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規劃： 
                                                           (逢甲大學保留更動以下行程之權利) 

日期 時間 內容 住宿 

Day1  

Sun. 

2017/08/06 
 

桃園國際機場集合，飛往美國俄亥俄州(State of Ohio)辛辛那堤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Day2  

Mon. 

2017/08/07 

08:00 企業參訪：前往豐田汽車製造肯塔基廠 (TMMK) 

 辛辛那提 

09:30 工廠參觀：豐田精實生產(LEAN) 

11:00 

產業座談會：全面生產維護(TPM)、預知保養 

Industrial Seminar: 

Introduction to Predictive Maintenance at TMMK 環境參觀 

12:00 午餐 Lunch 

13:00 前往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4:00 

專題演講：產業巨量資料與產業網路   李傑教授 

Keynote:Lecture on Industrial Big Data & Industrial Internet 

Professor  Jay  Lee,  director  o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I/UCRC)  on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s 

17:00 歡迎晚宴 

Day3  

Tue. 

2017/08/08 09:00 

演講：製造業物聯網應用案例研析 IMS 研究團隊 

˙介紹美國最新物聯網(IoT)和網宇實體系統(CPS)的應用 

˙IMS 網宇實體系統(CPS)案例 

˙討論及問答時間 

 辛辛那提 

10:00 IMS 參觀 

10:30 

專題演講：未來製造業的創新與設計 

Keynote: Innovation and Design for Future Manufacturing 

Professor Craig Vogel, associate dean of DAAP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Desig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1:30 午餐 Lunch 

13:00 參訪山崎馬扎克(MAZAK)公司 

16:00 散會 

8/06(日)-8/13(日) 

工業 4.0 浪潮勢不可擋，數據擷取技術日趨成熟，工業大數據及人工智

慧工業應用資料分析勢必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能力。 

逢甲大學特辦理美國智慧製造業物聯網研習，實地了解美國製造業在物

聯網和網宇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s)的實際作法與成果。 

指導單位：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主辦單位：逢甲大學 

美國智慧製造業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研習參訪團 



 

 參訪費用: 每人預估新台幣 150,000 元整 (依實際辦理價格為主) 

【注意事項】 
1. 台北往返美國機票(經濟艙)。 
2. 美國國內機票(洛磯山往辛辛那提及辛辛那提往舊金山，經濟艙)。 
3. 行程交通費及行李搬運費(版本未包含任何付費門票景點)。 
4. 本行程含每日三餐餐費(不含自由行當日午、晚餐)。 
5. 飯店住宿(均安排單人房)。 

6. 旅行業責任保險+旅遊平安保險。 
7. 全程兩人一台 wifi 分享器。 
8. 報價以﹝每人﹞計價。 

9. 本團出發後，必須團體行動，若因個人關係，未能參加全程者概不退費，個人變更行程所須增加之費用， 
由個人自行負擔。 

10. 考察參訪行程均為先進技術發展項目，企業參訪時間全程禁止攝影、拍照、錄音。 
11. 團員於本團行程開始後，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時，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本校要

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12. 為適應各地交通時間表或政治變動及其他特殊狀況，基於維護團員之最高利益，本校保留本團預定行程表

之更動權。  
13. 旅行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運輸公司自有其個別條例，直接對乘客及行李負責，行程如有交通延誤、行李損

失或意外事件等情事時，悉數由各該運輸公司依其所訂之條例直接對團員負責。 
14. 本協會保留有本簡章內容變更之權利。如行程期間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事件，主辦單位將保留本團行程更改

或停辦之權利。 
 

【報價不包含】 
※國際機場來回接送服務。 
※經濟艙升等豪華經濟艙或是商務艙之費用。 
※行程中額外餐飲消費和證件費用。 
※其他未列入行程之服務事項。 

  

日期 時間 內容 住宿 

Day 4 

Wed.  

2017/08/09 

10:30 

產業座談會：富勘軟體技術有限公司在工業4.0的即時監控實施 

Industrial Seminar: Implementing Industry 4.0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FORCAM    舊金山 

12:00 午餐 Lunch  (with GE Aviation Engineer) 

 搭機移動至舊金山 

Day5 

Thu.  

2017/08/10 

08:00 從美國舊金山前往矽谷奇異數位(GE Digital) 

 舊金山 
09:30 

參訪奇異電氣數位(GE Digital)公司 

介紹 Predix™ (製造業物聯網(IoT)軟體平台) 

Predix™應用程式的介紹與演示 

參訪實驗室 

問答時間 

Day6 

Fri.  

2017/08/11 

09:30 舊金山 Tech shop 參訪 
   無 

 前往舊金山機場 

Day 7-8  

Sat.- Sun. 

2017/08/12-13 

 搭機返回臺灣   機上 



 參訪單位簡介： 

豐田汽車製造廠(肯塔基) 

豐田汽車製造廠（肯塔基） (TMMK)坐落於肯塔基州喬治鎮  (Georgetown, KY)。豐田肯塔

基是豐田集團在美國最早的獨資子公司之一，目前是豐田公司在日本本土以外最大的工廠。生產車

型包括 Avalon、Camry 及 Venza。零組件生產方面涵括直列 4 汽缸以及 V6 汽缸引擎及傳動零部

件，該廠年生產能力為整車 500,000 台、引擎 600,000 具。 

豐田汽車公司已在全球各廠中推行豐田生產系統(Toyota Production System)，將「精實製造(Lean 

Manufacturing)」的經營管理哲學貢獻於車輛製造業。精實製造的精髓在於消除製造過程中的冗餘，

並且致力於對產品能產生附加價值的操作流程。 

 

奇異數位 

基於在 IoT 市場提高競爭力的堅定信念，通用電氣公司(GE)於 2015 年 9 月成立奇異數位

(GE Digital)整合能解決工業互聯網與數據分析的技術資源。 

聚焦於預測性維護與工業互聯網應用的開發，GE 持續致力於轉換自有資源成為產業數位化的

世界級先驅，奇異數位的建立顯示此一決心。GE 首席執行長官 Jeffrey  Immelt 指出：奇異數位

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前成為十大頂尖軟體公司之一。充分展現出 GE 積極向現有互聯網學習並 且

實現 IoT 在產業中價值的決心與信心。在邁向目標過程中，GE 目前最大成果是為工業物聯網 提

供 Predix™軟體平台。Predix™能將各種工業資產設備和供應商資訊相互連接並上傳雲端，提 供資

產性能管理(APM)和營運優化服務，降低設備無預期停機，提高設備周轉率。 

   山崎馬札克公司 

山崎馬札克(Yamazaki Mazak)成立於 1919 年，是一家位於日本大口町的工具機製造商，

在工具機研發方面居於全球領先地位。Mazak 製造複合加工中心機、數控車床等先進工具機設

備，還提供「DONE IN ONE」概念的自動化系統支援全球製造。目前該公司在全世界擁有 10 間

工廠，包括位於美國肯塔基州佛羅倫薩的製造廠。 

近來，Mazak 發佈了 iSMART Factory 計劃，在日本建立新的製造工廠來實施在 2014 年

提出的自動化、數據聯網的製造概念。這個計畫的目的是因應工業物聯網的願景，連接所有可

用的資源、技術，以資訊優化生產效率及靈活度。位於肯塔基州佛羅倫薩的製造廠將成為主要

的 iSMART Factory示範廠之一。該廠採用 MTConnect 技術，通過開放原始碼的通信協議連接

機 器、工作單元、獨立設備與製程，運用統合數據支持用戶決策。 

 

  



 產業座談會企業簡介： 

   智慧維護系統中心 

智慧維護系統中心（IMS）是隸屬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下的產學合作研究實驗中心(I/UCRC)，

在美國有超過 60 家 I/UCRC 中心，與產業界建立了穩固有效的合作關係。其任務為透過合作

關係，將學界的研究成果快速轉化為商業化產品或具有商業價值的領域知識，使產業界更能發

揮技術經驗，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 

                                           

                                           奇異航空 

奇異航空是世界頂尖軍、民用飛機引擎供應商之一。它是美國奇異集團子公司，總部位於俄

亥俄州埃文代爾(Evendale, OH)。在 2005 年九月，該公司將舊名「奇異引擎」(GEAE)改為「奇

異航空」。改名也意味著該公司將在引擎製造業務之外加入產品相關服務。九十年代，奇異集團曾

對全球製造業推廣六西格瑪管理，成為製程改善的典範。如今，奇異集團再次成為美國「工業物

聯網」的企業先驅，嘗試結合巨量資料與專家經驗，幫助世界各地客戶實現工業資訊可視化與透

明化，從而達到提高產業效率及快速反應能力。 

                                     

                                   TechSolve 研究機構 

TechSolve企業總部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 OH)，業務核心是提供解决方案予

製造業、醫療、航太、國防及地方政府。針對製造業，TechSolve 協助改善工業流程，達到

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 

TechSolve 也非常注重創新。他們在 MTConnect 數控工具機的設備數據採集標準之相關技術

上有一系列的研發創新。近期更開發完成一項 3D列印技術，能將傳統製造設備改造為具 備 3D 

列印能力的機械。 

                                  

法孚辛辛那提(前身為 MAG Americas) 
MAG Americas 曾經是工具機製造商，總部在美國大辛辛那提地區。被法國 Fives 集團收購後，

MAG Cincinnati 成為 Fives 在美國的分支企業，繼續提供工具機設計、製造及完整生產解決方案。服

務領域涵蓋航太、風力發電及各種機械加工。其中金屬切割與複合材料製造部門是業界佼佼者，能

為各領域客戶提供客製化工業解決方案與服務。在 IoT 逐漸成為發展主流的趨勢下，Fives 也重新評

估數據連接性與分析的重要性與可行性，即將跨足此一領域 

 

  



美國智慧製造業務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研習參訪團 報名表 

2017 年 08 月 06 日（日）至 08 月 13 日（日）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中文）          

（英文）  

公司聯絡電話  公司聯絡傳真  

公司簡介(300 字內) 

請提供公司 LOGO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主要產品(100 字內) 

請提供產品圖片 2 張 

解析度 300dpi 

(中文) 
 

 

(英文)  

行程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分機  

手機  E-mail  

參加人 1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無禁忌  □禁豬肉  □禁牛肉  □素食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參加人 2 

姓名  職稱  

護照英文姓名  分機  

手機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年 身分證字號  

護照國別 □台灣 □其他國家_____________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期  護照有效期限 
 

飲食習慣 □無禁忌  □禁豬肉  □禁牛肉  □素食   □加訂機上素食餐(□去程/□回程) 

報名說明： 

1. 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五)前受理報名〪 

2. 活動聯絡： 

逢甲大學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研發補助計畫辦公室 甘小姐  
TEL：(04)2568-1085 #13; FAX：(04)2568-0646 ; Email：wckan@f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