除摩擦力和運行磨損對機器造成的
影響，並對現場灰塵不敏感。
．提供從600x800x600mm到1200x3000x1000mm完整的尺寸系列，為
不同類型的應用提供了全面的檢測方案。
www.mtcmercury.com.tw

4C556
金利成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JIN LI CHENG CUTTING TOOL CO., LTD.
JAVN不等導程不銹鋼銑刀
穩定、耐磨耗、壽命長，採用高階碳化鎢鋼材，不等距導程設計，實
現高效率、穩定的切削，4刃及獨特的刃口與螺旋溝槽設計，加工去屑
快速俐落，被切削硬度HRC30~40，提供難切削的不銹鋼304#至與4
字頭的工件加工，更適合在鈦合金工件加工應用。
www.jinlich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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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551
朋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PONGI GEAR EXPERT CO., LTD.
MYTEC膨脹心軸
德國MYTEC液壓膨脹心軸(arbor&chuck)使用特殊的液壓膨脹系統RS
及SL，在夾持精準度、夾持力度和傳動力矩上大大超越傳統夾治具，
且膨脹率最大不超過0.3%，具有流暢的外觀，納入人性化與簡易化設
計，兼具精密定位，是最佳的工件/工具夾持。全硬鋼化結構使得高轉
速運轉下，仍可以展現完美的夾持，確保加工順暢與延長刀具壽命，
可被應用範圍如：各式工件夾持、各式工具夾持、各式機台產能，已
達到各式客製化的需求。
www.pongi.com.tw

3C236
芳嘉天碟有限公司
TOPSDISK CO., LTD.
DGH-100AB5 數控磨刀機專用直驅旋轉主軸
DGH-100AB5數控磨刀機專用直驅旋轉主軸
．DD馬達驅動，無齒隙
．DGH-100AB5 中心孔BT-50
．最小分割精度0.001度
．高速，90度分割時間低於1秒
DD Rotating Spindle for grinding machine

•DD servo motor drive, No backlash.
•Center bore of DGH-100AB5:BT-50.
•Min. indexing degree: 0.001 degree.
•High Speed, 90-degree division time less than 1 second.
www.topsdisk.com

3B534
威銓科技有限公司
WEY JUAN TECHNOLOGY CO., LTD.
鎢鋼銑刀
威銓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銑刀、鑽頭、絞刀等不同碳化鎢鋼切削刀
具的生產與銷售，專精於各式成型刀的訂做及OEM代工。除了標準規
格刀具之外，也可依造顧客需求生產特殊規格，最小的刃徑可至0.1
mm，最高的硬度也可達HRC 68。
Wey Juan Co. is specialized i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the tungsten carbide cutting tools such as square end mills,
roughing end mill, miniature end mills, corner-radius end mills and
accessories.
www.wj-t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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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156
神逵企業有限公司
SHENG KWEI ENTERPRSIE CO., LTD.
散熱風扇 AC Cooling Fans
神逵SK全系列產品有18種型號，從8公分到最大28公分，多種尺寸讓
客戶做挑選。創立於1995年，神逵產品皆擁有UL、cUL、TUV和CE
認證，也符合歐盟規定的RoHS法規。公司產線經過ISO9001的驗證
來確保品質管控。
軸流散熱風扇是維持不斷電系統的關鍵之一。各產業需要安裝風扇來
降低機器運轉時常見的過熱問題、且有效率地保持各種器材電箱內的
通風。此型號SK172是全球熱銷款，能精準地把機器運作時的熱氣抽
出機箱外，確保設備的溫度保持於一定的範圍內，以防過熱現象產生。
The size is 172x150x51mm and the weight is 1kilo with two-ball
bearings. This model passes dialectic withstand voltage test: 1 min.
at 1500VAC, 50/60Hz, and has approved by UL, cUL, TUV and CE.
Also it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with RoHS compliant.
SK172 is one of best belling models with unique double-D shape,
which is easily to attach on any kind of equipment. Another frame
option of round shape is for customized selection as well. Our
newest innovation, SK170 can offer high air volume of 290CFM.
www.shengkwei.com.tw

4B223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HEIDENHAIN CO., LTD.(TAIWAN)
生產數據分析蒐集軟體 (State Monitor)
全新的PC軟體StateMonitor提供讓使用者一目瞭然並輕鬆地在製造過
程中讀取機台生產數據的介面。機台的生產效率及稼動率可透過機台
的相關生產狀態、進給速度百分比設定、主軸轉數百分比設定及使用
歷程記錄等評定。在數據蒐集的基礎上，可以提示機台可能達到的優
化潛力。
設定Email後，當機台發生故障或有錯誤訊息產生時，即能適時傳送給
適當的相關人員。使用者可於第一時間直接判定機器的停機原因，有
助於發揮機器的潛能及提升工廠的整體生產力。
www.heidenhain.tw

4B231
台灣雄克股份有限公司
SCHUNK INTEC TAIWAN LTD.
VERO-S模組化零點快換夾持系統
VERO-S是模組化的快換托盤系統，用於在現代 3、4、5 軸機加工
中心上，對工件、夾持裝置或其他設備進行非常快速和極為精確的重
置。它將裝調時間縮減了高達 90%，從而確保最佳機台設備利用率。
VERO-S 使用一個或多個定位銷來夾持工件、托盤、固定使用的模組
以及夾具塔。
www.schu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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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539
瑞士商夏弗納電磁相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CHAFFNER
夏弗納集團是電磁兼容和電能質量領域的國際領跑者
夏弗納提供完整的產品和服務，包括EMC/EMI元件、諧波濾波器、電
磁元件以及客製化解決方案的開發和執行。夏弗納產品廣泛運用於高
效能驅動系統、馬達控制、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系統、軌道技術、
工具機、機器人以及醫療和通訊等眾多領域。
夏弗納提供世界上選擇範圍最廣的EMC/EMI濾波器和chokes，標準化
與根據客戶訂製的解決方案結合全方位的工程支援，能夠有助於達到
國際法規標準，同時提升電器與電子設備的抗擾性和安全性，有助於
符合國際標準。
夏弗納除提供市面上最完整的濾波系列產品外，同時也提供電磁相容
傳導性測試與技術支援，並提供各式電力品質解決方案，絕對是業界
的最佳合作夥伴。
www.schaffner.com.tw

4C164
台灣基恩斯股份有限公司
KEYENCE TAIWAN CO.,LTD
影像尺寸測量儀
．3秒最多可測得99處尺寸，最多同時量測100個工件。
．無人為誤差、無經驗亦可操作。
．單鍵完成量測，即可完成檢查報告。
．Measurement of up to 99 points with a single button press.
．Easily perform over 100 measurements simultaneously.
．Intuitive interface that anyone can use.
．Eliminating operator error.
．Complete inspection reports in seconds.
www.keyence.com.tw

4B525
業碩股份有限公司
YESSO CO., LTD
業碩為中部地區吊重、起重、搬運設備之專業供應商，產品項目涵蓋
電動吊車、電動小車、電動大車、安全電軌、C型軌、天車專用無線
遙控器、天車開關、貨梯主機、電梯軌道、防掉落裝置、導軌器、迷
你鋼索小金鋼、鋼索捲揚機、各式吊架、各式吊帶、各式滑車、手動
吊車、搬運小坦克、油壓堆高機、油壓拖板車、油壓升降台車、千斤
頂、電纜保護鍊條等。公司另設有工程維修部門，提供升降機、貨梯
及天車全方位的售後服務，以滿足客戶各種作業需求。
Electric chain hoist, wire rope hoist, monorail motorized trolley,
moto saddle trolley, end carrier , wire rope winch, mini chain hoist,
insulated conductor rails, current collector, pendant push button
controls, jack, move equipment.
www.yess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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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163
雅堤企業有限公司
YATAGHAN ENTERPRISE CO., LTD.
水晶纖維油石刷
由多支水晶纖維油石製成的水晶纖維油石刷，其切削力、使用壽命以
及柔軟度更優於一般油石，能夠有效地去除表面粗糙，且能避免過度
切削的情況。針對不同的研磨需求及加工方式，雅堤亦推出了各種款
式可供選擇，在研磨精修時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As for the ceramic fiber brush, each one of its bristles is abrasives.
It has higher grinding force than ordinal-brush but has a soft touch.
It achieves "appropriate" and preventing excessive shaving.
www.yataghan.com.tw

2A312
蓮花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OTUS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LTD
煙塵淨化機:LOMA-AD
環保回收˙節能減碳˙空氣淨化
蓮花創新科技重資研發綠色科技專利，其成功開發具有五道過濾系統
的「油霧回收空氣清淨機」，最高能達到99.99％的油霧回收率，不
僅能讓油霧回收再利用，更能有效過濾0.2μm的懸浮微粒達96.8％以
上，選配產品可符合無塵(淨)室的等級要求。
「煙塵淨化機:LOMA-AD」為最新升級版本，是成為綠色工具機的最佳
環保配備。
LOMA-AD系列特性 :
．前端第一、二道過濾為可拋棄過濾棉，免清洗，耗材成本低，第三道
過濾袋可有效攔截極細乾式粉塵，有效延長第四道濾桶使用壽命。
．標配新差壓表，可檢知前、後端過濾阻塞情況顯示。
．標配過濾桶，過濾等級為HEPA/E11等級，獲得TTRI檢驗通過EN1822指令，細懸浮微粒PM0.2μm達96.8%以上。
．另可選配：濾桶過濾等級為HEPA/H13等級，依EN-1822指令，細懸
浮微粒PM0.2μm達99.95%以上，可符合無塵(淨)室的等級要求。
www.yoen-loma.com

4A424
豪力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LD WELL INDUSTRIAL CO., LTD.
U 軸搪削頭
使用機床控制器透過伺服馬達，控制搪削頭的滑塊徑向位移，且可在
主軸旋轉中同步進給加工，可完成車牙、錐度、切槽、逃溝、曲面等
加工，實現中心加工機車削的功能。
With a U-Drive unit commanding the feed control of the tool slide and
the tool placement even during rotation, U-Axis Boring and Facing
Head is made to offer the solution to a series of processes such as
threading, conical threading, grooves, slots, curve surface machining
and other complex proﬁles. U-Axis Boring and Facing Head makes it
possible to do turning operations on all machining centers.
www.holdwell.com

106

工具機與零組件

TM TS 2 0 1 8 ∣ 零 組 件

1A119
僑光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JACOB IRON WORKS CO., LTD.
十字虎鉗
．十字虎鉗可裝置在機台桌面上的任何地方，同時可準確地在Ｘ、Ｙ軸
像上鑽出多孔。
．精確的加工以及組裝製造。
．精確的平行以及直角兩者。
．適用於夾持軟性材料，如：木材、鋁材、銅材。
www.jacobvicro.com.tw

3C450
萬事達切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INSTAR CUTTING TECHNOLOGIES CORP.
雙面刀片
萬事達切削科技為雙面銑刀片的專家，致力於刀片的研發與製造。秉
持著3E為宗旨。
經濟（Economic）：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一片刀片可以提供更多的切
削角，直接為使用者省下成本。
高效（Efficiency）：雙面負角刀片的高鋼性設計比起單面刀片可以在
切削時直接提高產能及效率。
環保（Environmental）：有別於一般傳統單面銑刀片，以相同的用料
做成雙面刀片，達到鎢粉原料的即省。
目前至2018年已推出BNMX,XNMX,LNMX,WNMX,SNMX以及ONMX
等等系列刀片，受到市場的廣大迴響，將台灣刀片的品質水準提升至
與國際刀片大廠同步，並向未來切削產業航太、汽車、模具的主流市
場看齊。
www.winstarcutting.com

1A609
耀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AU YU INDUSTRIES CO., LTD.
各式車銑複合刀座(VDI與BMT系列)
耀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一於台灣成立30年之專業精密機械零件製造
廠，專注於車銑VDI-HF及BMT系列刀座之製造，領先業界推出高鋼
性、高精度車銑，穩定性佳，強調高轉速，亦可設計內外出水冷卻系
統之動力及固定刀座。
YAU YU INDUSTRIES CO., LTD, based in Taiwan,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in the production of precision machine parts for over thirty year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VDI- HF and BMT series tool holders,
YAU YU is highly experienced in advanced machining, capable of
milling and turning under high rotational speeds with stability, high
rigidity and great precision. In addition to that, YAU YU is also capable
of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dynamic and ﬁxed tool holder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ling system.
www.vdi-yauy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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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231
七洋空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EVEN OCEAN HYDRAULIC INDUSTRIAL CO., LTD.
七洋油壓單元
緊湊型油壓單元
．節能提升

．省空間

．維護簡單

．高效率、低溫升

Compact Hydraulic Unit
．Energy-saving

．Compact size
．Easy maintenance and upkeep
．Highly efficient by keeping oil temperatures low
www.7ocean.com

2A218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HANDOX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CL-32DP三爪中實油壓夾頭（大尺寸）
大尺寸中實夾頭，適合立式車床加工使用。
．鋼製外殼具備穩定的機械性質以及高轉速，提昇加工穩定度與彈性。
．特製黃銅防塵密封條，減少進入夾爪內部的切屑或雜質，降低故障機率。
．提供多種鼻端規格的連接板方便安裝與更換。
. Steel Chuck body have stable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high rotating
speed, it could raise your working stability and flexible machining
applications.
． Brass dust sealing which installed on the both side of slideway, can
prevent the scraps into the chuck when machining, and keep the
working stability.
． We provide different flange plate for adapt with different A2 Spindle
Nose size, it's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for installing and changing
the chuck.
www.chandox.com

4A425
維昶機具廠有限公司
VERTEX MACHINERY WORKS CO.,LTD
強力側固專用油壓倍力虎鉗 VQCV125H & 160H-L&R
由維昶新研發之機床虎鉗，解決強力固定方案，分為左右側立固定，
可夾持長形及超高工作物，精巧且開口比較大，四台側立並列使用更
方便，直立或側立使用時不搖晃，多樣化使用方式，加工固定時更穩
固，油壓機構耐久不失壓，保養成本低，本體採高級球墨鑄鐵FCD60
製成，表面硬度處理，隱藏式螺桿最大直徑達Φ42mm，夾持力最大，
精度0.01內並且有最小的鉗體卻有最大的開口比，適用於各式工作母
機使用！
VERTEX THE BEST YOU CAN TRUST!
www.vertex-t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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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239
宜福門電子有限公司
IFM ELECTRONIC (TW) LTD.
應用於自動化與IT系統的IO-Link主站模塊
在冷卻劑和食品領域，將感應器連接至PLC和IT系統的耐用IO-Link主
站模塊。
．經由全新IoT（物聯網）核心，為工業4.0做好準備
．自動化與IT網絡分離
．4或8個IO-Link端口，具有完整的V1.1功能
．PROFINET、EtherNet/IP、EtherCat或TCP/IP JSON
．主站和設備可經由LR DEVICE軟體配置
應用於自動化與IT系統的IO-Link主站模塊
分散式IO-Link主站模塊作為智能IO-Link感應器與現場總線之間的閘道
器。此外，智能感應器的重要信息可以同時傳送到IT系統。經由單獨
的IoT Ethernet插座，IT網絡可以與自動化網絡完全分離進行設定。感
應器信息會經由建立的TCP/IP JSON介面發送到 IT系統。
堅固的現場總線模塊適用於高要求應用
由於採用特殊的外殼材料和所具有的高侵入防護（IP 67 或 IP 69K），
它們適用於冷卻劑應用，或直接在食品工業的潮濕區域使用。ecolink
技術可確保M12插頭/插座與連接纜線永久可靠連接，且具侵入防護。
www.ifm.com/tw

4B235
星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SING LUNG TRADING CO., LTD.
絲攻+切削刀具
德國EMUGE-FRANKEN 在螺紋加工技術和銑削領域享有盛名，同屬
於EMUGE集團公司的高精度夾具也是業內的佼佼者，但由於其非標
特性而沒有讓大家所熟知，然而實際上，其絲攻和銑刀及夾具在汽車
製造業和航太業加工及工具機製造業等諸多領域已有長期和廣泛的應
用。
www.sl.com.tw

2A401
善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AN HUA PLASTIC INDUSTRIAL
SAE R7 R8高壓管
善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生產的R7、R8高壓管均符合SAE 100R7、
SAE 100R8。擁有最多樣尺寸、顏色、配置及包裝供客戶選擇。產品
特點為重量輕，約橡膠管重量的1/2，受壓力時，曲線不變。採用耐
候、耐磨擦、耐油性的特殊材質。可耐用各式酸鹼，並可選擇外管顏
色，便利於顏色管理，亦可選擇導電和非導電型，以確保機台人員的
安全。用途方面，除了可以完全取代傳統橡膠管外，可用於各式高壓
液體、高壓氣體、噴塗裝機、清水溝車、農業機具、轉向系統、船舶
用管等，各式液、氣體配管均可使用。
www.shp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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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448
景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CHIN MING PRECISION TOOLS CO., LTD.
鎢鋼鋁用平底型鑽頭
鋁合金專用鑽頭 (Al 5052 / 6061 / 7075)。
CDFN Drill For Aluminum Alloys (Al 5052 / 6061 / 7075).

新型幾何設計，使穿孔加工時，減少底孔毛邊。
A whole new geometry desing decrease burr from bottom hole when drilling.

鑽尖角度180°設計，使加工底孔更佳平整。
Point angle 180 degree makes bottom hole more smoothly.

高效率 ! 高精度 ! 多功能用途 !
Precise ! Efﬁciency ! Performance opens up extensive applications !
www.cmtec.com.tw

3C563
北聯研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Y UNION ABRASIVE TECHNOLOGY CO., LTD.
砂輪
我們相信，研磨是決定精度的關鍵。
對每個環節不斷的努力，是為提供最佳的研磨工具，來達到精度要求。
We believe grinding is the key to precision.
Keep improving every process is our way to provide best grinding tool
for precision grinding.
www.bayunion.com.tw

1B419
億川鐵工所股份有限公司
DI CHUN IRON WORK CO., LTD.
三爪後拉式夾頭 / DR Series/ 3-jaw draw down power chuck
服務鑄造品質，品質創造價值
億川致力於油壓夾頭和油壓缸製造已於40載。
夾頭是車床的精隨所在，不僅要質輕堅韌，更要穩定牢固。
新產品DR系列三爪後拉式油壓夾頭，作徑向夾持，同時強力後拉，後
拉式夾持將工件緊貼在基準面上，使夾持穩固，適用於重切削、鑄件
及鍛件的加工。
圓柱滑動結構，可長期使用，並確保重複夾持的優異精度。準確的自
定中心及強力夾持工件不上浮特性，要求長度精準的加工最適宜。
Service decides quality, Quality creates value.
Di Chun specialize in power chucks and hydraulic cylind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Chuck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lathe; it shall not only lightweight
and resilient, but also stable and solid. Our new product, DR series- 3-jaw
draw down power chuck features of radial clamping will lead to almost no
work piece uplifting displacement, it is suitable for casting and forging parts.
For the clamped work-piece is oppressed to the surface, DR series also
suitable for heavy machining. Chuck Actuators with cylindrical structure
are durable and ensures high clamping repeatability. Besides, accurate
self-centering and pull back features are adequate to meet length control
machining requirements.
www.auto-str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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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437
機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JYI YUAN ENTERPRISE CO., LTD.
專業模具彈簧
機元企業自1974年創立以來，秉持著堅實經營、共存共榮、誠實、積
極、負責、創意、互惠的經營理念。以滿意價格、優良品質、交貨精
確、顧客至上為公司之經營方針。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五金沖壓模具專業設計製造、高品質磨床電磁吸
盤、模具矩形彈簧、模具零組件、模具相關產品代理。
機元牌模具彈簧，採用高品質材料，經三次以上強壓及表面強化處理，
耐疲勞，耐溫度，韌性好，可達到優異效果。對五金模具延長壽命有
所助益，品質媲美進口彈簧。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74, Jyi Yuan Enterprise Co., Ltd. has abided
by the management mottos：substantial operation, co-existence&prosperity,
honesty, active, responsibility, innovation, and reciprocity. Satisfactory pricing,
quality product, punctual delivery, and customer first are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mpanyas well.
Major Businesses：Specialized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hardware
pressing molds, High-end magnetic vacuum chucks for grinding machine,
Rectangle mold springs, Mold parts, Sales agent for relevant mold products.
The "Jyi Yuan" brand mold springs adopt high quality materials and are
conducted over three times of high pressure and surface intensiﬁed treatments,
thus ensuring all products are fatigue-proof, anti-temperature, and good tenacity,
and reaching an excellent efﬁciency. This also beneﬁts the life span of hardware
molds as their quality emulates that of imported counterparts.
www.jyiyuan.com

2B432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LNC TECHNOLOGY CO., LTD.
精密機械市場極佳性價比的SMART BOX+震動感測器
Smart Box + Vibration Sensor
The Best Cost Performance Solution for Machinery
寶元IFC6900工業4.0控制器系列是最具競爭力且市場定位最為鮮明
之產品，寶元推出IFC6900控制器，產品機台加工核心由FANUC控
制器進行，IFC則專注於機台周邊整合控制、加工輔助功能、支援
EtherCAT及雲端聯網，透過IFC即使是FANUC使用者也能用最快速度
最低成本輕鬆整合多種設備，包括:
．機器人:IFC硬體上提供多種介面連結機器人，軟體分則僅需加購機器人控
制軟體，機台就能透過IFC控制機器人
．傳感器: IFC提供EtherCAT通訊協定可以連結控制溫度、震動、壓力等多
種傳感器，快速打造現代智慧化機台
．視覺系統:透過IFC6900/7900，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透過COM， EtherCAT
甚至網路進行視覺系統連結
．RFID:透過RFID建立使用者權限與功能對應管理，只要透過RFID感應，
使用者可以自動依據權限執行功能，對於機台管理不但更加簡便還大幅
提升安全性
．支援第四軸，最大可達32軸
．實用APPs:內建多達30種APPs包含:主軸監控、主軸負載、網路DNC、加
工檔案傳輸、電子文件、能源管理、刀塔管理等等，要讓FANUC的機台
加裝IFC後成為最聰明的機台
www.ln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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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506
一佳有限公司
RUN ACE CO., LTD.
二軸頭
一佳有限公司自1987年9月成立以來，即致力於引進歐美名牌優良傳
動組件，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及提供國內各大知名優良廠商歐美傳動零
組件為服務宗旨。
新引進義大利HSD–優良廠商專業製造，高速主軸、二軸頭。產品規
格齊全：超過161款型式與選配，69項主軸可供應、10款二軸頭。更
可針對客戶需求配合共同開發專屬品項，尤其以擁有強大堅強的服務
團隊和效能深得客戶的信賴與長久支持合作。
其 它 代 理 經 銷 品 牌 有 ： B O N F I G L I O L I G R O U P, H E N S C H E L ,
SANTASALO, VOGEL, UNIMEC, KORTA, GAMBINI, RECKON等。
產品包含：減速機、齒輪箱、伺服專用減速機、齒條、滾珠螺桿、轉
向器、昇降器、分割器、聯軸器、煞車離合器、扭力限制器、等精良
傳動組件，敬請聯繫指教。
www.runace.com.tw

3A507
主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RAISE PRECISION IND.CO.,LTD.
ADONAI 迴轉沖削刀具
ADONAI 迴轉沖削刀具是一個操作簡單的轉削孔刀具，可在盲孔或通
孔上，銳邊或倒角邊製作有規則或不規則的多邊形，除了標準的六角
形與正方形孔，也可製作溝槽，星形或其他特殊外形。
此外ADONAI 迴轉沖削刀具適用於一般車床、CNC自動車床、綜合加
工機、鑽床以及特殊功能機器。也適用各種標準或特殊的內孔及外形
沖削加工。
The ADONAI broaching tools is simple, easy to operate attachment, which
produces regular or irregular polygons in blind or through holes having sharp
or chamfered edges. The attachment operates with a hunting rotary motion
which,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 hexagonal and square holes, can also
produce grooves, Torxs and other special proﬁles.
The ADONAI broaching tools can also be used on lathes, CNC automatic
lathes, machining centers, drilling machines and special purpose machines
for wide variety of standard or speci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ms.
www.7-hero.com.tw

2B638
宗記刀具有限公司
ZONG JI TOOL CO., LTD.
自動定位出水車刀
出水車刀採用合金鋼材質製造，並改良夾持設計，經由本體定位使刀
片重複定位更精準，加大的壓板設計採下壓及後拉定位，透過大面積
的夾持範圍，使刀片夾持更穩固，定位更精準，增加出水孔的設計，
除了加強冷卻外，排屑效果更好，進而延長刀片壽命，此外，安裝刀
片只需一支板手即可夾持、定位一次完成，不僅節省時間，更節省零
件的消耗。
www.zong-j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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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421
正河源機械配件有限公司
CHAIN HEADWAY MACHINE TOOLS CO., LTD.
HCMⅡ鋁合金密齒型銑刀頭
「HCMⅡ鋁合金密齒型銑刀頭」以創新提出具軸向動平衡的概念，是利
用移動槽 中的質量以改變質量所在平面，藉以減少對刀把與刀頭結合
處的力矩，提升刀具動平衡等級。該銑刀頭以突破傳統市場設計，採
用輕量化鋁合金本體設計，平衡性高。刀座採V槽定位結構設計，搭
配具吸震功能的精密楔塊調整，可避免高速切削下所產生的震動，讓
加工更穩定且能有效提昇刀具壽命，並可進行μ級調整功能。具備精
密車削功能等多項優點。
Taiwan's ﬁrst lightweight Aluminum Changeable Milling Cutter has twice the
ﬂutes and double the feed and speed than before. The hourglass shaped
adjustment wedges allow the insert seats to fit to the micrometer. This
unique insert seat design improves chip removal, while the efﬁcient, throughtool coolant system has improved balan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we use an aluminum body, which can
be recycled and reused for other products. PCD inserts can also be reground for a much longer life.
www.chain-headway.com

4B540
亞亮工業有限公司
YA LIANG INDUSTRIAL CO., LTD.
BT齒輪式夾頭
．適合中高低轉速使用

．輕鬆夾緊鑽頭、絲攻、銑刀

．夾緊力可達400-800kg-cm

．鍍鈦爪設計，增加耐磨能力

．可正反轉

．精度佳

Arbor structure makes its performance perfect for drilling press and machine
center. Fine components ensure the tolerance and accuracy well.
The beneﬁt of titanium jaws it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and wear-resistance.
www.yl-tools.com.tw

1B534
展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PIOVISION INTERNATIONAL INC.
EXALEAD OnePart
公司成立多年，您是否曾問過為何成本總居高不下？倉庫裡還堆放著
過去各式各樣剩餘的零件，您的設計師卻每天仍如開拓者一般，從
頭開始設計？OnePart 3D圖文搜尋引擎將解決您的所有問題。有了
OnePart，您的倉庫與資料庫將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是有條有理的寶
藏庫。透過OnePart搜索，您的設計師能在短時間內找出可再利用的
零件，更能立刻獲得資料中的重要內容，這都能協助公司善加利用舊
有庫存、減少重複零件設計，在節省開發與生產成本的同時，發掘隱
藏資產！
OnePart適用於所有製造相關產業，能搜尋各種圖文檔案格式，甚至
可透過以圖搜圖的方式，快速給予搜尋與分析比對結果。
OnePart絕對是企業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創造價值的過程中，不
可或缺的夥伴！
www.pio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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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240
威騰斯坦有限公司
WITTENSTEIN CO., LTD.
Galaxie®創新驅動系統
Galaxie®是威騰斯坦集團 (WITTENSTEIN) 專業研發團隊精心設計
的新一代減速機。Galaxie®有別於一般減速機的設計教條，其高性能
的展現與應用，帶領您進入全新的驅動系統領域。全球首創高剛性、
高加速力矩、中空軸與零背隙的驅動系統GALAXIE®席捲各大獎項，
2015年榮獲工業界奧斯卡獎(Hermes Award)，2016年獲頒德國創新
獎 (Innovation Award), 2018年9月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榮獲創新金獎
(Gold Award for Innovation)，更被提名為Deutscher Zukunftspreis
2018 聯邦總統科技創新獎的最終候選。其創新的「面」接觸設計，讓
出力倍增。相較於同業產品，除了零背隙，亦提供高於170%的最大加
速力矩與高達3-6倍更強的扭轉剛度。 此外ALAXIE®亦與工業4.0無縫
接軌，內建感測器與無線通訊，透過手機App即可掌握此驅動系統的
動態與相關資料。
www.wittenstein.tw

4B233
竣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JIMMORE INTERNATIONAL CORP.
ZOLLER TMS刀具管理系統
將工業4.0 帶到加工廠並不只是意味著為他們的機器提供真正的、最
優質的工具，同時還需要將數位化帶入這些工具並用於生產計畫。
ZOLLER TMS刀具管理系統可幫客戶輕鬆邁入工業4.0。
單一資料庫，整合全廠的加工技術中心，讓完整的刀具資料管理成為
公司的重要資產！
模組化設計，依需求逐步擴充。
銅牌組：具成本效益的刀具管理，縮短尋找刀具的時間
銀牌組：高效率的刀具庫存管理，優化庫存管理，降低庫存成本
金牌組：完美的刀具生產管理，完美控制成本與加工過程
ZOLLER TMS刀具管理可以從雲端中快速匯入大量數據資料，從而節
省時間。 這使您可以直接將刀具數據存入到資料庫，或者以匯入文件
的形式，從MachiningCloud， NOVO或ToolsUnited等雲端平台下載
刀具資料。匯入的刀具資料可即時在ZOLLER刀具管理系統中進行管
理，它們可以組裝成工具並傳輸到CAM系統。
www.jimmore.com.tw

3C229
進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WITCHLAB INC.
CP2 Φ22mm 快插型工業防水開關
本開關為一體式設計，可大幅縮小安裝空間。操作簡易，可輕鬆使
用工具或手指拆裝，且具備PUSH-IN快速插線設計，節省配線及安裝
時間。獨特的單接點雙插線孔設計，可安裝單芯線，多芯線及歐式端
子接線。新型隔板與彈片結構設計，增大線材挾持力與穩定度。獨立
左右接點塊及中隔片設計，大幅提升電氣規格。開關型式齊全並具備
IP66防護等級。另有獨特的接點防水套配件，提供接點部在安裝面板
下亦可達到IP66的防護等級。
www.deca-switch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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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519
捷鋮興業有限公司
JET CHEN SHIN YEN CO., LTD.
韓國斗利自動化零組件
捷鋮興業有限公司，代理韓國斗利自動化零組件產品。斗利為韓國工
具機與自動化設備聯軸器第一品牌，專業生產膜片聯軸器、梅花聯軸
器、十字滑塊聯軸器、剛性聯軸器及鎖緊螺母與免鍵軸套等精密配件。
如有需求請洽捷鋮興業有限公司。
JET CHEN SHIN YEN CO.,LTD act as agent of DURI MITEC from Korea
which offers a wide range of automated components. DURI is the first
Korean brand of couplings for machine tool and automation equipment. They
professionally produce all kinds of coupling products. Such as, diaphragm
couplings, jaw-type ﬂexible couplings, high rigidity disk couplings, Oldham
couplings, locking elements and power lock ,etc.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JET CHEN SHIN YEN CO.,LTD.
www.jetchen.com.tw

1A401
晶傑精機有限公司
SUNUS TECH CO.,LTD
DMU全封閉式機械消隙減速機
Housing Series-Mechanical preload system reducer
為各種負荷、高精密、耐久性的機械設計製造的減速機
(DMU series designed for huge load, high precision and durability)
．超大扭力(Huge torsional rigidity)
．高起動性(High dynamics)
．高定位精度(Precise positioning)
．長壽命、低噪音(Long service life and low noise)
．免換油、免保養(No maintenance)
．密封性佳(Excellent sealing)
．易安裝(Easy installation)
．全封閉式消隙(Totally enclosed backlash)
www.sunusdrive.com

2A311
齊富自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GERMAN TRCH AUTO CO., LTD.
線軌煞車ROBA®-guidestop

零背隙、高剛性的線軌煞車ROBA®-guidestop能保證最高的安全性。在工
具機和加工中心機中，線軌煞車可提高額外的加工精度和加工性能。麥
爾傳動 (mayr® power transmission) 公司現在可以提供這個創新概念的煞
車共有八種構造尺寸，額定夾持力涵蓋5到34 kN。
線軌煞車ROBA®-guidestop直接夾持於線軌上且零背隙，提供了更多的優
勢，NC軸增加額外的剛性，不僅提升加工精度、改善加工性能且能有更
進一步的技術優勢，例如重切削時。加工時的震動變小，對工件的表面
品質有較佳效果。例如在加工過程中伺服軸處於停止狀態時，線軌煞車
ROBA®-guidestop可直接承受負載。這段期間控制器可以切斷驅動馬達
的電以節省能源。消除了定位時的偏移及解除滾珠螺桿軸的受力。藉由
閉合的煞車吸收了軸向力，因此停機和定期保養的間隔可獲得延長。
www.gtad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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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515
億錡股份有限公司
E CHEE MACHINE TOOLS CO., LTD.
SLT減震直柄車刀桿

RBH所推出的STABLELINE ®減震系列車刀桿內含專利減震機構，搭

配可快換式LT型車刀頭，整體式的結合在車削加工上得到最大剛性及
表面光潔度。規格上具備多種柄徑，可加工dia. 20 mm以上的孔徑，
加工深度最大為刀桿直徑的12xD，另有特殊的超長懸伸設計提供客製
化量身定制。
www.rbh-tools.com

2B815
美洛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KINGTEC TECHNICAL CO., LTD.
KING 3D 列印機
KING 3D列印機為2018年新研發出的新機種，曾榮獲2018台北國際
橡塑膠展研究發展創新產品獎第二名殊榮，KING 3D列印機有完整強
大的功能與兼容性，可適用於多領域(如:汽車、航太、模治具、建築、
機械設計、研究開發..等等)，高度智能與人性化設計、高安全與穩定
性、專業的技術團隊支持，讓客戶能快速導入，為公司創造價值，且
使用起來更便利、放心。
特色功能：自動校正、機器自行校正，排除人工誤差，使用方便，多
材料列印可列印超過十種材料，使適用的領域更廣泛。
超大尺寸：500(直徑)*500(高)大尺寸列印，適用於汽車、航太、模治
具…等等。
快拆噴頭：快速依據需求更換噴頭，使成品更貼近你的需求，使用起
來更兼具彈性。
智能偵測：針對線材及溫度偵測，發生溫度異常、材料異常，接可自
動暫停，等待排除再續印，不浪費材料，兼具高安全性。
WIFI功能：可以遠端操控列印，一對多管理機台，達到工廠化生產管
理的功能。
www.kingtec-tw.com

1A121
全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CAMEL PRECISION CO., LTD.
油壓冷卻油箱
本產品可達成降溫20%的效果，具體積小、低噪音的優勢，油箱小型
化，大幅減少液壓油容量，降低成本。透過全懋獨一無二的設計，冷
卻循環泵將由輸送到冷卻系統後回到油箱，不斷循環有效達到降低油
溫20%以上的效能。
全懋精機成立37年，全心投入於專業油壓產品製造，有豐富的經驗與
生產高品質產品的堅持，不惜重金引進許多德國以及日本的資深工程
師來台作技術指導之外，也與德國內齒輪泵發明者Eckerle技術合作，
持續創新與進步。
www.camel555.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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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15
可杰企業有限公司
CO-JJINN LIMITED COMPANY
變頻式高壓出水系統第一品牌
可杰企業是以輔佐各CNC產業邁向工業4.0為導向的公司，一直以來致
力於推廣工具機全自動化配合機械手臂進而提高產能及降低成本，研
發主要產品為CTS高壓出水系統、吸屑機等。而自可杰企業開業以來，
已為許多知名CNC大廠省下鉅額成本甚至成為標配產品，更遑論為較
小型的工廠改善舊機成為可和更高階機型比拼的生產線。
可杰一直持續創新研發，走在市場尖端，近期推出專為走心式車床量
身訂做的140bar高壓出水系統，因為機型高度只有35公分，大幅節省
加工產線空間，將為高壓出水市場開拓出一條更寬廣的道路。走心車
床一般都會搭配自動送料機，目前市面上的高壓出水機雖然體積都不
大，但仍然會佔用一些空間，此次開發的新機型，突破傳統採扁平狀
的外觀設計，高度只有35公分，剛好可以放置在送料機底下，讓廠房
發揮最大的坪效，對寸土寸金的生產線而言是一大福音。
www.co-jjinn.com

1B424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BI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單軸機器人
採用之線軌與螺桿的優點，將螺帽與滑塊設計成一體式機構，並搭配
高剛性的U型軌最佳化斷面，可達到最佳的空間節省及大幅度減少組
裝的時間，確保其高剛性、高精度的要求，其鋼珠滾動面採用2列哥德
式圓弧及45°接觸角的卓越設計，更提供了X、Y軸向可承受來自四方
向的負荷能力。
www.tbimotion.com.tw

4C250
立融儀器貿易有限公司
LIH RURNG INSTRUMENT TRADING CO., LTD.
VMS影像量測儀
．採用高精度花崗岩底座和立柱，確保機台擁有的高穩定性和精確度
．採用高清變焦鏡頭和高解析度彩色數字相機，確保畫質清晰無畸變
．LED 鐳射導航指示燈
．採用程控式表面4環8區LED冷光源和透射LED平行光源，以及內置智
能燈光調節模組，可自由控制燈光在4環8區任何區域的亮度
．功能強大的iMeasuring影像測量軟件，實現快速測量方式，並且軟體
加入一鍵快測功能，提升品質管控到新的台階
．可加選接觸式探針和三維測量軟件，輕鬆將機台升級成為接觸式三次
元測量機
．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可增加其他語言版本
．支持XP ，WIN7 ，WIN8.1 ，WIN10 ，32/64 位操作系統
grifﬁn.tw-cho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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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524
吉益精密有限公司
JIN YEAR PRECISION CO., LTD.
MC定壓式倍力虎鉗(特大開口) / MC精密機械式虎鉗(大開口)
JQV SERIES
．定壓裝置，夾持力可以預先設定，重複使用相同的夾持力。
．虎鉗本台採用球狀石墨化鑄鐵FCD-60材質。
．虎鉗滑動面均經硬化熱處理HRC45°，堅固耐用確保精度。
．虎鉗本體的高度與導正鍵槽皆做定寸管制，可以2、3、4台一起使用。
．虎鉗本體長度超短，開口超大，適合各式銑床、中心加工機使用。
夾持力可以預先設定，將六角板手插入定壓裝置之缺口，調整至所需
要之夾持力刻度，即可重複使用相同的夾持力 。一般最適用的夾持
力刻度為④。
www.jinyear.com.tw

3C233
欣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INZ ENTERPRISE CO., LTD.
方形鏈條管游動展台
欣軍公司自75年5月創立至今，30餘年致力於方型鏈條護管的研發上，
不管是在實務或者經驗上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構思，尤其在護管重量承
載安全上、游動的整體平整順暢度、減低噪音方面、及運動質量輕巧
上特別用心琢磨，在管內傳輸線的排列與安全性，護管外觀的線條美
感、尤其在針對客戶的特殊設計與需求上，一直都列為是欣軍產品提
昇的主要課題，為求產品達到盡善盡美，在產品上吹毛求疵是欣軍研
發團隊的基本態度。
近幾年塑鋼鏈條游動護管獲得多項發明專利，產品名稱：SQ802/
SQ803鏈條護管，可分為開放式與封閉式兩種，具備輕巧、中、高承載
負荷多種規格、耐蝕性佳、不變形、高穩定性、壽命長等優點，且針對
橫向游動改良，能讓「下垂量」明顯變小，未來將開發護管內容量達數
十種選擇，護管長度可任意增長或減短，適用性上更加寬廣靈活。
www.sinz.com.tw

4B533
春名股份有限公司
SPRING MING CO.,LTD.
德國BAUER盤形彈簧 BAUER Disc Springs
春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至今逾30年，專業提供標準化規格之工業用彈
簧及客製品之開發。嚴選代理之彈簧皆為國際知名領導品牌，產品經
原廠嚴格管控、測試及檢驗，專業的生產技術與標準化作業為彈簧提
供高質量品質、穩定性與使用壽命。
產品特性 ：
．行程短、荷重大，所需空間小
．靜態及動態負載皆適宜
．多種組合疊法，使用效能高
．組裝方便，維修換裝容易
．材質好、壽命長，經濟省時
www.spring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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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321
油聖液壓科技有限公司
YEOSHE HYDRAULICS TECHNOLOGY CO., LTD.
創新技術•高效率•值得信賴的品質和服務
油昇/油聖創立於1989年，主要生產液壓閥、液壓工具與液壓泵維修及
零組件代工，始終深信品質與技術不只是產品的核心，更是企業發展
的命脈。之前推出的節能變頻液壓站(TP/TV變頻系列)，好評不斷。今
年更推出CTS中心出水系統，可改善機械精密度，大幅提升效能、提
高刀具壽命、有效降低加工成本。
YEOSHE HYDRAULIC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89.We mainly
produce hydraulic pumps / valves / inverter power unit / hand tool
machine. We believe that quality and technique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products but also the lifelin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The new
hot sell products inverter power unit is always popular. (TP/TV series
energy-saving hydraulic unit)This year, we launch the CTS (coolant
through spindle system) which can improve the mechanical precision,
efﬁciency, the life-cycle of cutting tool and reduce the cost efﬁciently.
www.yeoshehydraulic.com

4B134
連亨企業有限公司
LIAN HENG ENTERPRISE CO., LTD.
鋸帶
連亨企業有限公司成立於1986年，從小型代工廠轉型為焊接工廠，歷
經30年的焊接經驗洗練，榮獲日本NACHI技術檢驗的肯定，是台灣唯
一能將焊接範圍小至5mm，大至80mm的尺寸。目前德國鋸帶EBERLE
的總代理商並且代理LENOX、C4等知名品牌，為滿足每位顧客所需
的優質產品，進口多樣尺寸，供君選購。除了鋸帶品質的保證外，每
日與貨運公司配合，並保證在期限內迅速出貨，秉持公司宗旨「連亨
專業焊接品質；服務業尊榮價值」。
www.lianhengtw.com

4B431
愛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LEE POWERTRONIC CO., LTD.
直流無刷馬達與 BLS驅動器
規格：120W~200W, 110或220VAC, 50/60HZ,120-3000RPM
無刷馬達特點:
．低噪音、免保養。
．特殊設計，運轉平順，增強可靠度。
．比傳統馬達踴有更多優點，體積小、重量輕、高功率密度及高效率。
智慧型驅動器特點:
．適用於許多常用的控制介面，如RS485、標準面板、端子訊號控制、
PLC和人機等方式。
．使用220VAC(或110VAC)電源，避免需要購買24VDC電源供應器困擾。
．轉速真實呈現並可輸出轉速訊號供外部控制使用。
．數位式旋鈕可精準設定轉速。
www.adl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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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427
普森精密主軸有限公司
POSA MACHINERY CO., LTD.
UT-30 無線傳電超音波刀把
普森公司最新開發的無線傳電超音波刀把UT-30，可有效抑制積屑瘤、
毛刺及加工面的應變，改善摩擦所產生的溫度過高現象，並突破超音
波主軸轉速之限制。
適用加工材料包含：藍寶石玻璃、二氧化鋁、二氧化鋯、碳化矽、各
種陶瓷石英等碎硬材料與石墨、碳纖玻璃、純銅、鎳鐵機材合金等軟
質材料。可應用在手機面板、太陽能玻璃加工、PCB板、陶瓷基板、
LED、模具加工等製造業。
而與其他無線傳電模式相比，此發明藉由增加電力線圈組的接觸面積，
以增進電磁通量，當具電力傳輸結構的加工裝置在運作時，一次側電
力用線圈提供軸向與徑向兩種傳輸電力的方向至二次側電力用線圈，
相較於業界目前常見技術僅具備單一方向而言，電力傳輸能夠更有效
率地透過電力線圈組而傳達至換能器，進而可大幅增加使用的操作效
率與加工時的穩定性。而此突破性研發創舉已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在案
[發明專利(申)107108949]。
www.posa-spindle.com.tw

2B333
銘唯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MIWE PRECISION WORK CO., LTD
第四軸油壓夾治具
快速夾緊，節省上下時間。
在第四軸上裝上油壓式夾治具，更可提高生產效率。
廣泛的用於任CNC加工機上,分用於放置在床台上或裝置於第四軸上。
規格可客製化製造。
油壓治具可減少人為操作疏失，節省人力，提高效率，為加工者一大
利器。
www.precisionwork.com.tw

4B227
福宮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FULL BRIGHT INDUSTRIAL SUPPLY CENTER
TomoScope® HV Compact
TomoScope® HV Compact為全面精確量測大型高密度零件（鋁、鋼、
鈦、合成橡膠、混合塑料和陶瓷等）而研發的；裝配有特殊的X-Ray
管和高分辨率探測器，該機器的精度可以達到微米以內。根據應用需
求不同，這台機器可配備以130kV 到450kV不等的管電壓的X-Ray。
為適應更多的應用，同一台機器可以整合兩個不同管電壓的X-Ray，
並根據需求進行自動切換。
www.fullbr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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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533
全冠企業有限公司
AVC INDUSTRIAL CORP.
防水電纜固定頭 (格蘭頭)
全球頂尖的電纜防水接頭(CABLE GLANDS)製造商-AVC
全冠AVC是全球最受倚賴的電線電纜防水接頭製造商，可靠度第一，
能對應電線規格達數萬種料號，防水可靠能力符合IP68以及IP69性
能，頂尖的工程可靠度與對策服務，能滿足各業界所有電線需求，是
您的最佳協力夥伴，請至官網瀏覽本公司防水接頭產品。
www.ip68.com.tw

3B542
全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MPLETE PRECISION TECH CO., LTD.
多功能量測儀
Granite fixed worktable, all three axes are made of high performance
granite, good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have the same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Granite worktable with integral “dovetail” guide
in X axis, eliminate the pitch and yaw ,also provides superior motion
stability.
. Z axis mechanic-balance with self-protection ,improve motion capability.
. Advanced synchronous belt drive system with non-slip and high
stiffness, ensures high stabilit, lower noise.
. High precise, rigid, and pre-loaded air bearings on all axes, can ensure
the guidance never be damped, Transmission system uses high-power
DC servo motor and new double level tape reducer to ensure rapid and
accurate axes movement.
www.measuring,com,tw

2B629
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
ABB LTD.
機器手臂鋁壓鑄自動研磨拋光方案
Modular Automatic Grinding and Polishing Solution for
Aluminum Die-Cast
機器手臂研磨拋光的技術有長足進步，除了力量控制技術日趨成熟，
電腦輔助研磨拋光路徑離線生成也大幅降低了應用門檻，並大幅提
升導入自動化解決方案的效率。布斯特機械結合ABB機器手臂推出
的研磨後加工系統， ，利用ABB機器手臂優於市場上其他機器手臂
的剛性之特點，在工業4.0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引領的時代，透過ABB
RobotStudio 離線編程軟體，整合ABB IRB 2600機器手臂和布斯特機
械自製的研磨去毛邊浮動工具，將預計導入的整體解決方案透過軟體
視覺化，並在導入前，於軟體中進行障礙排除及程序優化，大幅降低
導入前的未知程度並同時提升方案的導入效率。導入方案後除了提高
生產效率及品質，也降低了工傷發生的機率，對於擴充產能有需求的
客戶，也不再因人力短缺而困擾。
www.ab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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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523
日本恩司迪公司
MST CORPORATION
袖珍型角度頭 ANGLE HEAD HALF
袖珍型角度頭
新概念的袖珍型角度頭物美價廉，為零部件加工帶來了新的解決方案。
BT30型，重量僅為1.8 公斤，實現了超輕量化，並且可進行ATC進行
工具自動交換。新款袖珍型角度頭迷你型採用輕巧的熱裝式筒夾設計，
更加輕巧。最適合狹小部位或圓筒型工件內部的銑、鑽、倒角加工。
ANGLE HEAD HALF
New concept angle head than ever, it is optimal design for drilling and
tapping! Adding one more axis at a minimum cost. Available for ATC on BT30
small machining center thanks to compact and light weight minimum from
1.8kg. Angle head half provides quick delivery, as well as easy maintenance
on your own. We have 90 degree type, Universal angle type.
www.mst-corp.co.jp

3C227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KENTURN NANO. TEC. CO., LTD.
MVB1318A
主軸採用德國原廠OTT HSK-A63拉桿系統及搭配自行研發之主軸系
統，可完全達到軸心內孔冷卻功能，並有效抑制軸心熱變位問題，此
外，油氣潤滑軸承可長時間進行切削加工之工作，主軸馬達功率達
25KW，轉速18000RPM，採用二面拘束刀把系統，可通用於立式加
工中心機及中小型龍門加工機。
www.kenturn.com.tw

2B626
發格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FAGOR AUTOMATION TAIWAN CO., LTD.
控制器、伺服驅動器、主軸&軸向馬達、直線及角度編碼器、顯
示器 / CNC, Servo Drivers, Spindle & Feed motors,
Linear & Angular Encoders, DRO
我們提供最新一代的5軸銑車複合式高端控制器，並有創新的雷射機器
專用解決方案的控制器。工業4.0持續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我們仍會致
力於提供最新附加價值的解決方案在這個領域。
至於回饋系統，將特別介紹新一代的H2系列的角度編碼器，通孔直徑
60及100mm，以及新一代的直線光學尺，適用於客戶的機器需要有高
精度及高解析度的應用。
Our visitors can see for themselves our new 5-axis milling and turning
models with high-value added services. Also being showcased is our
innovative Laser solution as well as control solutions for additive technology.
Industry 4.0 will continue having a very important presence due to our strong
commitment in this sector by offering new value-added solutions.
As for Feedback, our idea is to speciﬁcally emphasize the new family of H2
angular encoders that have 60 mm and 100 mm diameter internal axes, and
new family of linear encoders which will offer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for
our customers' machines in terms of resolution and angular precision.
To see this and much more, come visit us at the TMTS-2018, at Pavilion 2 –
Stand B626.
www.fagor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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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636
長鴻國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ONG HONG INTERNATIONAL HIGHTECH CO., LTD.
德國Levicron德比康超精密銑削氣壓主軸
Levicron Air Bearing Milling Spindles
德國Levicron德比康超精密氣壓銑削主軸全系列。
主軸在工具機製造產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之一，被視為工具機的心
臟，對加工效率與品質影響甚鉅。基於現今產業需求高標準化且求新
求變的發展趨勢，德國主軸廠Levicron致力於頂尖主軸方案，實績已
廣泛應用於超精密銑削加工，絕對是促進CNC機床升級的關鍵利器。
關鍵優勢:
．業界最高轉速(60,000rpm-100,000rpm)、
．易維護性(氣壓軸承、非接觸式免油運轉)、
．熱穩定性(熱機時間<5分鐘，軸向膨脹<5μm)、
．高精密品質(軸芯偏擺率小於0.4um，非同步運動誤差<30nm)。
Germany-Made-Series : Levicron air-bearing milling spindles complying with
ultra-precision technology. Featuring High-speed(60,000rpm-100,000rpm),
Easy-to-maintain(air bearing, non-contact- and oil-free operation), Thermal
stability(warm-up time<5min., axial shaft growth<5μm),Ultra-precision ( run
out in shaft< 0.4μm, asynchronous error motion <30nm).
Spindle plays a key role in lathe manufacturing, it's regarded as a heart of
lathe, it can directly inﬂuence the machining efﬁciency & cutting quality. Due
to nowadays there is much higher standard be setup in industry, also variety
of developments has to be done, Levicron spindle manufacturer is certainly
right here offering the state-of-art spindle solutions, without doubt, this
absolutely will help you upgrade CNC lathe to highest level.
www.lhcint.com.tw

4B229
Siemens Limited Taiwan
SINUMERIK 828
西門子SINUMERIK工具機智慧解決方案
SINUMERIK 828D──緊湊型中的強者
由壓鑄鎂製成的操作人員面板、符合工業操作環境的高保護等級面板
式CNC，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SINUMERIK 828D控制仍然是可靠的夥
伴。SINUMERIK 828D無風扇、無硬碟並配備無緩衝電池的NV-RAM
記憶體，使其成為強大可靠的CNC最佳選擇。最新SINUMERIK CNC
控制器在加工效能各相關層面立下了標竿，包含最高精密度、最大速
度、最短閒置時間，整體提升15%的加工效率，始終為客戶創造最大
效益。
SINUMERIK Intelligent solutions for machine tools
SINUMERIK 828–the powerhouse in the compact class
Rugged and maintenance free
Their die-cast magnesium operator panel fronts, the panelbased CNC design
with just a few interfaces, as well as a high degree of protection, make
SINUMERIK 828 controls a dependable partner even in harsh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SINUMERIK 828D has no fan, no hard disk, and an NV-RAM memory
without a buffer battery, which makes it a completely maintenance-free CNC.
The latest SINUMERIK controls set standards relating to every aspect of
machining performance. Whether precision and speed, reducing cycle times
– SINUMERIK CNCs set the pace.
www.siemens.com/tw/zh/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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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125
艾克斯馬克全球有限公司
XMAC GLOBAL CO., LTD.
Tschorn 德國雷神牌3D探測頭
艾克斯馬克全球有限公司主要產品群為磁性工具、磁性/非磁性分離過
濾系統、精密夾治具、液壓控制系統等，主要市場為日本及歐美各國。
並於2011年獨家代理引進德國雷神牌Tschorn 3D探測頭相關產品，全
機德國製造，探測針本體為不鏽鋼SUS材質，而探測珠使用鎢鋼材
質，因此具有極佳的抗磨性、防鏽蝕特性，簡約的本體於量測時不易
造成干涉。
德國雷神牌完整的產品線，從高階的全自動刀具補正系統(Tschorn
4.0)、3D探測頭，到普遍使用的偏擺式尋邊器、光電式尋邊器，以及
Z軸定位器等產品，打造一站購足的服務。艾克斯馬克公司自德國原廠
引進全套3次元維修設備、技術及零件，以提供客戶低廉的維修服務。
Our company, XMAC Global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magnetic tools, magnetic/non-magnetic filtration & separation equipment,
screw & jack, hydraulic power unit. Basing on the principle that partners’
interest always comes first, we constantly put a lot of money into R&D
to develop new, effort-saving products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njoying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many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Germany, Switzerland etc.
www.xmac.com.tw

4B142
新加坡商哈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KA和KAW 型緊湊油壓單元 /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 type KA and KAW
緊湊油壓單元屬於油壓單元類，馬達與泵浦的軸心合二為一。組裝完
成的KA和KAW型緊湊型油壓單元包含一個在油中運轉的馬達，定子與
外殼(箱體)緊固相連。緊湊泵站適用於帶有運行模式S2、S3或S6的液
壓系統，另有獨立於泵浦馬達之外的馬達用以驅動通風裝置。KA含三
相交流馬達，KAW型含單相交流馬達。KA和KAW型緊湊泵站均可提
供立式或臥式。箱體可模組化擴展，以便能適用於不同的用油量。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s are a type of hydraulic power pack.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ly compact design, since the motor shaft of
electric motor also acts as the pump shaft.
The ready-for-connection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 type KA and KAW
includes an electric motor which runs in oil. The stator is securely attached
to the housing (tank). The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 is suitable for
hydraulic systems with operating mode S2, S3 or S6. The heat is dissipated
via surface convection so that no external cooler is usually necessary.
For systems with high loads, an external fan that enables additional heat
dissipation can be optionally mounted on the housing. The fan is powered
by a separate motor independently of the pump motor. The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 type KA and KAW is available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versions. Modules can be added to the tank so that different usable
oil volumes are possible. Either single-circuit systems or dual-circuit systems
can be selected. A radial piston pump or external gear pump can used as a
hydraulic pump.
The compact hydraulic power pack type KA and KAW is suitable as a highly
compact control system, since connection blocks and valve banks can be
directly mounted.
www.haw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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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632
OGIC CO.,LTD.
齒輪/正齒輪/斜齒輪/螺旋傘齒輪/海波齒輪/曲齒離合器/蜗輪蜗桿/內齒輪
Gears/Spur gears/Helical gears/Spiral bevel gears/Hypoid
gears/Curvic Coupling/worm gears/Internal gears
OGIC的齒輪產品，是依客戶的個別需求去製作的100%全客製化齒
輪。從工作機械、航太、機器人、印刷機械開始，不單只有機械產業，
其他領域我們也能提供高規格的產品令客戶滿意。
公司成立以來，我們一直以提供最高級齒輪當成我們的使命，在日本
我們有80%的市場占有率，在台灣方面有受到各領域知名企業的指定
與肯定，在工具機業界有80間以上的客戶與我們持續的交易。
2013年開始以獨立營業的行銷方式，讓客戶可以享有更優惠的價格及
更直接的服務，從設計、精度、品質方面與客戶進行產品的共同開發，
購買後也由我司原廠人員提供售後的服務。只要客戶在齒輪方面有任
何疑難問題，歡迎提出詢問，一起共同找尋最好的解決方案。
www.ogic.co.jp/tw

2A616
ZHEJIANG UTE BEARING CO.,LTD.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

Zhejiang UTE bearing Co., Ltd is one of the constitutors of China
Standards & Regulations for Precision Angular Contact Bearings and has
long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earing with the
advantage of high precision, high speed, high rigidity, high reliability, high
performance and long service life. UTE high speed spindle bearing are
made with the world-class quality 3M bearing steel and the ceramic ball
bearing imported from the USA COORSTEK. Its product has the worldclass quality.
Professional precise detection and matching technology are adopted by
UTE to achieve accurate matching, which could ensure the performance
of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s. The accuracy of UTE special projec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is 0.1 μm.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use of load
measurement, the pre-load error is less than 1 N.
www.ute-bearing.com

4C157
得盛世企業有限公司
T-SENSE TECHNOLOGY CO., LTD.
高精密度手動Z軸設定儀(BTS)
加工時，為了避免因刀具的損傷與磨耗而降低生產的良率，需要Z軸
設定器來定期檢測刀具狀況。BTS-5是一款具有0.001mm重複定位精
度，且可以應用於直徑0.1mm刀具的高精密級手動量測Z軸設定器，
是有精密加工需求的CNC廠商必備的工具。
toolsette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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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729
Precitec GmbH & Co. KG
Laser Welding Monitor LWM雷射焊接監控系統
雷射焊接監控系統- 集成在焊接頭YW30中
雷射焊接監視器 LWM 是用於批量生產中的即時監控系統，可以在線
提供雷射焊縫的品質相關信息。雷射焊接監控系統可以識別焊接參數
的更改、焊縫偏差和焊接缺陷。焊接過程中的指印可通過等離子輻射、
溫度輻射或雷射輻射的參數值查明，與生產運行的信號進行比對，並
實時傳送。
The Laser Welding Monitor LWM is a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 for
series production and it provides online quality-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laser welding seam. It detects changes to welding parameters,
deviations in the welding joint and lack of fusion. The welding process
finger print is determined via the reference values of the plasma, metal
vapor, temperature or laser radiation and compared to running production
signals and transferred in real time.
www.precitec.de/en/precitec-group-start-page

2B819
鐘茂企業有限公司
快速接頭生產製造商
鐘茂企業有限公司於1982年創立於台灣.專業生產適用於各種空油壓之
零配件.主要產品有氣壓、液壓、真空及船舶五金等 多種產品.本公司
的產品採用最精密的製程生產，其密封性耐低溫、耐高溫、耐高壓，
均通過嚴格的產品管制。 品質通過美國UL安全認證及ISO9001設計、
研發、製造認證。
www.chant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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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11.20-11.23
基輔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FORUM
烏克蘭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www.iec-expo.com.ua/en/if-2018.html

址

基輔

葡萄牙

芝加哥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址

11.21-11.24
波爾多
波爾多
EMAF
波爾多國際工作機械及零組件設備展
www.emaf.exponor.pt

開羅

美國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址

11.06-11.08
芝加哥
FABTECH
金屬成形、加工、焊接和表面處理設備展
www.fmafabtech.com

埃及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11.15-11.18
開羅
MACTECH
埃及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
機械設備大展
址 www.mactech.com.eg

網

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東京-日本國際工作機械展

■ 美洲

■

台中-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上海-上海國際機床展(東博展)
基輔-烏克蘭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 澳洲

波爾多-波爾多國際工作機械及零組件設備展
曼谷-泰國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134

三

四

五

六

開羅-埃及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機械設備大展
芝加哥-金屬成形、加工、焊接和表面處理設備展

非洲

二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亞洲

■ 歐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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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東莞國際模具及金屬加工展

11 12
l

月
NOVEMBER l DECEMBER 2018

中國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11.19-11.21
上海
SHANGHAI INTE'L MACＨINE TOOL FAIR (EASTPO)
上海國際機床展(東博展)
www.eastpo.net

址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11.27-11.30
東莞
DMP
東莞國際模具及金屬加工展
www.dmpshow.com

址

日本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東京
上海

11.01-11.06
東京
JIMTOF
日本國際工作機械展
址 www.jimtof.org

網

台灣

東莞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曼谷

網

址

11.07-11.11
台中
TMTS
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www.tmts.tw

雅加達

印尼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泰國
展出日期
城
市
展覽名稱
網

址

11.21-11.24
曼谷
METALEX
泰國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www.metalex.co.th

網

址

五

六

12.05-12.08
雅加達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 Machine Tool
印尼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machinetoolindonesia.com/

十二月
日

■ 亞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雅加達-印尼國際金屬加工機械展

■ 美洲
■ 歐洲
■

非洲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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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行事曆∣ INDUSTRIAL CALENDAR

Courses & Seminars

107年11-12月課程 課程資訊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費用

聯絡人/分機

11/15

研發成本有效管控與效益提升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5

(TWI-JR)基層幹部工作關係管理培訓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5

目標管理與執行力提昇技巧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5

IE手法與生產作業改善技巧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5

中小企業＂薪資設計.獎金規劃.員工考核.激勵法＂四合一實戰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4

6,000

林小姐分機220

新版IATF 16949：2016汽車相關產業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
11/15~11/16
人員培訓班
11/16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6

1,700

李小姐分機249

11/16

標準化文件建立與管理效能提昇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6

採購PDCA管理與改善實務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6

品質管理與改善手法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1/16

全方位供應商管理實務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48

11/16

競爭性採購報價規劃與執行實務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1/16

精實生產效益提升與成本降低技巧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36

7,000

李小姐分機249

107/11/17~
第12屆CEO企業管理智動化SMT薪傳營
108/3/23

72

40,800

林小姐分機220

11/20~12/4 商業數據分析-Excel Power BI資料探勘與數據分析

18

7,200

周小姐分機264

11/20~12/4 資料庫管理範例導引研習班(Access2010)

18

5,600

周小姐分機264

11/20~11/27 缺氧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8

4,000

林先生分機229

11/20~11/22 保安監督人講習訓練初訓班

24

6,500

陳小姐分機218

6

1,600

陳小姐分機218

16

3,900

黃先生分機255

6

3,200

洪先生分機242

11/21~11/28 Office辦公達人班-提升工作效率整合實務應用班

12

5,400

周小姐分機264

11/21~11/28 運用Excel 函數-進出貨與庫存管理自動化實務應用

12

5,400

周小姐分機264

7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

3,000

李小姐分機249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36

10,800

周小姐分機264

11/17~12/22 建築識圖培訓班

11/20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11/20~11/29 臺中市道路挖掘施工安全管理人員認證教育訓練班
11/20

11/21

新產品開發企劃導入實務

國際貿易實戰操作與案例詳解

11/21~11/2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11/21

職場溝通:人脈關係與衝突管理

11/22~12/27 Excel VBA活用-工作自動化效能提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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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與零組件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上課時間

時數

費用

聯絡人/分機

年終盤點與倉管流程實務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2~11/29 企劃書四技巧-思考、撰寫、提案、簡報

12

5,6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2

課程名稱

11/22

商業交易客訴與抱怨處理專家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2

贏在銷售-銷售管理的五大劍法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3

【基層主管、初任管理者】溝通協調技巧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1/23

企業如何設計薪資報酬制度選才用才留才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1/23

勞動契約規劃擬定及實務解析

6

3,4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3

超實用APP應用技巧活用術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1/23

創意思考激發、收斂與管理

7

3,600

洪先生分機242

11/24~12/8 運用Excel於進銷存系統實務應用班

18

6,000

周小姐分機264

11/25~1/27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土建假日班

84

16,000

胡先生分機260

11/26

泰國批發通路及採購議價技巧實務班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6

如何做好5S管理提升競爭力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36

8,800

周小姐分機264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

3,200

陳小姐分機218

11/26~12/21 SolidWorks
11/27

零件設計班

打造創新文化與設計思考實戰技巧

11/27~11/28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
11/27

光世代溝通學-六感互動人脈銀行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28

信用狀押匯「單據瑕疵」問題解析

7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1/28

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回訓)教育訓練

3

700

溫先生分機209

11/28

貿易會計處理實務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1/29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

700

林先生分機229

11/29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6

1,600

陳小姐分機218

42

7,000

陳先生分機217

11/29~12/19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29

改變工作學習的力量-卓越效率鍊金術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1/30

團隊協作與行動化檔案存取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1/30

善用管理循環提昇工作效能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36

8,000

黃先生分機255

24

7,200

胡先生分機260

54

10,000

陳先生分機217

12/1~12/15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建築鋼構工程+混凝土檢測技術
12/1~12/9

營建鋼結構工程實務班

12/1~12/23 職業衛生管理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54小時抵充班
12/3

有效提升門市營運績效管理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3

作業流程優化與減少工廠浪費技巧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3~12/10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8

4,000

林先生分機229

12/3~12/19 現場管理幹部人才培訓班

30

11,000

林小姐分機220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3

年度策略規劃與財務預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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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費用

聯絡人/分機

12/4

談判實用18套錦囊妙計-沙盤演練實務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4

跨部門溝通與協調技巧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

5,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4~12/5

基層幹部管理技巧培訓班

12/4

採購價值提升與執行策略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4

採購：如何脫穎而出-降低成本提升價值的策略羅盤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4

生意經-學會行銷賺很大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4

企業營運之成本分析與成本管控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4~12/27 SolidWorks 曲線及曲面應用班

24

9,600

周小姐分機264

12/5~12/11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18

5,000

溫先生分機209

7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24

8,500

周小姐分機264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30

7,400

周小姐分機264

12/5

貿易一點通-進出口業務流程實務解析

12/5~12/19 EXCEL VBA從入門到實務範例研習班
12/5

新產品開發流程管理實務班

12/5~12/26 AutoCAD機械製圖班
12/7

【主管效能提升】領導統御與情境領導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7

職場必學-雲端筆記術(Evernote)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54

11,850

周小姐分機264

3

800

陳小姐分機218

18

8,000

周小姐分機264

12/9~1/27
12/10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企業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進階B班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12/10~12/21 Mastercam 3D銑床班
12/10

職能分析與訓練規劃實務班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11

創新店長學-企業腰力的重量訓練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11

精實財務管理與利潤再造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11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複訓班

6

1,600

陳小姐分機218

12/11

精實管理與工業4.0推動效益提昇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1~12/13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8

4,500

胡先生分機260

12/11~12/12 物料管理與存量管制研習班

12

5,200

林小姐分機220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2/11~12/18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18

4,000

林先生分機229

12/11~12/12 商品企劃與產品設計管理實務研習班

12

5,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1

免費世界行銷工具應用-臉書自助行銷與Line@生活圈經營

12/11

絕讚簡報技巧與絕美PTT簡報製作技巧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11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回訓)教育訓練

3

700

溫先生分機209

12/12

現場管理效能提昇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2

國貿付款與進出口結匯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

3,200

陳小姐分機218

3

700

溫先生分機209

12/12~12/13 防火管理人講習訓練初訓班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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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回訓)教育訓練

工具機與零組件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上課時間
12/13

課程名稱
建立客戶心關係-顧客抱怨服務技巧

12/13~12/14 量測器具校驗實務與量測系統分析人員培訓班

時數

費用

聯絡人/分機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4

6,0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3

物管倉儲管理師養成班與存貨高周轉及倉庫數字法進階班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13

現場主管日常管理與報表分析技巧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3

永遠贏得顧客的心-十大關鍵時刻處理

3

1,800

徐小姐分機247

38

8,500

溫先生分機209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8

8,800

徐小姐分機247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型-地面操作)操作
12/13~12/25
人員
12/13

通路商開發經營策略-全面啟動通路戰

12/13~12/27 主管幹部管理知能實務研習班
12/13

部屬能力提昇與領導技巧研習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4

文書檔案E化管理技巧班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2/14

Trello:企業與組織專案協作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2/18

卓越店長門市管理與行銷實戰班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18

行銷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班

6

3,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18

顧客抱怨處理技巧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9

3,600

周小姐分機264

12/19~12/25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18

5,000

溫先生分機209

12/19~12/26 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8

4,000

林先生分機229

12/19~12/24 SolidWorks 工程圖進階班

12/19

國貿關鍵付款-信用狀實務與案例講解

7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19

舒壓與正念-找到工作幸福感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19

營所稅申報主管機關查核重點分析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19

全能會計員培訓班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19

統計製程管制(SPC)結合EXCEL資料分析研習班

6

3,200

周小姐分機264

12

5,400

周小姐分機264

12/20~12/27 商務簡報與多媒體簡報製作與實務技巧班
12/20

賣場氣氛活化與商品陳列術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21

如何建立財務標準作業流程SOP並防弊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21

採購績效管理與內控實務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21

跨部門衝突管理與溝通效能提升班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21

勞健保、勞退提繳實務操作

6

3,400

徐小姐分機247

12

5,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24~12/25 新版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內部稽核人員培訓班
12/25

成功的最後一哩路-思考邏輯訓練法

6

3,200

徐小姐分機247

12/27

固定資產管理與盤點實務

6

3,200

卓小姐分機263

12

5,200

林小姐分機220

12/27~12/28 主管創新領導學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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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 Seminars

107年11-12月課程 課程資訊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機械產業專業人才培訓分項計畫 107年度近期開班資訊
由經濟部工業局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之「金屬產業智機化提升計畫」，結合具備精密機械實際研
發及培訓實務經驗之單位辦理智慧機械、一般產業機械、機械零組件、智慧製造、機器人、模具、工
具機、金屬成形與熱處理、自動化、光電半導體製程設備、自行車等領域之中高階技術人才培訓課程，
藉以強化機械產業專業人才職能，協助產業升級轉型。近期預計開班資訊如下：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聯絡電話

臺北市

顏小姐
02-23701111-319

11/13~11/14

智慧製造於人工智慧的規劃設計與案例分享

11/14~11/15

金屬材料性質分析

11/28~11/29

機械手臂自動化產線虛擬調試模擬分析實作

11/29~11/30

製程設備SECS及GEM連線技術

12/05~12/06

金屬表面防鏽處理技術

11/12~11/13

取法賈伯斯，機械廠商有效轉型優化的企業架構應用與實務

11/12~11/13

工業4.0三部曲_新竹班

11/14~11/15

LabVIEW儀控與Arduino整合雲端應用實務

11/16~12/09

工業4.0導入德國見習營

11/27~11/28

半導體與顯示器產業機器人的機會與挑戰及外商實例觀摩

11/29~11/30

智働化系統安全等級評估與量化分析

11/15~11/16

精密機械進給技術基礎與實務應用

臺中市

陳小姐
04-25675621

11/16~11/23

智慧化生產工程師 初級能力鑑定精修班

臺中市

彭小姐
02-27016565-329

11/19~11/20

智慧機械-感測技術與設備聯網

高雄市

王小姐
03-5917781

新竹縣

德國

王小姐
03-5917781

臺中市

＊詳盡課程資訊及報名方式，請至工業技術人才培訓全球資訊網查詢。https://idbtrain.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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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141

立允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2

Advertisement Index

廣告索引

結善緣工業有限公司
27 www.coupling-king.com

58

亙隆國際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www.ganro.com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www.hiwin.tw

健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8 www.fastcutt.com

59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2018ﬂoraexpo.tw

普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www.parfaite.com.tw

凱柏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9 www.campro.com.tw

127

台灣快密刀科技有限公司
www.boton.com.tw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
3 www.ktr.tw

30

大井泵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walruspump.com

128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www.siemens.com.tw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4 www.tongtai.com.tw

台灣易格斯有限公司
31 www.igus.com.tw

130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www.siemens.com.tw

台灣引興股份有限公司
5 www.keyarrow.com

金竑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32 www.kinwa-lathe.com

131

釸達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www.theta-spindle.com

振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www.yoke.net/chinese/main.asp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3 www.goodwaycnc.com

132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icpdas.com/index_tc.php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
7 www.ktr.tw

善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www.shpi.com.tw

133

形碩板金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www.thinkso.tw

源利電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www.unimag.com.tw

亞崴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35 www.aw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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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車用電子展
www.autotronics.com.tw

潭興精工企業有限公司
9 www.tanshing.com

光騰工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 www.easton-eng.com.tw

142

立允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www.let-win.com.tw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11 www.heidenhain.tw

益全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7 www.extroncnc.com

148

偉寶精密有限公司
www.fluidstatic.com

欣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www.sinz.com.tw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38 www.dksh.com.tw

149

迦南通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canaan-elec.com.tw

潭佳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www.tjr.com.tw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9 www.kenturn.com.tw

150

七洋空油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7ocean.com

普森精密主軸工業有限公司
14 www.posa-spindle.com

40

東培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tpi.tw

151

MWCS 數控機床與金屬加工展
www.metalworkingchina.com

池原有限公司
15 www.ikehara.com.tw

主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1 www.supertec.com.tw

152

九禾廣告媒體整合行銷公司
www.jandm.com.tw

儀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www.earth-chain.com.tw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 www.chmer.com

153

漸凍人協會
www.mnda.org.tw

德貿股份有限公司
17 www.deamark.com.tw

翰坤五金機械有限公司
43 www.hardy-tw.com

154

惠明盲校
www.hmsh.tc.edu.tw

億川鐵工所股份有限公司
18 www.auto-strong.com

德威精機科技有限公司
44 www.germanway.com.tw

155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www.genesis.org.tw

156

鍵和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www.jainnher.com

封面裡 崴立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www.welegroup.com

19

葛蘭富泵浦股份有限公司
tw.grundfos.com

陸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45 www.luren.com.tw/

20

長拓流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chanto.com.tw

46

新穎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sigmacnc.com.tw

羅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www.royal-spindles.com.tw

47

麗勳企業有限公司
www.lihsun.com/tch/

台灣昭和電機有限公司
22 www.showadenki.co.jp

48

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chandox.com

A1

發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femco.com.tw

建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www.chienwei.com.tw

49

鉅業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www.jiuhyeh.com

A2

永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www.german-tech-precision.com

歐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www.autocam.com.tw

55

富尚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bemato.com.tw

B1

特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www.gptrading.com.tw

台灣精密齒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www.tpg.com.tw

56

台灣采埃孚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zf.com

B2

和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www.hosea-world.com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6 www.yinsh.com

57

普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perfectmachine.com.tw

封底裡
封底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ycmcnc.com
友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ffg-tw.com

Machine Tool & Acces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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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與零組件
媒體介紹 Media Kit

發行對象：工具機與零組件全體會員、工具機製造廠及使用者、模具廠商、汽機車零件製造廠、鑄成品製造加工廠、機械零
件進口及代理商、研發單位、學術機構及展覽會等，發行對象遍及產業供需體系。

彩色內頁

尺寸(MM)

一期單價
非會員

三期單價

六期單價

會員

非會員

會員

非會員

會員

非會員

會員

全頁

210×280
22,000
（出血216×286）

19,800

20,500

18,300

18,500

16,300

16,000

13,800

跨頁

420×280
36,500
（出血426×286）

32,700

35,000

31,200

33,000

29,200

30,500

26,700

11,500

11,800

10,500

10,800

9,500

9,600

8,300

直 105×280

1/2 直/橫版 （出血108×286） 12,800
橫 190×130

MAONLINE
BANNER
價格

三個月

30,000

半

年

42,000

一

年

60,000

MA
電子報
價格

非會員

會員

一期

8,000

7,200

三期

22,800

20,000

非會員

會員

六期

43,000

38,800

十期

70,000

63,000

金額為未稅價 單位:新台幣

創刊

08.08
2008 年8 月創刊

10

期

全年10 期月刊，
全彩印刷

http://www.maonline.com.tw
廣告洽詢：
144

十期單價

九禾廣告媒體整合行銷公司 TEL : 04-22965959 江靖雯 ＃113 / 林孟樺 ＃112

※會員刊登價限TMBA 公會會員

19,200
紙本+電子，
展覽會將再行增印

本

訂閱MA雜誌的方法

1 郵局劃撥訂閱

1. 郵局劃撥訂閱

填妥後請放大傳真 04-23501596
填妥後請放大傳真

2 支票訂閱

□一年價格1,500元
收件人：

組件工業同業公會」，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工業同業公會」，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填寫訂
填寫訂戶基本資料表，一併以掛號方式郵寄
戶基本資料表，一併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本公會。
至本公會。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3

□二年價格3,000元

□一年價格 1,500 元 □二年價格 3,000 元

請開立即期支票，抬頭「台灣區工具機暨零
收書地址：□□□
訂閱
方式
請開立即期支票，抬頭「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

3. 電匯訂閱

04-2350-1596

填妥專用劃撥單，至任一郵局劃撥。
訂閱【MA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含郵資）
訂閱【MA 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含郵資）

填妥專用劃撥單，至任一郵局劃撥。

2. 支票訂閱

訂戶基本資料表
（支票、電匯訂閱填寫）
訂戶基本資料表
（支票、電匯訂閱填寫）

收件人：

□先生 □小姐

□先生 □小姐

收書地址：□□□

收據抬頭：

小時傳真：

讀者服務電話：
◆

◆

04-2350-7583

04-2350-1596

erica@tmba.org.tw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40768

讀者服務信箱：
◆

公會地址：
◆

團體訂閱
24
利用銀行匯款單，
收據地址：□□□
填妥戶名：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收據地址：□□□
同單位訂閱 10 份以上，請撥打訂購專線 04行庫：合作金庫銀行 中興分行（銀行代號006）
23507583 林妍伶專員，另有優惠。
連絡電話（日）：
帳號：0500765673618
聯絡電話（日）：
匯款後，請填寫訂戶基本資料表，與收據一併傳
手機：
電匯訂閱
真或郵寄至本公會。
行動電話：
傳真：
統一編號：

4

4. 團體訂閱

利用銀行匯款單，

E-mail：
戶名：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行庫：合作金庫銀行
同單位訂閱10份以上，請撥打訂購專線
中興分行（銀行代號 006）
04-23507583 黃瑞庭專員，另有優惠。

您服務的產業別是 E-mail：

□01.工具機
□04.模具類
匯款後，請填寫訂戶基本資料表，與收據一
□07.航太類
帳號：0500765673618

路

37

號

27

．讀者服務電話：04-23507583
併傳真或郵寄至本公會。
．24小時傳真：04-23501596

□10.手工具
□13.學校

．讀者服務信箱：ricky@tmba.org.tw

□16.其他

樓

3

傳真：

您服務的產業別是：
□02.零組件

□03.產業機械
□05.汽機車零組件
□06.自行車
01. 工具機 02. 零組件 03. 產業機械 04. 模具類
05.□08.五金類
汽機車零組件 06. 自行車□09.電子產業
07. 航太類
□11.機械加工
□14.公協會

11. 機械加工 12. 金融服務 13. 學校
14. 公協會 15. 研發單位 16. 其他

．公會地址：40768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7路27號3樓

22689271
訂閱【MA工具機與零組件】雜誌(含郵資)
□一年價格1,500元
收件人：
收書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收據地址：□□□
連絡電話(日)：
手機：
傳真：
E-mail：

□先生 □小姐

□12.金融服務
□15.研發單位

08. 五金類 09. 電子產業 10. 手工具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發行
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發行
一本專屬服務工具機＆零組件同業的雜誌，內容涵

蓋經營管理策略，產品技術發展、市場拓銷、展覽推
廣、學術研究計畫推廣、加工技術創新..等內容。並
一本專屬服務工具機 & 零組件同業

提供廠商品牌宣傳管道，贏取最佳廣告效果！

訂戶改址專用表
訂戶改址專用表

填妥後請放大傳真 04-23501596
填妥後請放大傳真 04-2350-1596

原收件人：
原收件人：

原收件地址：□□□

的雜誌，內容涵蓋經營管理策略，
產品技術發展、市場拓銷、展覽推

□先生
□小姐
□先生 □小姐

原收件地址：□□□

廣、學術研究計畫推廣、加工技術
創新…等內容。並提供廠商品牌宣

變更收件人：
變更收件人：

傳管道，贏取最佳廣告效果！

□先生
□小姐

□先生 □小姐

變更收件地址：□□□
變更收件地址：□□□
發行產業分析
刊期：全年10期

工具機

發行區域：台灣

21%
23%

零組件

五金類 8%
發行數量：19,200（紙本+電子）
模具類

19%

發行對象：工具機及零組件、模
自行車 9%

具、機械加工等產業之經營者、高
手工具 8%
階主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航太 1%
汽車零組件

2%

發行區域：台灣
產業別
發行比例（%）
發行數量：19,200（紙本 + 電子）
21 %
工具機

連絡電話（日）：

發行對象：工具機及零組件、模
23 %
零組件

手機：

8%
五金類
具、機械加工等產業之經營者、
19 %
模具類
高階主管、採購及行銷人員。
9%
自行車
報導內容：包含工具機產業最新
8%
手工具
訊息及技術發展、市場策略、展
1%
航太

報導內容：包含了工具機產業最

2%
汽車零組件
覽報導與最新業界統計資料。

新訊息及技術發展、市場策略、展

2%
進出口商
網址：www.maonline.com.tw
7%
學校研發單位

進出口商

2%

學校研發單位

7%

覽報導與最新的業界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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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全年 10 期

發行產業分析

連絡電話（日）：
手機：
傳真：

傳真：

E-mail：

E-mail：
◎ 訂戶更新地址，請於每月10日雜誌出刊
訂戶更新地址，請於每月 10 日雜誌出刊前，
前，填妥上方表格回傳。
填妥上方表格回傳。

2018

專輯企劃表

M

Machine Tool 工具機

A

Accessory 零組件

※ 海外配合展覽計畫若有更新，請依公會公告為主

1.2

M

綜合加工機 ( 龍門 ) 、其他金屬成型工具機

A

檢測設備、主軸、換刀座及刀庫

3

M

綜合加工機 ( 立式、臥式、五軸、複合 )

A

機械零組件、齒輪、減速機、滾珠螺桿、線性滑軌、離合器、剎車器、其他配件

4

M

鑽床、銑床、搪床

A

金屬加工機械用刀具及配件、刀具、夾頭、刀座

M

車床、車銑複合機、車磨複合機

A

工具機專用配件、刀塔、虎鉗、分度盤、分割台、工作交換台、磁性夾盤

6

M

沖床、壓床、管材與線材加工機械、鑄、鍛、焊、切割設備

A

模具與相關設備、其他零配件、加工服務

7

M

放電加工機 、線切割機

A

放電加工機電極頭及零件、線切割電極絲、電機零組件、伺服及控制單元、

Jan.-Feb.

4/3-4/7 SIMTOS

展覽為該期 MA 欲發放之國內外展覽

March

韓國 ( 首爾 ) 國際機床展 ( 雙年展 )
4/17-4/20 EXPOMAQ
墨西哥國際工業機械展 ( 雙年展 )

5/9-5/12

April

重慶立嘉國際機床展
5/16-5/19 MTA
泰國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5

May
5/23-5/26 Metaltech
馬來西亞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6/26-6/30 CIMES

June

中國國際機床工具展覽會
7/3 -7/6 MTA Vietnam
胡志明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July

周邊模組、人機介面、技術服務

8/22-8/25 IMTP
菲律賓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機械展

8

Auguest

M

磨床、研磨機、拋光機、表面處理設備

A

自動化生產與倉儲、工業用機器人、機械手臂

M

刨床、插床、拉床、其他金屬切削工具機 、齒輪加工機械、雕刻機

A

液壓、氣壓、潤滑及冷卻系統、油霧回收機

M

TMTS 展覽特輯之工具機採購指南

A

TMTS 展覽特輯之零組件採購指南

M

鋸床及裁斷機械、超音波、高週波、水刀切割機、雷射切割機

A

送料機、工具

9/18-9/22 AMB
德國斯圖加特金屬加工展

10/11-10/13
MANUFACTURING MYANMAR

9

September

緬甸國際製造工業展
10/16-10/18 MTA Hanoi
河內國際工具機暨金屬加工機械展

10.11
Oct.-Nov.

11/7-11/11 TMTS
台灣國際工具機展

12

December
12/5-12/8
印尼國際製造工業暨金屬加工設備展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她，曾是鋼琴家，用八十八個琴鍵譜寫她的生命。
而今，她病了，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癱躺在床...
三年時間，眨眼書寫近十四萬字，創作《無言的天空》一書
好奇，用文字雲分析了這些字。
那不是無言，而是千言萬語。
不是浩瀚，又是什麼？
在全世界都尚未有藥物能治癒漸凍人的情況下，人性化照護服務，
能滿足病友的身心靈需求，活出尊嚴與價值。敬請支持「漸凍人照護計畫」。

線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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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愛的花園－惠明盲校
惠明盲校的誕生緣由於民國四十五年，一位富愛心的美國基督徒在遺囑中托付，
在台灣設立盲童養育機構來照顧視障兒童。

惠 明 盲校是國內28所特殊教育學校中唯一的私立特殊教育學校，服務全國最多的視多重障礙學生(最遠從金門來)
，目前全校約127位學生中有124位是重度和極重度障礙，其中104位是6∼22歳視多重障礙學生，這些原是被認為
不需要接受教育的族群，在惠明他們可以接受生活自理的教導和基本的認知，採個別化教學，施以適性之教育與訓
練， 不單是幫助他們學習獨立生活技能，也是協助 減 輕 家 庭 日 後 照 顧 的 負 擔 。
惠明由13位學生到今天含教養院服務對象共有176位；由一幢日式房屋起家的盲童育幼院，到今天有設備完善的學
校、充滿家庭愛的育幼院大樓、照顧到終老的的視障者教養院⋯；今日惠明是神的恩典，更謝謝您們樂意與我們共
同締造、豐富這歷史的篇幅。奇妙的是您我大多素昧平生未曾謀面！也許您來過惠明或者您不曾來過，但我們深知
您是 存在的！您是惠明永遠的一員。
我們的服務是24小時的，學生的障礙程度嚴重，在學習與生活上需要小班制教學與教養；這其中需投注的人力、財
力資源大於一般學生。以學校之年支出預算為四千五百萬元，政府的補助金額約為九百萬元（佔總經費的20％，但
未來不確定是否有此數目），是以有80％的經費需透過民間社會募得，方能維持平衡。以一位認養人認養每一兒童
每月500元的認養費為「惠明」較固定的收入來源，而目前5000多位認養人的經費收入實不敷支出；在能維持經濟
平衡 的期盼下，我們希望募有總數8000至1000 0 位 認 養 人 ； 補 足 學 校 已 短 絀 的 經 費 。
我們以上帝的愛去支持豐富每一位孩子的生命，給予視多重障礙的孩子從養育、教育到安養的終身服務，誠摯的期
待您 的扶持，一起與「惠明」陪同一群身心障礙的 孩 子 們 有 喜 樂 、 能 尊 嚴 的 成 長 。

認養/捐款辦法：500元／月、3000元／半年或6000元／年可以幫助一個孩子在惠明快樂的學習與成長、享受主恩。
郵政劃撥帳號：20517166
銀行轉帳：玉山銀行大雅分行

戶名：「私立惠明盲校」
帳號：0358- 966- 632- 867

聯絡電話：04-25661024 轉 177、178、186-188
傳真：04-2568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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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hmsh.tc.edu.tw

戶名：「私立惠明盲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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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號碼BOOTH：

Hall4 4A311
攤位號碼BOOTH：

Hall99 A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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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313
Taichu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Taiwan

November 7-11 , 台中國際展覽館

Booth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