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 No.

台湾ロボット、スマート自動化展（TAIROS）商談会

1

参加申込書

株式會社 AcroEdge
企業名稱
（英語）AcroEdge.Co., Ltd.
〒573-0164

大阪府枚方市長尾谷町 1-70-1

地址
（英語）1-70-1, Nagaotanimachi, Hirakata, Osaka, Japan

企業概要

代表者名

中宗 憲一

電話

072-836-0031

FAX

072-836-0033

E-mail

office@acroedge.co.jp

URL

（日文） https://www.acroedge.co.jp
（繁體字）https://sites.google.com/acroedge.co.jp/chinease/

事業內容

精密機器、分析裝置之開發、製造與銷售

資本額

2000 萬日圓

海外交易實績

有

成立時
間

1986 年 12 月

員工

10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導入實績】智慧型手機製造商、汽車製造商、化學品製造商、電子設備製造商
半導體製造商、大學、國立研究機構等
【業務據點】大阪府枚方市
【製造據點】大阪府枚方市
【產品特色】開發、製造與銷售各種精密機器，包括在生產線上以非接觸、非破壞的方式檢查UV硬化樹脂的硬
化程度的設備，與在車架處理、電漿處理及電暈處理後測量表面改質程度的設備等。敝公司擁有眾多導入實
績，可靈活搭配生產線上的測量設備，並應用於業界與大學等研究機構。敝公司有許多產品是業界獨一無二的
測量設備，可針對使用者需求靈活並迅速地客製裝置亦是我們的優勢。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

【具體內容】
現在仍有許多製造商在檢查時必須經過破壞或過度照射，因此相信除了大規模製造商本身，相關零件製造商等
亦有許多此方面的需求。舉例來說，相機、擴音機、液晶面板等都有許多零件使用 UV 硬化型樹脂，只要全面
導入敝公司產品進行檢查，即可減少廢棄，進而使成本合理化。此外，汽車相關企業除了 UV 硬化型樹脂的硬
化判斷設備，還需要在車架處理及電漿處理後測量表面改質程度的設備，而敝公司產品亦可滿足需求。除了已
導入的台灣企業，我們相信台灣還有許多潛在機會。本次展示會除了希望提高知名度，也想透過商談會向各位
介紹並銷售使用於製造現場的測量設備、適用於研究單位的分析裝置。同時，我們希望進一步尋找與上述目標
企業有緊密相關的銷售代理商，作為我們在台灣擴大銷售版圖的合作夥伴。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企業 No.

2
企業名稱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商談會 參加申請書
Airtec 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
（英語）Airtec Corporation
〒801－0808

地址

福岡縣北九州市門司區葛葉 1－5－15

（英語）Kuzuha 1-5-15, Moji, Kitakyushu, Fukuoka, Japan
企業概要

企業代表

清藤貴博

電話

( 093 ) 332-3302

FAX

( 093 ) 332-3031

E-mail

t.kiyofuji@airtec-holdings.com

URL

http://airtec-holdings.com/ 繁體字 http://airtec-holdings.com/ta

事業內容

排水器之研發與販售，產品可用於壓縮機或空壓機器。

資本額

1,000 萬日圓

成立時間 1987 年 5 月

員工

3

2022 年 2 月對台灣商社售出產品
海外交易實績
（2000 年左右，對印尼、馬來西亞的日本製鐵公司相關單位售出產品）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實績】客戶包括日本製鐵等日本各業界之大小工廠
透過日本國內商社向重工業之工廠供應產品，累計 5,000 台。
【業務據點】不論國內外，皆有商社或代理商仲介交易。 *也接受直洽採購
【製造據點】包括自家工廠在內，共四處。
【公司產品特色】
・產品概要
工廠內的壓縮機和周邊空壓機免不了產生汙水。AIRTECH 的獨家產品「定時排水閥」可
將排水作業轉為自動化操作，省去手動切換排水的工夫。
・公司產品特徵
主要目的為減少人工操作閥門開闔，促進自動化。相較於類似產品、競爭企業，敝公司之產品有以下 4 項特色。
① 閥門口徑大，適用於重工業 ②定時器之時間設定有彈性
③使用場所有彈性，可用於戶外等環境 ④產品採用球閥，不易堵塞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

【具體內容】
洽詢終端用戶或從台灣進口販售之代理商。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去年參展時期待能滿足重工業為主的需求，結果這方面雖無斬獲，卻得以向汽車整修廠出售產品，可見只要是工
廠或者使用壓縮機的作業現場，或多或少對敝公司產品都會有需求。希望能找到終端用戶，或者透過商社、代理
商向用戶銷售產品。

企業 No.

3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商談會

參加申請書

關東電子株式會社
企業名稱
（英語）KANTO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297-0144 千葉県長生郡長南町市野々1648
地址
（英語）1648 Ichinono, Chonan-cho, Chosei-gun, Chiba 297-0144
企業概要

代表者名

關

忠好

電話

0475-47-1188

FAX

0475-47-0480

E-mail

tadi@kantodenshi.co.jp

URL

https://www.kantodenshi.co.jp

事業內容

工廠自動化 自動組裝製造裝置之製造與銷售

資本額

1,500 萬日圓

海外交易實績

泰國、印尼

成立時
1963 年 11 月
間

員工

15 人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客製化製造、販售工廠自動化所需的組裝檢測設備以及獨特零件供應機。
我們提供自動化裝置給汽車、電子、個人護理用品、新冠病毒消毒液、化粧品、醫療器材、文具等各種產業。
在眾多零件供應機製造商中，我們開發、製造、銷售可應用於其他公司無法處理之特殊零件的供應機，並出口
至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此次在台灣展出的彈簧供應機，在日本國內並無類似產品，日本國內銷量實績超過 1000 台，也出口至亞洲各
國；銷售至今不曾接獲客戶的不滿或投訴，是一台可以長期使用的機台。
近期有相當多歐洲企業透過網路與本公司洽詢，國外並無類似商品，因此我們取得 CE 標誌並開始出口至歐洲
各國；我們的新產品真空固定式零件供應機是應德國企業要求所開發之產品。
醫療器材及藥品的製造必須使用可適用於無塵室的零件供應機，此為世界上唯一適用於無塵室的零件供應機。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

【具體內容】
我們尋求可以一起開拓企業客戶、可以在台灣當地銷售的合作夥伴（代理商）。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我們想與可以應對全製造業廠商的機械經銷商，以及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的陳先生（尋求可於無塵室使用的
供應機）進行業務洽談。

企業 No.

台灣機器人、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商談會 參加申請書

4

武井電機工業株式會社
企業名稱

（英文）
Takei Electric Industries Co., Ltd.
〒849-0112

地址

企業概要

佐賀縣三養基郡三養基町江口 2617

（英文）2617 Eguchi, Miyaki-cho, Miyaki-gun, Saga 849-0112, Japan

代表者名

武井 邦雄

電話

0942-89-4151

FAX

0942-89-5291

E-mail

t-kuwahara@takei-ele.co.jp

URL

（日文）https://www.takei-ele.co.jp/
（英文）https://www.takei-ele.co.jp/en.html

事業內容

工廠自動化、雷射加工裝置、控制盤與配電盤的設計製作

資本額

9,830 萬日圓

海外交易實績

有

成立時
1936 年 5 月
間

員工

146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不斷提升創業以來累積的電子相關控制技術，並研發搬運、圖像等製造裝置，且研發半導體、FPD、太陽能
電池等機械裝置，或雷射加工裝置等先進製造產線的主要裝置，具體製造且販售雷射加工裝置、FA 機械電子裝
置、自動化設備、半導體、太陽能電池、FPD 生產設備、系統控制（配電盤、控制盤）。
公司據點有位於佐賀縣三養基郡的總公司工廠，以及位於福岡縣久留米市的久留米工廠。
本公司雷射加工裝置產品中，功能性薄膜用雷射切斷裝置有出貨到日本、台灣、中國。且用於平板顯示器的
偏光板薄膜獲得全世界市佔率極高的大企業採用，也得到極佳的評價。先進雷射加工技術兼顧加工品質與處理
能力，已在日本、台灣、韓國、中國取得專利。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具體內容】
欲販售本公司功能性薄膜用雷射切斷裝置到台灣。此外也想尋找可協助販賣的代理商。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

企業 No.

5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媒合洽談

參加申請表

Techno Accel Networks 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
（英語）Techno-Accel Networks Corp.
〒140-0002

企業概要

東京都品川區東品川 2-2-25

Sunwood 品川天王洲塔

302

地址

（英文）302, Sunwood Shinagawa Tennouzu Tower, Higashi-Shinagawa, Shinagawa,
Tokyo 140-0002

負責人

董事長

FAX

078-881-1547

URL

https://technoaccel.com

事業內容

電子資訊通訊系統及裝置之研發試作

資本額

200 萬日圓

海外交易實績

台灣、美國、中國、瑞典

山內直樹

成立時
間

電話

03-6433-0068

E-mail

info@technoaccel.com

2011 年

4月

員工

7人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實績】
車 用 AI 乘 員 保 護 系 統 之 開 發 試 作 （ 使 用 非 接 觸 式 生 理 訊 號 感 測 及 低 刺 激 有 效 異 常 通 知 方 法 ）
裝置用資料庫與嵌入式資安系統之評價系統試作
運用小型無人機推動農業資訊化之應用系統試作
開發新冠病毒輕症、隔離患者照護用之非接觸式健康監測系統（東京都品川區輔導）
【研發據點】
東京都品川區東品川
【公司產品特色】
可以搭配雷達及 AI 辨識等小型非接觸感測器的系統平台為主軸，發展各式應用。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

【具體內容】
(1) 想針對本公司與台灣合作企業所研發的車內外監測系統，找尋一些發展的靈感。
（將車用技術運用在減輕醫療、照護從業人員的負擔，或發展職業駕駛人健康監測的機會等）
(2) 想針對電動車的車用資通訊裝置規格方面，與全球汽車製造商在台灣的研發部門，或台灣車用電子裝置製
造商的研發部門人員，創造一些可持續交流的契機。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1)汽車製造商的研發部門、交通運輸業者的安全管理部門、大型醫院或養護機構的行政管理部門等
(2) 系統半導體的行銷部門、應用技術部門

企業 No.

6

台灣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商談會 參加申請表
Doog 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名稱
（英語）DOOG INC
〒305-0031

茨城縣筑波市吾妻 3 丁目 18-4

地址
（英語）18-4, Azuma 3-Chome, Tsukuba-shi, Ibaraki 305-0031 Japan.
代表者名
企業概要

Akira Oshima (大島

FAX

029-856-9085

URL

https://doog-inc.com/

事業內容
資本額
海外交易實
績

章)

電話

029-869-9897

E-mail

info@doog-inc.com

Doog 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協作搬運機器人，可在人類工作與生活的周遭安全且確實發揮
功能。載人載物可自走的機器人因安全、效率、性能彈性，有助於次世代移動機器的
實現。本公司用機器人技術，協助客戶事業進化，增加笑容。
成立時
員工
3,300 萬日圓
2012 年 10 月
20
間
累計營收 3 億日圓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THOUZER」協助您搬運。
協作搬運機器人「THOUZER」可高效率且安全地進行搬運作業。只要一個按鍵即可選擇自動追隨行走、走過一次
就會記住路線的記憶追蹤模式、偵測回歸反射素材的直線追蹤模式。因應現場狀況可輕鬆客製的 THOUZER 系列
協助客戶提高生產力。
導入實績 ：物流倉庫、汽車、製造工廠、機場＆航空服務、食品外送、建設等
營業據點 ：日本＆新加坡
製造據點 ：日本
產品特徵 ：
1）自動追隨功能（Follow Me Mode）
其他公司的類似技術，追隨對象必須使用電波式信標（Beacon）或特定標記（Marker），本技術不需要信標和標
記即可追隨任意物體。此外，偵側到追隨對象以外的物體會視為障礙物，以獨家演算法生成閃避路線（其他公司
的類似技術大多是偵測到障礙物即停止，無法閃避障礙物行走）。
２）直線追蹤功能（Line Trace Mode）
以雷射感測器遠距偵測回歸反射素材，因此可保持 THOUZER 的離地間隙和階梯行駛性能，也可在包含室外的廠
房間使用。
３）記憶追蹤功能（Memory Trace Mode）
許多無人搬運車 AGV 使用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型手法。SLAM 方式必須由專門技
術人員建立地圖、設計並設定路線，每次導入時會需要初期成本，改變時也會產生成本。而記憶追蹤方式則不需
要技術人員建構地圖與路線，現場作業人員即可輕鬆示教路線、改變與運用。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

【具體內容】
希望和台灣強而有力的機器人整合企業簽訂代理契約，擴大拓展台灣市場。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

企業 No.

7
企業名稱

台灣機器人、智慧自動化展（TAIROS）商談會 參加申請書
Minors Japan 株式會社
（英語）Minors Japan LTD

地址

企業概要

〒973-8408 福島県いわき市内郷高坂町大町３３
（英語）33,Oomachi,Takasakamachi<Iwaki-City,Fukushima,973-8408 Japan

代表者名

佐藤 実

電話

0246-26-2350

FAX

0246-26-2358

E-mail

satomn@minors.co.jp

URL

http://www.minors.co.jp/

事業內容

設計、製造連接器等電子零件之自動組裝機器

資本額

300 萬日圓

海外交易實績

對台輸出繼電器自動組裝機器

成立時
2001 年 10 月
間

員工

20 人

１.企業業務內容（公司技術與商品之特色與優勢）
本公司主要設計和製造用於連接器生產的自動化機器與治具，另外也承接連接器和排線的組裝加工。近來連接
器走向微型化，如果沒有自動化組裝機器，則無法生產連接器。 本公司會依據客戶的用途，設計連接器自動組
裝機器，提供連接器試作到量產的一條龍生產技術。
台灣也有技術能力設計連接器的自動組裝機器，但對於窄線寬連接器、FPC 連接器等機器加工的製程時間尚未
達到日本技術等級。另外電氣特性檢查和圖像檢查單元的稼動率也比日本製機台差（依據當地訪談結果）。 我
們有 30 年的連接器製造經驗和生產技術的優勢，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２.期望洽商內容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出口對象

■欲尋求材料等的供應商

☐欲尋求商品與產品的銷售代理商

☐欲尋求技術轉移對象

☐欲尋求研發合作夥伴
☐欲尋求委託生產的企業

☐欲尋求設立合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其他（参照下記）

【具體內容】
・將自動機器銷售給台灣的連接器、繼電器和電子零件製造商。
・希望透過技術合作找到共同開發夥伴。
・對中國金融衝擊預做準備，尋找金屬加工產品的供應商。
・另外希望與台灣企業合作，共同規劃打入中國大陸市場。
３.期望洽商對象（若有希望的業種、業界或個別具體的企業，請協助填寫）
連接器製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