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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Viewpoint觀點探索

不專注就淘汰！
從產品導向轉為客戶導向，用「專賣店」策略區隔市場

隨
著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工業電腦的應用範圍

也愈來愈廣泛，我們必須在經營模式上不斷

的創新。回想十年前，我剛加入研華時，工業電腦

是根據產業標準，做出所謂的「General Purpose」

（泛用性）的產品。當時我對同仁說：「General 

purpose就是No purpose。」因為產品的設計並没

有對準用戶需求。也因此，我十分認同KC所提倡的

「專賣店」概念，因為唯有專注和合作，才能夠提

供貼切的服務，而這也是研華在擘畫未來事業藍圖

的重要經營策略之一。

但這樣概念該如何落實呢？基本上，可以朝兩個方

向發展，一種是對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的專

注，比如說在醫療用或通訊用的電腦平台，需要將應

用相關技術整合，跟其他產業上下游夥伴的合作不可

或缺。另一種專注，則是與該產業的領導客戶策略結

盟，盡力滿足客戶的需要，因為應用電腦複雜度高，

而且很難標準化，所以雙方必須有足夠的流程整合。 

然而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專注，都必需要「跨界整合」

（Crossover Collaboration）。

這 次 嵌 入 式 電 腦 事 業 群 的 組 織 改 組 ， 區 分 為

Embedded Core Services以及Embedded Systems 兩個

team，背後的意義就是客戶導向，因為目標客戶是不

一樣的。Embedded Core Services的用戶是電子設計

工程師，Embedded Systems的用戶則是系統工程師或

軟體工程師，需要把平台再加上應用軟體、或放到終

端用戶的系統裡。

而對設計工程師來說，依據產品需求去選擇主機

板、找人改BIOS，然後整合成一個運算平台。他們

可能需要找不同的供應商，甚至要聘僱不同的人員。

其組合越複雜，風險就越高。研華作為一個設計者專

用的專賣店，可以針對博奕、KIOSK、車載、醫療等

不同產業，提供經過整合的產品和標準化的服務，客

戶只需要負責挑選所需的模組，不再需要負擔整合不

熟悉技術的風險。至於系統產品的客戶，需要的則是

Solution-Ready的平台，專注於客戶應用與服務，不用

再煩惱運算平台的問題。

而 這 樣 的 改 組 對 研 華 本 身 也 是 加 分 ， 因 為

Embedded Core Services 的內部客戶就是Embedded 

Systems，從內部客戶的身上，可以學習如何服務和

滿足外部客戶的需求，而且內部資源可以加以整合，

也呼應了跨界整合的概念。

可能有些人會問：在這次的改組中，所要面臨的

最大挑戰是什麼？我想應該是「整合」，要將不同產

業的知識，要和其他硬體、軟體技術做整合，不僅是

橫向的功能要整合，還要有縱向的深度整合。不過，

目前研華已經有這樣的基礎，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對

焦」，將這些知識從前端累積到後端，將知識整合完

成之後，就可以推到同一族群的不同客戶上。

目前第一步是從行銷和業務的部分開始著手，先

將這部分的組織改組，把此種服務客戶的方式建立

起來。而透過行銷業務人員和不同類型客戶討論的

過程，並將客戶的應用需求反饋到產品的發展和整合

上，形成良性的循環來改變經營模式。我也相信在今

年下半年，我們在行銷和客戶服務的部分就會有具體

的服務方案，同時也會有第一波的產品誕生。

工業電腦產業要做到差異化，不再是硬體或技術，

是要更進一步到整合服務。我期許，未來研華應該要

成為電子與系統設計工程師的專業百科全書，在網站

中可以提供經過整合的核心服務技術，讓不同產業的

設計工程師在設計運用平台時，能想到研華，並可以

找到貼切的答案與服務。如此一來，才能成為符合客

戶需求的「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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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公司營運長  



在
好萊塢賣座科幻電影「鋼鐵人」（Iron Man）

的好幾幕場景中，身為科技天才的男主角在自

家豪宅中，隨便拿起桌上的遙控器，屋內空間與燈光

的氣氛就能千變萬化，而且指頭輕觸，就能設定各種

保全措施或是得到各種屋外的資訊，看起來真的很

炫，但別以為這只是科幻電影裡的噱頭，因為在台

灣，遵宇科技早就已經研發出類似的服務，而且實現

在「寶徠花園廣場」等數十個豪宅社區裡。

遵宇在智慧建築上的完整解決對策，主要是分成

智慧社區數位整合系統，以及智能居家環控系統。

透過這兩種系統，住戶在家裡使用牆上的嵌入式觸控

螢幕裝置或遙控器，甚至是透過自己的筆記型電腦、

PDA與手機相連結，就能跟社區公共空間的攝影監視

器連線，以及與社區住戶或警衛室進行影像通話；此

外還能設定家中不同時間內的燈光氣氛，啟動冷氣、

電視、音響、DVD等智慧型家電，以及設定監視與保

全系統。這樣的科技，神奇到連好萊塢電影都沒有想

到。正因為如此，遵宇也得到國家級評選台灣第一家

的「智慧建築優良系統整合商」之認證的榮耀！ 

發現智能家居藍海 積極投入

遵宇是如何發現這個藍海的呢？身為公司創辦人之

一的行銷業務部副總經理臧家粱解釋，他早年從事房

地產與物業管理，在2000年網路經濟興起時，他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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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的系統整合商（SI）在不

景氣中面臨非常嚴重的生存競爭

時，遵宇科技早在五年前就憑藉

著對於不動產物業管理的經驗，

再結合研華公司UbiQ智能家居控

制產品，推出智慧建築的完整解

決對策，開拓另一片藍海！
採訪撰文│莫乃健
攝影│盧大中
專訪│ 遵宇科技行銷業務部副總經理 臧家粱 

遵宇科技行銷業務部協理 馬國倫

引領iTaiwan發展
遵宇開闢科技建築藍海

Customer Partnership成就客戶

步發現網路與通信科技對現代人生活影響，從最早的

手機，到後來應用到汽車上，車上衛星定位、防盜、

數位影音等功能服務都能整合在一起。相較之下，當

時台灣的建築與物業管理產業，只是著重在工程建築

上的硬體施工，卻鮮有人思考建築完成後的軟體面，

也就是資訊與通信科技對社區與居家空間提升的可行

性。儘管有些SI公司會有一些豪宅的室內環境與氣氛

控制系統，但是規模都很小，而且大多無法達到從社

區觀點考量之客戶需求。於是，遵宇決定投入這個領

域，提出從全社區系統整合出發，而非只有各戶室內

環控系統的解決方案！

而當公司決定投入SI產業後，首要就是找到策略夥

伴來提供系統與硬體平台。「找到研華多少是因為機

緣，但是也跟研華在全球工業電腦的科技領先以及穩

健經營，很有關係！」臧家粱表示，他在房地產界養

成先看合作對象財務報表的習慣，發現研華每年營業

額與獲利都是穩定成長，而且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負

債，「我們的服務與產品主要裝置在新的大樓與社區

裡，而建築物的壽命至少有50年，所以我們的合作夥

伴在營運上一定要很穩健、很安全，如此產品品質與

維護服務才能得到長期的保證！」除此之外，當時研

華發展出10.4吋數位觸控平台與實際應用於日本東京

都內高級酒店式公寓的成功經驗，更讓他覺得如獲至

寶，因此合作就此拍板敲定。

與研華攜手並進 發展完整解決方案

在過去五年合作內，遵宇所延伸的商業領域與研

華UbiQ產品發展步伐，息息相關！例如：遵宇最早

與研華合作的機種是10.4吋面板的UbiQ EH-7106系

列。研華此系列產品曾經得到日本最大建築集團Moris 

Building賞識，因此在東京最經典與奢華的「六本木之

丘」建案中，引進了3,000台這種UbiQ 10.4吋面板產

品上，主要是裝置在飯店式管理的高級住宅中。這讓

遵宇向台灣的豪宅建商提案時加分不少。

此外，當研華開發出小尺寸面板的UbiQ產品時，遵

宇也立刻掌握了這系列產品其體積小、精巧細緻的特

性，進行應用系統上的研發，提供客戶的建議給研華

參考，作為產品改善的依據及新產品的開發方向；最

後這個產品創造了500戶以上的實際成功上線案例。

目前，他們看好銀髮族市場，因此攜手與研華，以及

國內大學等機構合作，推出專門針對長照機構老人照

護的產品服務，而這個實驗案例使用的則是研華大尺

寸觸控螢幕。

遵宇成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系統整合上的研

發。目前遵宇已經成功地將電腦產品、軟體研發、機

電技術、控制技術及工程相關細節與介面，各種跨領

域的Know-how整合，並且可以針對不同型態的建築

或居住空間提出不同的智慧化整合方案。

展望未來，遵宇有更大的企圖心。他們希望能夠

在持續提供以往客製化服務時，也能將目前已經運作

很順利的產品，進行商業上大規模的複製，而其中關

鍵在於成本。因此，遵宇已與研華共同研發UbiQ 480

系列，該項系列在生產上與資訊系統整合上的成本更

低、功能服務卻更多，從配合新建築結構過程所特殊

設計之預埋盒、可拆卸式之面板前框、多樣化設備連

接埠到嵌入式軟體設計，這套系統整合就是針對兩岸

三地華人建築市場而開發。數年前，手機就是靠著同

樣的原理而在全世界普及，而遵宇在國內，甚至於大

中華的智慧建築市場，是否能達到像手機那樣大量普

及的成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UbiQ平台成就完美智能家居與安全社區生活

右圖∣五年前，遵
宇的研發團隊就開
始投入智慧居家的
研發，圖為主要核
心團隊成員遵宇科
技行銷業務部副總
經理臧家粱（右）
以及行銷業務部協
理馬國倫（左）。

遵宇在智慧建築上的
完整解決對策，主要
是分成智慧社區數位
整合系統，以及智能
居家環控系統。透過
這兩種系統，遵宇希
望提供給客戶「智慧
家庭、智慧建築、智
慧社區」三合一的新
生活。

關於遵宇 

遵宇科技公司為榮獲國家級評選台灣第一家的「智慧建築優

良系統整合商」之認證廠商。主要業務是提供客戶各系列平

台產品為主的智慧社區數位管理整合(i-Community)與智能生

活空間環控整合(i-Life)之完整解決方案，並且自行研發出

「智慧型建築數位神經系統(IBS)」。遵宇科技冀望以海峽三

地建築市場為主，使所有客戶均享有「安全、舒適、便利、

節能、健康及永續服務」的「智慧家庭、智慧建築、智慧社

區」三合一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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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科幻電影中才能看到的未來生活場景，隨著智能科技的普遍應用，

逐漸變為現實，像是研華的智慧燈光控制系統，就成為居家與公共空間設計時的好幫手，

不僅為使用者帶來更多便利性，也提升了整體的生活品質。
匯整撰文│林平　
圖片提供│權釋設計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假
日的午後，客廳裡播放著輕音樂，Alber t和

Emily兩人正喝著花茶、品嘗著小點心，享受難

得的下午茶時光，把握著片刻的悠閒；此時，客廳的

燈光正設定成「午茶模式」，由崁燈中流洩出柔和的

光線，讓Albert和Emily的下午茶時分，不僅充滿了靜

謐及寧靜，更增添幾分溫馨氣氛……

這種結合科技的智慧化生活，並不是電影中才有

的場景，而是已經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呈現的情境。

因為現今智慧化的燈光控制系統，已逐漸在居家環

境中成為住家風格設計、生活品味的一部分。人們

向來追求的舒適、安全、便利、環保的居住環境，

除了以空間設計和裝潢建材來呈現之外，搭配科

技、智慧化的燈光控制系統，更可讓人們的居家環

境充滿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及溫馨感受。

以使用者需求為出發點 

在實際應用上，智慧燈光控制系統內部設有多組

I/O模組，可針對居家空間的燈光與開關模組進行控

制，例如燈光與電動窗簾都可進行連線，而燈光的

亮度與組合也可直接透過迴路進行設定，並可調配

漸變效果，因此空間的燈光可依使用需求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呈現效果。

另一方面，過去的燈光操控，是透過一個個遍布牆

壁上的開關來啟動；而今，智慧燈光控制系統透過單

一的控制面板，功能上可配合調節器控制，達到不同

的燈光強弱效果。讓使用者只需使用一根手指頭操作

控制面板，或是透過網路由電腦設定，即可輕鬆控制

不同空間的燈光組合。

居家多種情境模式設定

以一般居家為例，採用研華的「智慧燈光控制系

統」配置於客廳，屋主可以隨時依照需求輕鬆調整空

間的燈光。由於智慧燈光控制系統不但可以透過簡易

的面板操作，達到不同燈光組合的控制，同時更可以

搭配窗簾的連線設定，來調整空間的光線情境，使整

體居家環境有截然不同的氣氛。

例如，在客廳的燈光配置，分為宴客聚會、午茶模

式、浪漫模式、劇院欣賞以及休憩模式等五種。燈光

的調配透過迴路設定，在啟動約五秒而有效果改變。

「宴客聚會模式」可讓客廳所有的燈光打開，以迎合

聚會時的燈光需求，而客廳、餐廳的崁燈以及電視牆

上的壁燈，也都會隨著不同的組合而有不同的明暗設

定，可讓空間感覺明亮寬敞，凸顯室內的別緻高雅，

展現屋主的不凡品味。「午茶模式」則是將餐廳與客

廳的崁燈設定為30％的亮度，同時開啟展示櫃及收納

櫃的間接燈光，為空間提供適度的光線，更添午茶時

光的溫馨氣氛。「浪漫模式」最適合用在夫妻兩人獨

處的時候，可將餐廳的崁燈調整為15％亮度，讓整體

空間營造出溫柔浪漫的氛圍。「劇院欣賞模式」可應

用在當使用客廳的視聽設備時，利用微亮的聚光燈以

及輔助的立燈，可在不影響影片觀賞的情況下，維持

環境必要的亮度。

現今智慧化的燈光控
制系統，已逐漸在居
家環境中成為住家風
格設計、生活品味的
一部分。

左｜透過燈光科技
及各種生活機能配
置，可成就出具有便
利功能並兼具科技智
慧的居家空間。

右｜智慧化的居家燈
光設計，也可實現在
企業辦公大樓中，不
僅符合不同應用的需
求，還可達到環保節
能的功效。

情境、氣氛、節能
一手包
智能燈光控制為生活增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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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燈光控制系統除了可以創造客廳的多樣化氣

氛之外，在居家的不同空間展現智慧化的便利性。透

過燈光科技及各種生活機能配置，可成就出具有便利

功能並兼具科技智慧的居家空間。例如，在家人生活

重心的客廳、餐廳以及書房等公共空間，可將智能燈

光控制系統，設定成多組燈光迴路，展現出優異的表

現性能。如「睡眠模式」，可將全部公共空間的燈光

都熄滅，只留下負責夜燈功能的走廊燈，替尚未休息

的家人指引空間方向；「歡迎模式」則是可讓電動窗

簾全部打開，並且讓間接照明以及走廊的燈光也都打

開，以迎接主人的歸來；而「宴客聚會」模式則是讓

所有的燈光全亮，以迎合聚會的燈光需求；至於「全

家用餐」模式，則是聚焦於廚房與客廳之間的吧台區

域，而客廳的吊燈照明依舊可營造出溫馨的氣氛。

對於屋主而言，這種結合居家空間與生活科技的新

設計，將帶來全新的生活體驗；讓向來單調的燈光，

成為親近家中每個人的智慧化設計，也提升了整體的

生活品質。

企業環保節能最佳選擇

隨著大眾對於休閒概念的提升，以及科技講求人性

化的演進，這種智慧化的居家燈光設計，也可以實現

在辦公大樓之中，當燈光的組合、影像的配置以及景

觀設計等三個元素完美結合，空間的使用不僅可符合

不同定用的需求，還可達到環保節能的功效。

例如在研華陽光大樓的公共空間中，導入研華智

慧燈光控制系統，讓公共空間可依使用需求的不同，

而設定不同的燈光情境變化。如在公司的會議室中，

以不同的應用需求，如節能、簡報、演講、產品發表

等，設定不同的燈光組合；如在「簡報模式」，搭配

3D投影設備，可讓產品呈現更為清晰；在「會議模

式」，搭配合宜的照明及鏡頭配置，讓雙方溝通暢行

無阻；在「白板模式」，可讓光線聚焦在白板的空

間，使觀看白板更加清晰；而在「討論模式」，則設

定為整體空間明亮度提高，讓會議進行更順暢。其他

公共空間則配合產品發表會或活動的需要，使燈光可

調空為漸層的效果配置。而在平常時間，燈光設定為

省電節能，提供基本的照明。至於公司的迎賓大廳，

除了基本的照明光源之外，採用投射燈的設計，可讓

大廳的陳列藝術品更加突出，增強空間展示的效果。

這些利用智慧燈光控制系統的貼心設計，不僅可為

企業的辦公環境因應不同的使用需求，達到最佳的空

間及應用效果，同時也讓企業的節能措施有了具體的

落實之道。■

研華目前已在陽光大
樓中導入智慧燈光控
制系統，如「簡報模
式」就可搭配3D投
影設備讓產品呈現更
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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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了半天不來，時間來不及了改搭計程車，

但卻發現要等的公車在後面。」這大概是

多數都市公車族都曾遇過的惡夢。公車是城市最重要

的公共運輸工具，相對於其他如捷運、火車等，目前

公車系統所提供的資訊並不多，除了路線圖外，幾乎

沒有其他相關資訊，因此，台北市政府幾年前開始建

置「台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至今已完成前三期

建置，正在進行第四期，預計隨著研華的車隊管理平

台逐步導入後，將可提供民眾更完整的資訊服務，提

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

第四期工程啟動 研華車隊管理平台居核心要角

「台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共包括四個部份，

包括公車上的車機設備、智慧型站牌、中控中心與網

頁，系統運作方式是從內建GPS與GPRS的車機上，

將公車位置發送到中控中心，中控中心再計算出公車

到站時間，將訊息傳往智慧站牌，此外乘客也可用電

腦、PDA、手機等設備連上中控中心網頁，查詢公車

到站時間與路線。

由於公車動態資訊系統中，車機與智慧站牌所

處的環境惡劣，因此公車處在採購時，針對系統穩

定度與耐用度有特殊要求。研華服務應用事業群林

威佐指出，人們搭乘汽車都在含空調的車廂中，多

認為車輛環境十分舒適，但其實在車廂以外的車體

中，其環境相當惡劣，不僅溫差大，還有震動、粉

塵等問題，再加上IT設備內部元件多半相當精細，在

車輛長期的顛簸行駛下，常會發生故障。以臺北市

公車裡面的LCD螢幕為例，其損壞率最高的原因就是

公車，最讓乘客抱怨的就是久久不來，為了讓乘客更能掌控時間，

台北市政府積極投入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建置，

目前已進行到第四期，未來每輛公車都加裝衛星定位系統，

公車站牌的LED資訊板也會傳來公車預計幾分鐘到站的訊息，公開透明地讓乘客了解公車動態。
採訪撰文│溫潤　攝影│石吉弘　專訪│研華公司 服務應用事業群林威佐

北市公車動態系統
即將全面啟用
研華車隊管理平台隨車上路，讓消費者輕鬆掌握公車動態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台北市政府的「台
北市公車動態資訊
系統」，目前正在
進行第四期建置，
預計將導入研華的
車隊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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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震動所引起，若使用無特殊驗證過的產品，

其使用壽命不但短，而且維修費用也相當高昂，因

此公車處這次開出的規格必須要通過相關認證，已

確保系統日後運作順暢。

除了寬溫、防震、防塵外，對週邊設備的支援也相

當重要，在台北市的公車中，主要的輸出入設備還包

括公車司機報站名的麥克風、顯示站名與路線名的內

外LED跑馬燈，這些都必須在主機板上預留輸出入通

道，以便快速整合。

在穩定與高整合需求下，研華的車載產品系列當初

設計就以車隊管理作為主要應用，整體設計往防震、

防塵、寬溫方向進行，並通過CE/FCC、Emark、ISO 

7637等車輛專屬認證，因此獲得公車處採用，目前

「台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預計於今年6月底前驗

收，7月正式上路，屆時內建研華方案的車機將隨之

啟用。

專攻車隊管理市場 經驗豐富產品線完整

在車載系統產品中，研華整體產品線發展的相當完

整，如MARS工業等級手持式終端設備，及TREK整合

型車載電腦；從2001年開始，研華接觸車載市場已有

8年歷史，擁有相當程度的產業經驗。不過，從應用

面來看，可以發現研華的產品多以產業車輛為主。林

威佐分析指出，車用電子設備可分前裝與後裝兩種，

前裝設備在車輛製造時即一併設計在內，必須與汽車

製造業者進行長期協同開發，後裝設備則是在成車後

才依車輛任務需求由系統整合商安裝上去，因此多以

產業及運輸車輛如貨櫃車、卡車、油罐車、公車、計

程車等為主，目前研華側重的市場在後裝產業車隊管

理方面，主要的客戶群則為貨運、物流業。

車隊管理的IT系統與「台北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類似，皆由中控中心人員透過車機來進行行車控管，

但在車隊管理的IT系統上會將車機與車輛整合，主要

目的有二，一是完整紀錄車輛行使狀況，車機會在

車輛內部的引擎、煞車等處，安置感測器，這些感測

器會將測得的數據如車速是否保持穩定、有無急速增

減、有無緊急煞車等資料，傳送到車廂內的車機。

林威佐表示，一般大型產業車輛駕駛人，自主性都

較高，過去的行車安全都僅能以口勸告且無法進行有

效管理，有了行車紀錄後，由機器來控管，將會使駕

駛習慣更為嚴謹，進而提昇行車安全及降低油料使用

成本；第二個功能則是內建GPS與GPRS/CDMA，讓

企業的行車系統可以隨時掌握車輛的行車動線，除了

避免汽車偏離路線外，也可以視客戶所需，就近調派

車輛支援任務，提升運送效率。

由IT設備來進行車隊管理，將可使企業提昇管理效

益、降低成本、改善企業形象，導入車隊管理的企

業，在資訊的全面性與透明度掌握都更高，如此一

來在配送路線的安排便可讓車輛調度逼近最佳化，

在最短的時間服務最多的顧客，而就成本方面來

看，在相同或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配點的運送，

每一配點所平均支付的油料、車輛維修成本也就相

對降低，達到了降低成本的目的，最後再由改善企

業形象角度來看，當駕駛人的駕駛行為被隨時監

管，違規事件也將相對降低，在運送的時間品質管

控方面也會有所提升，這無論在客戶或社會兩端，

對企業形象都有正面效益。

因應目前全球景氣下滑，如何最佳化運用資源，已

是企業不可或缺的經營策略，完善的車隊管理系統，

不僅可應用於一般企業，達到提升效益降低成本的目

的，在公共運輸系統中，更延伸出多元應用，打造出

資訊無縫城市。■

「台北市公車動態
資訊系統」建置完
成後，將可提供民
眾更完整的資訊服
務，提升大眾運輸
服務品質。



Joyful eLifestyle品味樂活

台
北木柵動物園的貓熊館前，擠滿了人群，突然間

一陣騷動「出來了！出來了！」，只見黑白相間

的貓熊團團搖頭晃腦慢步走出來，沒多久另一隻貓熊

圓圓也出現在另一端，悠哉的神態與圍擠在館外興奮

的人群，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自從2008年底，「團團」、「圓圓」來台後，全台

掀起一陣貓熊熱，龐大的人潮擠爆了木柵動物園，為

了有效控制參觀人數，園方在入口處設置了抽票機，

並與服務中心的數位電子看板整合，將排隊號碼顯示

在看板上，避免參觀遊客因不知號碼順序，造成貓熊

館入口堵塞。

三大系統整合 看貓熊不再紛亂無章

在系統建構前，木柵動物園園方所提出的系統規

格訴求有三點，這三點都是因應龐大的參觀人潮所

產生出來，包括設備運作情形（防止抽票機被人為破

壞）、售票作業事件紀錄（紀錄售票找零爭端）、遊

整合後的系統，讓遊
客可享受到各展覽館
的影音播放與排隊號
碼告知的方便。

客問題答詢（系統連接貓熊館系統、回答遊客相關問

題），在這三大考量下，系統整合廠商將抽票機、數

位電子看板、監控設備，彼此串連整合，同時兼顧穩

定與性能。

在系統中，抽票機與數位電子看板連接，在看板

上顯示目前的排隊號碼與當天貓熊館的剩餘參觀人數

（每日上限為22,000人），另有園內各館的紀錄影

片，而監控設備則在中控中心顯示12組架設於各處的

攝影機畫面，分別是抽票機4組、動物園入口2組、遊

客服務中心4組、售票口內部2組，這些攝影機負責監

控園內狀況，將畫面送回監控中心，至於DVR系統，

則採用研華的PowerView監視軟體系統與影像卡。

相對於一般公共場所的監控系統，負責這次監控設

備架設的雲台科技陳厚諺指出，木柵動物園對系統規

格主要訴求點是穩定、高整合、快速上手、易維修。

考量到這三方面，陳厚諺在硬體方面選擇了研華的

PV1000E，軟體則是PowerView，從規格特點來看，

PV1000E的16通道足以負擔目前的12組攝影鏡頭，

PowerView則是著眼於安裝、維修方面的簡便，而到

底有多簡便呢？陳厚諺表示，整體系統由他一個人安

裝，在30分鐘之內就完成作業，在加上30分鐘的人員

系統解說，總花費時間才1個小時，設備安裝完成到

現在將近3個月，系統穩定運作，所有操作上的技術

支援。也因為Powerview操作非常簡易，我們僅需用電

話便可以進行教導，讓使用者感受到即時服務與產品

使用的方便性。

此外陳厚諺特別指出，除了影像擷取外，PV1000E也

具備錄音功能，可同時對現場收音，若遇園方與遊客出

現爭端，可還原事件原貌，不過此功能動物園對監控系

統的要求著重於畫面紀錄，穩定度與高整合度。

系統高度整合 附加價值大提昇

透過系統的整合，讓附加效益大幅提昇，就目前

市場發展來看，已成為安全監控的市場趨勢，同時在

技術的精進下，監控系統與週邊設備的整合也越來越

密切。木柵動物園的監控系統對台灣影像監視廠商來

說，所要求的監控功能與應用的技術並不難，但對於

穩定度與高整合性要求頗高。而台灣廠商主要都訴求

於影像錄影的功能，在整合性與使用的環境穩定度則

為不足。為了加強穩定度的需求，木柵動物園監控系

統必需要採取工業規格，才能負荷每天運作的工業影

像系統。

至於整合部份，這套監控系統整合了抽票機與電子

數位看板，同時與內部網路相連，可透過乙太網路鏈

接到貓熊館內部的視訊網路，系統整合將使各原本獨

立運作的單一設備，產生1+1＞2的效益。從木柵動物

園的監控系統來分析，整合後的系統，對遊客而言，

電子數位看板可兼具各展覽館的影音播放與排隊號碼

告知功能，對園方管理而言，則可兼具設備防止招受

損毀、售票爭議避免與遊客管理等三項功能，完美落

實了監控系統的最高宗旨。■

動物園看貓熊
三大系統好幫手
整合抽票機、監控系統與數位電子看板，有效紓解入口堵塞
每逢假日就可見到大批遊客湧進台北市立動物園看貓熊，為了有效紓解貓熊館入口的堵塞，

館方引進了研華的監控系統，讓遊客可以順利入園、看到貓熊、平安出園。
採訪撰文│溫潤　攝影│石吉弘　專訪 │雲台科技 陳厚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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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八點半，捷運市政府站中洶湧的人潮趕著衝

出刷卡閘門，匆忙地朝向遠在1公里之外的台

北101辦公大樓走去……只見Amy輕鬆地走出捷運出

口，拿出悠遊卡租了一部YouBike，五分鐘就騎到台

北101大樓，將YouBike還回租借站後，Amy可輕鬆地

9點鐘之前完成打卡。以前這段捷運市政府站至台北

101大樓的路程，總讓Amy步行約要20分鐘，往往氣

喘如牛地才能勉強不遲到；現在有了YouBike，讓Amy

總能優雅輕鬆地快樂上班。

「YouBike微笑單車」就是台北市政府與台灣捷安特

公司攜手啟動的台北市接駁型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

務計畫。近年來，響應全球節能減碳政策，以及受到

電影「練習曲」的推波助瀾，騎乘自行車已在全台灣

引起熱潮。騎自行車已成為全民最夯的休閒活動，同

時也是環保生活的落實方法之一。台北市的「YouBike

微笑單車」，正是以自行車做為大眾運輸系統最後一

哩的接駁工具，可鼓勵更多民眾應用大眾運輸系統及

接駁自行車，達到環保、節能生活的實踐，並打造全

新的台北通勤文化。

公共自行車已為全球風潮

這類型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服務在國外早已上

路多時；例如歐洲各國，包含法國、荷蘭、奧地利、

挪威、丹麥及德國等，已紛紛在大都市中建立公共自

行車租賃系統。透過簡單方便的租賃系統，配合便宜

的使用費率，鼓勵民眾選擇自行車作為交通工具。一

方面可解決都市交通擁塞的問題，同時可達到節省能

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改善都市中空氣品質等加

乘的效果。

早在1998年首行於法國西北部的雷恩市「SmartBike」

自行車共用系統，目前在歐洲總共有11個城市運行。以

西班牙巴塞隆納為例，「SmartBike」實行四個月後，就

有八萬名會員註冊；每日平均使用人次為745人，高峰

日可達到2,500人次；平均每人一天使用22分鐘，每車使

用10至15次，一年就可減排2,500噸的二氧化碳。據統

計，現今歐洲的公共自行車系統全球會員已達16萬人，

用過的觀光客成千上萬，總里程數已突破1,400萬公里。

巴黎帶頭 各大城市跟風起

此外，另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著名公共自行車租

在全球環保節能風潮下，騎自行車已是一項全民運動。然而，你不必一定非得到郊外

才能享受騎自行車的自在快感，現今在都市中的公共自行車也能讓你輕鬆享受行動的樂趣。
採訪撰文│林平
圖片提供│台灣名人影像

公共自行車蔚為風潮 
響應節能減碳，大眾運輸系統添新成員

左｜法國自2007年7月開
始啟用城市自行車自由
租用計畫－「Velib」，
在整個巴黎市區建立了
750個自行車租借站，提
供上萬輛的自行車供市
民與觀光客租用。

右｜台北市的「YouBike
微笑單車」在今年3月11
日啟用營運，讓民眾可
以體驗到公共自行車帶
來便利。

賃系統，是法國首都巴黎，自2007年7月開始啟用城

市自行車自由租用計畫－「Velib」。「Velib」是法語

vlos en libre-service的縮寫，中文譯為「自由的行」，

意即表示可以自由使用的自行車。 

Velib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在整個巴黎市區建立了

750個自行車租借站，提供上萬輛的自行車供市民與

觀光客租用。此系統的使用相當簡單，長期使用的

民眾可以29歐元取得一年期的「Velib卡」，而觀光

遊客則可購買1歐元1天的使用權或5歐元1週的使用

權，使用時間在30分鐘內則免費；計時系統由電腦

控制，當民眾把自行車歸還到任一租借站時，計時

也將自動停止。

自「Velib」計畫推動至今，巴黎市已有將近20萬

名長期租用戶，而且臨時短期租用的用戶更持續成長

中，顯見這項為了減少城市汽車污染、改善城市交通

的計畫已有驚人的成果；而且此股公共自行車租用服

務風潮已陸續在各國的主要城市蔓延，成為各大城市

一項既經濟又流行的交通新時尚。 

歐洲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的風潮也迅速吹襲到美

國及亞洲，美國的華盛頓特區也在2008年建立了公

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在亞洲，包含北京、台北、高雄

等大城市，也先後推出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系統。台

北市的「YouBike微笑單車」已在今年3月11日啟用營

運，民眾也可以開始體驗「YouBike微笑單車」帶來便

利性及自在悠遊的快感。公共自行車的時代已到來，

將對都市的大眾運輸系統掀起變革，也對人們的生活

習慣帶來改變，進而也將對現今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的

節能環保措施帶來具體的貢獻。■

Special Report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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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電，既安全又環保；這些貼心設計能讓民眾

享受高品質的騎乘經驗。再者，在停車柱部份，採取

高運量設計規劃（一停車柱停放2車），可符合台北

市人口稠密的高運量交通需求，超越國際級的水準。

打造無接縫大眾運輸系統

台北市交通局局長羅孝賢表示，台北市向來積極規

劃無接縫（Seamless）的高優質、高效率大眾運輸系

統，透過「YouBike微笑單車」的推動，作為民眾搭乘

捷運或公車之後的短程接駁工具，將可進一步實現無

接縫大眾運輸系統的目標，同時最重要的是對民眾的

生活形態將產生變革及改造，創造全新風貌的生活風

格。另一方面，「YouBike微笑單車」的使用重點在於

「速借速還」，讓民眾建立「分享」的觀念，讓需要

使用車輛的民眾都有機會騎乘使用，讓大眾都能一同

分享與愛護台北市的公共設施，並且尊重及禮讓在道

路上的各種交通工具，這不僅是環保的落實，也是對

台北市通勤文化的改變的開始。 

戶外型KIOSK講求安全穩固

「YouBike微笑單車」在各個租借站站建置全台第

一的戶外型KIOSK資訊服務站，以不鏽鋼加上五層工

業級烤漆打造，弧角設計搭配最先進的工業電腦與全

套模組化技術，完全防水抗壓，能提供消費者更完善

的服務品質。其軟體或硬體設備皆具備高品質之規劃

設計，硬體部份，兼具外型美觀、防水設計與機座安

全穩固之特性；資訊系統部分，則採用安全性與穩定

性最高之網路機制，避免在申辦過程中發生斷訊之風

險。而且，透過KIOSK可查詢系統使用方式與各站點

車輛狀況等即時資訊，達成百分百無人化自動管理；

它還有貼心直覺式的操作介面，只要使用悠遊卡與信

用卡，就能在一分鐘內完成所有的註冊動作，輕鬆完

成租借程序。

而身藏在這個KIOSK機台內部的核心靈魂正是來自

於研華的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腦－ARK-4180。由於此

KIOSK機台是安置在戶外，因此在選購其內部核心的

工業電腦初期，是以溫度規格、耐震能力為最優先考

量；而且KIOSK內部僅有限的空間來安裝工業電腦，

因此工業電腦系統必須具備精巧的體積外型；另一方

面，考量到戶外環境溼氣重，若採用裸板安裝，容易

導致電子零件受潮或生銹而影響整體系統的運作。因

此研華的ARK-4180可100％符合客戶的需求。

交通局局長羅孝賢表示，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是一

項永續經營的交通政策，未來此服務將持續擴大至台

北市各大區域，與各大捷運路網、公車幹道、自行車

專用道相連結，形成綿密大眾運輸網絡。捷安特總經

理何友仁也表示，未來此類服務也將計畫推展至台北

縣周邊城市（如板橋、中和、永和）；這將對未來家

庭到捷運站等交通接駁形成重大變革，而且最重要的

是對環境品質的改善將有重大意義。

隨著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的上路，必將大幅改善都

市的環保及空氣污染問題。研華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

腦將能在各個租借系統核心中成為重要的幕後推手。

ARK-4180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腦的設計，正是都市中

戶外嚴苛環境應用的最佳選擇，也讓研華對於永續環

境的綠色節能理念得以落實，並貢獻一己之力。■

台
北市的「YouBike微笑單車」於3月11日正式上

路，陸續開放信義區的11個租借站點，提供

500輛自行車租借使用，配合台北市積極推動健康、

環保與便民的交通政策，將把台北市打造成一個低污

染、低耗能的綠色城市。

「YouBike微笑單車」結合悠遊卡及信用卡等電子式

無人化收費管理，租借流程相當簡單便利，只需要5

秒鐘就能夠輕鬆完成借還車；而且還提供甲地租車、

乙地還車的便利服務，將成為通勤族短程接駁的最佳

選擇，也是民眾週末休閒逛街的新體驗。 

越級國際級水準的自行車

台北市政府推出的「YouBike微笑單車」，是參考法

國巴黎、西班牙巴塞隆納的案例，由台北市交通局與

捷安特公司、悠遊卡公司共同合作開發出與國際潮流

接軌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初期選擇信義區為試辦

區域，主要是因為信義區具備國際聚焦特性，國際人

士往來頻繁，「YouBike微笑單車」的啟用，將讓台北

市的國際形象大幅向前躍進。

「YouBike微笑單車」經過短短一年時間的研發規

劃，由捷安特公司因應臺北市用車環境，量身打造出

獨一無二的車體設計。捷安特公司總經理何友仁表

示，捷安特公司投入相當規模的經費及心力，研發出

全車體防鏽，適應台北市高溫、潮濕氣候的自行車，

而且它三段變速不會損耗踩踏效率，讓使用者騎乘更

輕鬆省力；車輪採包覆式防捲設計，不必擔心長裙被

輪胎捲入或弄髒；此外，車體具有環保輪鼓發電功

能，騎乘時能自動點亮前後燈，停止踩踏時，後燈仍

微笑單車
塑造北市新通勤文化
北市府、捷安特與研華攜手，實踐無接縫交通理念

在台北市的「YouBike微

笑單車」於3月正式上路

後，自行車不再單是一項

運動休閒工具，將與各大

捷運路網、公車幹道、自

行車專用道相連結，形成

綿密大眾運輸網絡，改變

北市民的通勤習慣。

採訪撰文│林平
攝影│石吉弘
專訪│台北市交通局局長 羅孝賢
捷安特公司總經理 何友仁

上左｜研華相當重
視YouBike微笑單車
租賃系統的開發，
啟用記者會當天，
同 仁 們 也 實 際 試
騎、驗收成果。

上右｜YouBike微笑
單車是由台北市交
通局與捷安特、研
華、悠遊卡等共同合
作開發出的公共自行
車租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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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一切都要從摩爾定律開始說起！最早是出

現在《電子學》雜誌（Electronic Magazine）

1965年四月的主題文章中，英特爾（Intel）的共同創

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E. Moore）提出了電子性能

加倍的看法，他寫到：「最小元件的複雜度，將以每

年2倍的速度增加。在可預見的短期之內，這樣的速

度就算沒有變化，也應該持續下去。」

摩爾定律驅動嵌入式平台發展

儘管不論過去、現在都有專家相信半導體的發展最

終會超過摩爾定律所提出的速度，但至今電子產品的

成本以及性能依然符合摩爾定律，意即，每兩年成本

下降一半、但性能卻提昇兩倍。此定律已適用將近43

年，每當眼看發展速度就要下滑之際，就會有新的製

程被開發出來，繼續讓效能更高的電子產品變得更加

便宜。

此現象正說明不只是製造業，事實上整體社會都因為

摩爾定律的應用而出現了巨幅的變化。在1965年，製

造業都是透過紙上作業來配置各個架構；機器的繪圖、

製造依靠的是手工，而繪圖本身則是靠專責的繪圖人員

使用鉛筆或墨汁、花費大量的時間，只繪圖不從事其他

事情而完成；至於工程師則使用計算尺工作。

機台是透過電子機械式繼電器和機械式定時器控

制，並仰賴人工操作。如果需開製造新產品，產線則

與前幾年相比，目前
的平台具備更高的電
源管理效率與更好的
性能，研華的嵌入式
無風扇工業電腦就是
一個例子。

新世代

兼具性能優化與降低成本優勢
摩爾定律的特性，開啟了嵌入式電腦平台的發展時代，

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正改造著全球IT產品傳統面貌，

不僅讓產品朝向輕薄短小趨勢發展，

同時持續影響著產業與技術與革新。

嵌入式平台

撰文│研華電腦工業自動化事業群 林巨範
圖片提供│研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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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停工關閉、重新設計、重新配線，再重新啟動，

這往往使得生產線得停擺數個月，無法進行生產。

1969年，送太空人登上月球的電腦，其處理效能

甚至比2009年的平價手機更低落。

1968年，班福德協會（Benford Associates）的狄

克．摩利（Dick Morley）為電路繼電器設計了一套以

電腦為基礎的替代方案，稱之為可程式邏輯控制器

（PLC），而第一代的PLC的記憶體頂多只有到千位

元組，但PLC無論在離散型、或連續型的工業生產領

域，都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

1 9 7 6 年，全錄（ X e r o x ）的勞伯．麥特卡夫

（Robert Metcalfe）和他的助理大衛．伯格（David 

Boggs）發表了「乙太網路（Ethernet）：以分散式

封包交換器，作為區域電腦網路」。今日，大多的電

腦和PLC皆透過乙太網路傳遞數據。有趣的是，其相

關的專利並非著重於軟體，反而是針對用來製造集線

器、路由器…等的晶片，這些專利也因摩爾定律有更

多實用性的進展。

1981年，摩爾定律讓IBM開發出第一部個人電腦

（PC），能在Intel 4.88 /m/hz 8088晶片之下使16千

位元組的RAM記憶體運作。直至今日，每個PC的效

能甚至比三組驅動太空材的模組化可備份電腦更高。

在1893年之前，摩爾定律已經進展到讓Yamatake

跟Honeywell合資經營生產第一個「小型發射器」。這

是一種現場設備：一種壓力發射器，可以內建在板上

的微處理器發射器，是一種內含攜帶式儀表的電腦，

可以進行數位通訊以及程式編輯（就像一台真正的電

腦）。這個成果在業界產生極大的共鳴，眾多業者紛

紛迅速跟進投入。

1996年，費舍-羅斯蒙特（Fisher-Rosemount 

Inc.），也就是現在的愛默生製程控制公司（Emerson 

Process Management），改變了分散式控制系統

（DSC）的定義，其作法是結合了戴爾（Dell）所製

造的商用現成（COTS）個人電腦、專用的現場控制

器、和整合式套裝軟體，他們運用這套系統來運行標

準的乙太網路，並且稱之為Delta V系統。就因為摩爾

定律，現在個人電腦變得功能更強大，足以取代費

舍．羅斯蒙特和其他供應商先前用在DSC設計上的專

用電腦，而從前的專用電腦在相較之下笨重有如一個

「大鐵塊」。

此外，在2002年，世界製造業與供應鍊研究權威

機構ARC Advisory Group的分析師克雷格．雷斯尼克

（Craig Resnick），將可於Windows或專屬即時作業

系統（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上作業

的嵌入式個人電腦命名為「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

（PAC）。

從古至今，各項的實證顯示，摩爾定律具備持續有效

地表現在成本下降、效能提昇的特性，而這個特性也開

啟了嵌入式電腦平台（例如PAC）的發展時代。

當然，嵌入式電腦平台並非只侷限於PAC，其還廣

泛出現於各種不同的應用中，例如：乙太網路交換器

和路由器、分析儀器、機械控制和視覺控制系統、洗

衣機、微波爐、其他各種消費者電子工業的應用（例

如遊戲機）、環境控制、建造自動化等多樣化的應用

上。PAC已經充斥在我們常見的應用上，實在很難想

到有那個產業不使用嵌入式電腦平台。

新世代嵌入式電腦平台

您知道嵌入式電腦平台與摩爾定律的精神共通之處

為何？答案就是速度和運算能力的大幅提昇，以成本

降低與功能改善。

在1981年使用8088處理器的原始型IBM個人電腦，

需要150瓦特的電力來操作，而在21世紀初的Pentium

個人電腦則需要超過300瓦特的電力來操作，這也產

生了大量的廢熱，因此需要使用風扇降溫排熱，然而

因為使用風扇，是很容易將作業現場的髒污和粉塵吸

進機殼中，導致系統作業停擺，甚至造成更大的損

失。正因如此，無風扇裝置的嵌入式電腦的問市便是

一項關鍵性的革新與進步。

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無移動式元件、無風扇、配

備低耗能元件。低耗能運算能力可以節省能源，使得嵌

Technology Forum技術論壇

各項的實證顯示，摩
爾定律具備持續有
效地表現在成本下
降、效能提昇的特
性，這個特性也開啟
了嵌入式電腦平台的
發展時代。

入式電腦平台比起需要風扇的電腦具環保精神。

對於不具移動式元件的產品而言，無硬碟是一項

特殊的設計。早期的電腦，耗能中有一大部分是用來

運作硬碟機，近年來由於快閃記憶體的技術進步，讓

使用快閃記憶體來取代硬碟的作法變得可行。高達

16Gigabyte的快閃記憶體目前已經很普遍，甚至，售價

偏高的32Gigabyte的快閃記憶體也已問市。根據摩爾定

律，預估在2010年之前，64Gigabyte的快閃記憶體，

體積將會縮的更小，售價也會降至符合經濟實惠的水

準，並將廣泛普遍運用在各種嵌入式的運算應用中。

最早期的個人電腦使用的是單核心8088處理器，

而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所使用的，則是高性能的

多核心處理器，其擁有更大的L2（Level 2）快速緩衝

貯存區，使目前的平台在與幾年前的系統相較下，具

備更高的電源管理效率與更好的性能。另一個符合摩

爾定律的例子，便是研華電腦的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

腦UNO-2182以及UNO-3282，其搭載Core 2 Duo雙核

心處理器，相較原來的PC，運算效能高達數千倍。

沒有移動式元件、低耗能設計、低熱發散系統的特

性是新世代嵌入式電腦平台的潮流，也就是說，與一

般硬碟機相比，其所能容忍的作業溫度範圍更廣，更

能在溫差變化大的環境下穩定作業。

既然，這樣的產品不需要預留空間給降溫風扇、散

熱片、硬碟機，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的外觀必能

朝向小尺寸發展，整體系統的重量也能減輕。

比起配有風扇和一般硬碟機的傳統式個人電腦，無

風扇電腦平台更能應用於各種從前無法適應的極端狀

況，像是，發電機、火車、航海應用、以及工業應用

中的危險區域。

此外，正和與任何的個人電腦相同，新世代的嵌入

式電腦平台可以完全使用像Windows或Linux等作業系

統，或選擇專屬的嵌入式作業系統，也代表著，新世

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除了能在Windows XP或Linux的

作業環境下運行，也能使用嵌入式版本的Windows、

Win CE、以及Embedded Linux。

如同其他個人電腦，與原來的工業用可程式邏輯控

制器（PLC）相比，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提供豐

富的通訊選項，甚至提供Gigabit LAN介面。這表示，

其能符合需要龐大資料量與耗費大量頻寬的應用需

求，像是即時視覺系統或運動控制系統。

透過PCI Express（PCI-e）應用介面，新世代的嵌

入式電腦平台同時也擁有高速的圖形處理能力。事實

上，自Intel於2004發表此介面以來，PCI-e就是用來

取代原先的PCI區域匯流排、AGP圖形介面以及PCI-X

高速匯流排，因此，這使嵌入式電腦也具備高解析度

（HD）影像的功能。

不僅如此，PCI-e通道所具備的高速性能，使嵌入

式電腦平台能夠進行高速的通訊作業（例如10Gigabit

乙太網路），還能夠執行在磁碟陣列（RAID）方面的

應用工作。

新世代的嵌入式電腦平台所支援擴充選項，並非

只有PCI-e，還包括PC/104、PC-104、PC/104+以及

PCMCIA；透過各種標準匯流排介面，嵌入式系統具

備與其他廠牌設備連結的開放性。 

除此之外，有些供應商將工業I/O，例如：隔離式

數位I/O、RS232/422/485、甚至是類比I/O進行整合

內建於系統中，便可將嵌入式電腦平台當作單板控制

器使用。從前，對於工業控制應用領域的使用者而

言，或許難以想像摩爾定律會帶來何種重大的影響，

但事實證明，摩爾定律的確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產業與

技術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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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標準的快速演進、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以及垂直市場對系統整合度不斷提升的要求，

已成系統整合業者的嚴峻挑戰。透過有效且經濟的外包策略，將可讓系統整合業者更快速的完成產品的設計、

驗證與生產；並且將其有限的資源更專注於自有的研發活動而強化其核心競爭力。
圖文資料提供｜研華公司
編譯｜Joy

策略性外包：
業務成長的最佳捷徑
善用解決方案整合服務，強化企業競爭力

研華【解決方案整合服務】(Solution Integration 

Services) 滿足一次購足式採購與客製需求

近年來，隨著電子設備的整合度不斷提升，一個良

好外包合作夥伴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已經從早期的

單純扮演硬體提供者的角色，拓展到提供所謂的「一

次購足式服務」，提供除了硬體產品以外，還包含生

產製造、系統組裝、週邊設備採購、倉儲物流以及售

後服務支援…等一次購足式服務，而其中當然包含最

重要的――軟硬體產品客製化能力――以滿足當前電

子產業對設計與製造靈活度日益高漲的需求。

基於這些需求，今天的電子製造服務（EMS）業

者無不竭盡所能，為客戶提供從設計到售後的完整

服務。例如，研華在其提供的服務項目內，不斷擴

充現有的服務項目，針對不同客戶，提供不同種類的

服務，包括以本身完整產品線所提供的系統組裝服務

（Configure-To-Order Services，CTOS）；針對客戶需

求量身打造的產品客製化設計服務（Design-To-Order 

Services，DTOS）；到提供全套零負擔的解決方案整

合服務（Solution Integration Services，SIS）等，讓產

品在初期設計到生產乃至於後期的出貨，得以大幅縮

短產品上市時間。

上述是EMS業者為因應電子產業結構變遷而發

展出的全新服務模式，以研華的解決方案整合服務

（Solution Integration Services，SIS）為例，即為客戶提

供了「一次購足採購便利」與「全套零負擔」的服務。

研華根據客戶特殊需求，提供以標準品進行設計和修改

的客製服務，包含提供主機板加上客戶企業識別標誌、

客製化的CMOS設定以及移除不需使用的零件；機箱外

觀和內部機構的客製修改和系統組裝和測試…等，若產

品組裝包含客戶自有的硬體或軟體，研華技術團隊可另

撰寫客製化的測試程序，以確保產品品質，最終製造出

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除此之外，研華藉由與全球各

地的機構協力廠進行策略聯盟，提供客戶在地客製化

服務，並且降低「最小接單量」（MOQ）的限制，讓

客戶享受到可負擔得起的量身打造機箱客製服務，以

節省客戶研發時間和製造成本。同時，為節省採購時

間，研華透過提供一系列週邊設備採購服務，如記憶體

（RAM）、硬碟（HDD）、CD/DVD-ROM與週邊卡等，

為客戶提供一次購足採購便利。這種「一次購足式採

購」服務為系統整合業者提供了完整解決方案，協助客

戶達到「Time-to-market」的目標。

完善綿密的全球服務網絡 讓客戶無後顧之憂

在工業電腦產業高度客製化的經營模式，研華除了

精進產品的設計與品質之外，更讓服務範圍更寬廣、

層面更深入。研華在全球設有30多個銷售據點，並於

亞洲、歐洲與美國設有6個服務中心，以最完善綿密

的全球服務網絡，提供即時的技術諮詢與支援，協助

客戶更有效率地運用研華公司的全球資源，並幫助客

戶管理其計劃時程表，以確保符合專案的目標需求與

相關售後服務。這種雙贏的經營和服務模式，將會是

企業業務成長的最佳捷徑。■

研華【解決方案整
合服務】可提供從
前端到後端完整的
一次購足式服務。

「Time-to-market」已逐漸成為企業贏得市場占有

率的一大關鍵。成功的外包策略可以有效率地

縮短產品開發時程，快速將產品推向市場；而錯誤的

外包決策卻可能導致預期之外的結果：例如產品胎死

腹中或是製造成本不易掌控等。因此，選擇合適的外

包合作夥伴，是企業加速開發並節省更多寶貴資源的

關鍵。

目前的系統整合業者較多屬於「區域性」或「中小

型」企業，雖主要目標集中在垂直應用市場，但因所

擁有的資源較少，且在當前經濟衰退與成本下降壓力

夾擊下，面臨著有限的資源與預算難題。市場趨勢顯

示，越來越多系統業者開始尋求整體解決方案，而策

略性外包以及與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的合作，便成為

越來越普遍的趨勢，因不僅可協助企業節省研發時間

及製造成本，還可以讓企業更專注開拓垂直市場應用

與商機，發展其核心競爭力。

選擇外包合作夥伴之關鍵點

選擇外包合作夥伴的主要目的，是期待對方能提供

技術整合、擁有專業知識以及共享資源，並透過有效

率的溝通和管理模式，協助客戶降低製造成本並快速

將產品推向市場。因此，在選擇外包合作夥伴時必須

考量的事項包含：

．�是否具備完整的產品線？是否可根據現有產品進行

客製化的服務？

．�是否具備專業的技術能力，可根據特殊需求提供產

品設計、驗證及品質測試？

．�是否設有專案小組，可有效地管理您的專案？這個

小組能否處理複雜的專案細節，並且提供專業的技

術諮詢？

．�是否建立標準驗證系統，以協助您的系統進行品質

驗證？

．�是否提供週邊設備採購服務，以節省採購成本和簡

化採購流程，讓您安心享受一次購足服務？�

．�是否具備生產製造能力，以確保穩定的產能以及可

信賴的品質？�

．�是否具備完善的全球物流網絡，以簡化您與您的客

戶的後勤支援？

．�是否建立完整的售後服務網，可提供當地的即時維

修服務支援？

一個適合的外包合作夥伴，可大幅提升企業的生產

甚至是整體運作效率。舉例來說，一家位於義大利的

票務系統供應商ABC，為了開發更具競爭力的自動化

售票系統，他們迫切需要可靠的運算平台以作為其系

統核心。為加速產品開發，ABC決定將其系統的運算

平台部份外包給研華公司，選擇研華作為合作夥伴，

研華則針對ABC客戶需求，提供從設計、驗證、週邊

設備採購、生產製造、系統組裝、倉儲物流到全球服

務支援的解決方案整合服務，讓客戶透過有效提高生

產效率的外包策略，得以將其研發資源集中在與票務

相關的開發上，藉此提升核心競爭力，這樣的合作模

式為雙方創造雙贏局面。

解決方案整合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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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電腦的環境都相當惡劣，相對於商業環境，機箱所要肩負的任務，

除了系統保護的基本功能之外，還必須兼顧電磁波防護與系統彈性設計。
圖文資料提供｜研華公司

不只是鐵殼― 
工業級機箱完全採購手冊

機
箱在工業領域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是最基本的系統保護，這部份包括防塵、防撞

擊、防震動、散熱等，進階功能則是防止電磁波外洩，再往上一層是顧及擴充性與

便利性，方便進行系統架構變動，在商業用途，由於功耗低、架構固定，基礎功能就已足

夠，但在工業領域由於應用不同，電磁波防護與系統彈性設計便會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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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箱在整體系統中，可說是最顯眼，但也最容易忽略的

零組件，但機箱品質的品質良窳否，對系統穩定度其實有

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專業的機箱設計將成為系統穩定運作

的最佳幫手，研華長期耕耘工業電腦領域，在機箱方面更

有相當卓越的表現。■

步驟五、維修需求考量

工業機箱必須考慮到後續維修工作的便利性，這

包括平常使用時的系統提醒、警示與維修動作的流

暢兩部份，系統提醒主要是讓使用者可快速瞭解系

統內部的狀況，像是研華機箱除了一般的電源、硬

碟指示燈外，還在機箱內部設置溫度感應器，將之

連結到外面的溫度指示燈，操作者可從燈號顯示判

斷系統內部溫度。在維修便利性方面，如不用工具

的手旋螺絲設計，且此設計還將旋下的螺絲掛在螺

絲孔外，不會因維修作業繁忙而弄丟，另機箱零組

件如風扇、濾網也需設計成模組化，以抽換方式進

行更換，縮短維修時間。

步驟六、系統驗證

工業電腦使用於各種控制系統中，其認證需求

會比商用電腦更高，如震動、撞擊、寬溫、電磁波

等，都有不同層級的認證規範，一般來說，工業機

箱必須配合內部系統進行三層次的驗證，首先是在

常溫下，進行規格的初步認證，這部份與商用電腦

差別不大，就是看在一般環境下系統的運作是否順

暢，第二部份則是在實驗室中，以特殊環境測驗系

統，如高低溫、高震動等，在此惡劣環境下測試系

統的穩定度，通過實驗室驗證後，最後在將產品送

到實際使用環境測試，以進行局部微調與規格確

認，當一切底定後，最後再申請系統安規認證，由

於工業電腦多屬於控制系統的一部分，必須整合到

整體系統內，目前全球各國對各工業設備都有相當

嚴苛的安規標準，因此廠商進行系統驗證時，必須

將內部的系統和外部的機箱進行整體全面的考量。

5

步驟三、選擇主板搭配

工業電腦的板卡規格相當多，像是長短卡或

ATX、ETX等，這些板卡所需的插槽都不同，因此

也就有不同規格的機箱可

以選擇。在此步驟要特別

注意的是擴充性的考量，

工業電腦因作業流程變動

而升級系統架構是常有的

事，因此機箱需預留可能

需要的插槽，以利後續系

統擴充使用。

3
步驟四、完善系統整合

此步驟可分成兩個部份，一是排線的整線設計，二是電源系統的選擇，在排線部份，

工業電腦不比商用電腦，系統有可能更為複雜，這時排線的處理就必須更為簡潔，一來

降低系統複雜度，二來易於後續的維修管理，更重要的則是讓機箱內部的氣流導引更順

暢，讓散熱效果更佳。電源方面則多會被忽略，原因在於商用型機箱的電源瓦數均為固

定，一般使用者不太會去特別注意到電源瓦數問題，長此以往養成習慣，多先選擇最常

用的瓦數，一但出問題再改，這會造成兩種現象，一是現在市面上的機箱電源瓦數越做

越大，在使用不察情況下，電源成本將會過高，另外則是瓦數不足導致系統停擺，自需

支出額外維修費用，在這部份較好的做法是先計算系統所需瓦數，這也可請工業電腦廠

商協助，找出適當電源瓦數嚴謹控制成本。

4

6
就整體來看，商業領域與工業領域對機箱要求可

歸納出4個不同之處，包括擴充性、維修便利性、應

用環境、供貨期。先從擴充性來看，對商用型電腦來

說，由於目標功能固定，因此規格相當固定，日後再

擴充的機會不多，反觀工業電腦，其系統架構會因業

務需求而有所變動，再加上工業電腦的主板與背板規

格繁多，像是長短卡、或是傳統的ATX等，所需板卡

槽數與規格都不一樣，如果未能在系統架構前預留擴

充槽，將來需求產生時，不僅機箱要重換，系統配置

也可能要重新設計，所耗費的成本將遠超過商用機箱

與工業用機箱的價差。

第二是維修便利性，先從機箱開箱方式來看，現在一

般商用機箱多為側邊單蓋開啟，不過這種方式在工業領

域顯然不足，工業機箱的內部系統設計不同，因應現場

環境而可能被擺放的位置也不固定，因此需要有各種形

式的開箱形式，除了傳統的側邊單板外，L型與U型也陸

續被開發出來，成為機箱的開箱形式之一，另外則是細

處的貼心設計，像是不需工具的手旋螺絲與把手設計，

都讓維修人員得以快速順利的進行作業。

第三是應用環境，相對於商用環境，工業電腦的環境

都相當惡劣，例如高溫鍋爐旁、酷寒天候中，或是高粉

塵、高震動等環境，要在這些環境中，讓系統得以順利

運作，除了主板設計外，機箱也會是重點之一。

最後則是產品壽命與長期供貨保證，商用電腦的產

步驟一、考量使用環境

工業電腦從以往工業控制逐漸走向更多元的垂直產

業，如醫療、金融、交通等，各應用領域中，工業電腦

所面臨的環境也有所不同，這時必須考量應用環境特點

來選擇機箱，例如在金屬鍛鍊的鍋爐旁，就必須注意高

溫問題，重工業地區則是震動大、粉塵多，這時就可選

擇箱殼夠厚、有特殊

防塵處理的機箱，像

是研華的箱殼厚度達

1.2公釐，有無風扇設

計或在風流進出處有

特殊濾網設計，因此

使用者必須審視本身

應用環境，慎選適當

規格的機箱。

1
步驟二、瞭解空間限制

不同的使用空間，會有不同的機箱

形式與尺寸，就目前來看工業等級已

發展出嵌入式（Embedded）、桌上型

或壁掛式（Desktop/Wallmount）與機

架式（Rackmount）三種外觀形式，機

架式的尺寸也從1U到7U，使用者可視

應用空間限制，選擇自己所需的機箱

形式。

2

品壽命多半維持在2年以內，但對工業電腦而言，由

於多用於生產線或各垂直產業，是企業運作命脈，不

可能隨時更替零組件，因此使用者對於工業電腦的使

用壽命往往要求至少需達3～5年以上。

就上面四個工業機箱的特點，可整理出挑選工業等

級機箱的幾個關鍵步驟。

ACP-4320

IPC-5120

ACP-1320

EBPC-3500

ARK-6310

IPC-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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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研華分公司位處於聖保羅，是巴西第一大城

及首都所在地，在這個巴西最富裕的城市當

中，有許多 IT產業重要的公司進駐：如微軟、英特

爾、IBM、HP、戴爾、思科、蘋果電腦、Google等國

際大廠，也因此決定了巴西產業界未來的走向。

而研華公司，巴西地區經理 Mario Franco Neto負責

與巴西投資者之間的協調溝通，也主導巴西地區子公

司所有整合工作。他畢業於巴西具有歷史的 Itajubá 大

學電機系，加入研華公司之後，積極將研華PC-base

工業電腦推向領導品牌。Franco Neto 回憶當時：「當

公司的產品進入巴西時，市場上正缺乏有效的解決方

案，而恰巧研華產品所具備的高品質、高效能，正是

市場所渴求之商品。」。產品成功地切入市場後，分

公司也因此逐漸茁壯，主管該區域行銷與行政工作，

現有超過2,000位客戶和28位研華員工，以及30個以

上的銷售與技術服務夥伴。2008年營收更是成長了

35%的比例。

研華的的後勤支援中心則策略性地安排在 Minas 

Gerais區的Tajubá，這裡被稱為「巴西矽谷」，為巴

西人口次多的城市，總生產力佔了全國生產毛額的

56.5％。該國的聯邦科技大學與電信研發單位都位於

此，吸引各大國際企業紛紛在此設置研發單位，便於

招募高科技人才。研華公司亦著眼於培養傑出電子人

才的地理優勢，設立於此更便於快速提供客戶零件供

給、組裝諮詢及客戶服務等業務。 

巴西所銷售的工業電腦已應用於各式需求，例如：

生產線、醫院、巴士交通調度、火車交通、商業自動

化以及其他。另外，也針對各種產業提出令客戶滿意

的整合方案，尤其在鋼鐵製造業、採礦業、交通和能

源產業等。Franco Neto表示，我們提供的工業電腦

應用層面很廣，從自動售票機、複雜的攝影機監視系

統，甚至交通號誌系統等能順利涵蓋。

目前，研華正進一步規劃並擴大合作關係，在全

國各地廣招合作夥伴，負責提供系統整合與行銷服

務等業務，而系統整合優異，正是研華公司在巴西

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客戶信任研華的整合解決方

案，估計現在該區域有超過400位系統整合工程師

（包括了西門子公司）也在他們的產品中使用研華

公司的技術方案。■

巴西經濟奇蹟裡的

MIT傳奇
研華攻城略地，前進巴西
巴西是世界上發展資訊與通訊的發展最為快速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年、每位國民花在

電腦、軟體、手機上面的費用超過了四百美金，而巴西的工業界亦開始注重於生產線上

使用高品質工業電腦。因此早在1990年，研華即在巴西建立了經銷單位，

而2000年時，更在這塊拉丁美洲市場上成為領導廠商。 

圖文資料提供｜研華公司
編譯｜陳毅力

巴西是世界上資訊
與通訊的發展最快
速的國家之一，研
華早在1990年就開
始在此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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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ITX 工業主機板直立型電腦機箱

ARK-6310是研華針對Mini-ITX工業主機板所專門設計的電腦

機箱，除了輕巧的外型、流暢的線條外，機構更維持研華嵌入

式系統獨俱的模組化設計及彈性擴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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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無風扇工業級平板電腦   
榮獲2009台灣精品獎

多功能15吋無風扇工業級平板

電腦 IPPC-6152F，配備15吋XGA 

TFT液晶螢幕、1GHz Celeron M處

理器、1GR DDRII雙通道記憶體、

2個PCI擴充插槽、前端接線的

USB設計、CF卡或SATA硬體介面

的讀取槽以及輕薄的CD-RW/DVD光碟機，有效提升系統作業的

穩定度與可靠性，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嵌入式無風扇工業電腦 UNO-3282  
備有PCI Express擴充槽

研華推出高效能無風扇嵌

入式工業電腦UNO-3282，

配備雙核心處理器、1個PCI

擴充槽與1個PCI Express擴

充槽，搭配其無風扇、無硬

碟、少排線的設計，適用於機台自動化、工廠自動化與智慧型

交通運輸系統等應用，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2009年台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業展GTI Expo

研華將於5月7日至9日參加，2009台灣電子遊戲機國際產

業展GTI Exp。將展出博弈產業專用主機板、英特爾ATOM解

決方案、嵌入式軟體、互動式電子數位看板、繪圖處理器等

可應用於博弈產業營運之解決方案。展覽會場：世貿一館C區

C2、C5。

新展資訊

IPC-6025新一代
Desktop/wall mount 
機箱

研華即將推出IPC-6025，支

援PICMG 1.0/1.3單板電腦的

新一代壁掛式機箱；外型設計

兼具摩登與時尚,小巧的尺寸

可自成獨立系統,或搭配機架

靈活適用於多系統的應用。

研華推出3.5吋QVGA TFT 
無風扇觸控式液晶電腦 TPC-32T

研華推出3.5吋無風扇觸控式液晶

電腦 TPC-32T，配備CAN-bus通訊

介面與3.5吋QVGA TFT觸控式液晶螢

幕，搭載Intel XScale PXA270低電壓

處理器，螢幕解析度為320 x240，

具備圖形快速顯示的功能，產品洽詢專線：0800-55-77-99。

2009 G2E Asia

研華將於6月3日至4日，於澳門參加

2009 G2E Asia。此展覽為亞洲最大的澳

門全球博彩業展覽會，研華預計展出全

系列博奕解決方案。攤位號碼：1448。

PPC-125T觸控式液晶電腦華   
具備能源效率、效能強大

P P C - 1 2 5 T 配 備 1 2 "  L C D 螢 幕 ， 可 搭 載 功 能 強 大 的 

Intel® Core™2 Duo雙核處理器與Intel® 945GME晶片組，效能穩

定並可支援多樣化的應用程式。

並可選配Windows® XPE、WinXP 

Pro，或Vista作業系統，支援更多

樣化的應用，適用於工廠與機器自

動化或資訊相關的解決方案。

發燒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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