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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漢翔合作：媒體報導記錄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

簡稱 AIMS）與漢翔公司於2018年7月11日在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由

AIMS中心主任簡禎富講座教授，與漢翔公司董事長廖榮鑫代表簽署，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

共有DIGITIMES、中央社、中時電子報、東森等11家媒體報導相關新聞。 

本次簽署活動，超過70位貴賓出席，包括科技部許有進政務次長、AI計畫推動辦公室、AIMS中

心廖婉君理事及AIMS轄下各計畫團隊，以及中南部地區產學界代表包括東海大學詹家昌副校長、亞

洲大學林蔚君副校長、逢甲大學蕭堯仁副校長、靜宜大學資訊學院蔡英德院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林

文燦院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黃怡詔主任和機械業第二代聯誼會(GII) 黃呈豐會長等貴賓

蒞臨指導。當天廖董事長亦陪同許次長等貴賓參訪先進複材廠區、飛機組裝線，並現地交流智慧製造

的研究議題，目前已初步媒合中興大學李慶鴻教授、中原大學鍾文仁教授、中正大學鄭志鈞教授，及

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等四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研討，未來希望能促成團隊與漢翔領導之「臺

灣航太產業A-Team 4.0聯盟」廠商有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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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AIMS 攜手漢翔航太智慧製造 

 
台北訊  2018-07-16 

原文連結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id=0000536758_P9J8PHXS4F3UYH9LSAE9I 

 

清華大學「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AIMS)宣布 7 月 11 日與漢翔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針對「智能化生產排

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慧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

等人工智慧技術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 

 

清華大學 AIMS 團隊與漢翔公司，7 月 11 日在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見證下簽署合作

備忘錄。由科技部 AIMS 主任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與漢翔公司董事長廖榮鑫代表

簽署，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 

出席簽署儀式貴賓包括：科技部 AI 計畫推動辦公室、AIMS 中心理事廖婉君及 AIMS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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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計畫團隊，以及東海大學詹家昌副校長、亞洲大學林蔚君副校長、逢甲大學蕭堯仁

副校長、靜宜大學資訊學院蔡英德院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林文燦院長、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工業管理系黃怡詔主任，機械業第二代聯誼會(GII)黃呈豐會長等多位中部地區產學

界代表。 

 

許有進政務次長表示，以台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

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

業 AI 化，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級。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及智慧機

械，提升生產效益及品質已見成效，已成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簡禎富講座教授說明，AIMS 的目標是以台灣製造為利基，打造對台灣產業有具體貢獻

的國際級 AI 研究中心。藉由重要產業場域為實證，促進跨團隊整合以推動更前瞻的 AI

智慧製造研發和產業實踐。目前已初步媒合中興大學李慶鴻教授、中原大學鍾文仁教

授、中正大學鄭志鈞教授，及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等四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研

討，未來希望能促成更多團隊與漢翔領導「台灣航太產業 A-Team 4.0 聯盟」廠商有更

多合作。 

 

廖榮鑫董事長說，漢翔公司近年營運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慧製造、整合供應鏈。透

過布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生產上，

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達到接近 9 成比例。而漢翔下個階段將

以「AIDC 決策戰情中心」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期許透過本次合作，能夠以「智能化生產排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

慧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

機器人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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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華 AIMS 搶攻航太智慧製造 
2018 年 07 月 12 日 09:42 工商 劉朱松 

原文連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712001419-260410 

 

漢翔航空工業攜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MS），共同推動航太智慧

製造！漢翔今（12）日表示，在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漢翔董事長廖榮鑫昨

（11）日與清華大學 AIMS 主任簡禎富，共同簽署合約，將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

作。 

 

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的方式，布局未來

的人才發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我們一個重要立基點，以台灣相對優

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

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以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

級。 

 

目前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與智慧機械，來提升生產效益與品質，已

見成效，成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廖榮鑫指出，公司近年來在營運上，有三大目標，包括國機國造、智慧製造，及整合供

應鏈。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他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勢、產品定位，及合

作模式。 

 

漢翔藉由布局工業 4.0，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

生產上，或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接近 9 成的比例。至於公

司接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認為，清大擁有豐沛的研發能量，是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漢翔期望借重清

大教授簡禎富暨 AIMS，在「智能化生產排程 」、「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 

https://www.aims.org.tw/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3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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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及「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

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據了解，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入新台幣 50 億元經費，成

立 4 個 AI 創新中心。簡禎富表示，已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AIMS」，未

來目標將發展以台灣製造為利基，打造對台灣產業有具體貢獻的國際級 AI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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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華 AIMS，搶攻航太智慧製造 

 

工商時報記者／劉朱松/報導 2018/07/12 

原文連結 https://ctee.com.tw/news/viewcatenews.aspx?newsid=188761&cateid=cedt 

 

漢翔航空工業攜手清華大學「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MS），共同推動航太智慧

製造！漢翔今（12）日表示，在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漢翔董事長廖榮鑫昨

（11）日與清華大學 AIMS 主任簡禎富，共同簽署合約，將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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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的方式，布局未來

的人才發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我們一個重要立基點，以台灣相對優

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

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以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

級。 

目前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與智慧機械，來提升生產效益與品質，已

見成效，成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廖榮鑫指出，公司近年來在營運上，有三大目標，包括國機國造、智慧製造，及整合供

應鏈。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他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勢、產品定位，及合

作模式。 

 

漢翔藉由布局工業 4.0，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生

產上，或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接近 9 成的比例。至於公司接

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認為，清大擁有豐沛的研發能量，是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漢翔期望借重清

大教授簡禎富暨 AIMS，在「智能化生產排程 」、「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

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及「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

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據了解，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入新台幣 50 億元經費，成

立 4 個 AI 創新中心。簡禎富表示，已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AIMS」，未

來目標將發展以台灣製造為利基，打造對台灣產業有具體貢獻的國際級 AI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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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華 AIMS 航太智慧製造 
【財訊快報/劉居全報導】 

原文連結 http://www.investor.com.tw/gxonlineNews/NewsContent.asp?articleNo=14201807120060 

 

漢翔 (2634)與清華 AIMS 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硏究中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 AIMS)簽署合作備忘錄。 

 

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硏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

的方式，佈局未來的人才發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一個重要立基點，以

臺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

與世界頂尖硏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臺灣產

業創新升級。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结合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提升生產效益及品

質已見成效，成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漢翔董事長廖榮鑫身兼 AIMS 理事表示，漢翔近年在營運上有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

慧製造、整合供應鏈。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廖榮鑫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

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漢翔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

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達到

接近 9 成的比例，而接續完成「i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 

 

廖榮鑫指出，清大擁有豐沛的硏發能量，是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漢翔期望借重清

大簡禎富教授暨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硏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程」、「智慧

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等人

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科技部推動 AI 創新硏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入 50 億元經費，成立 4 個 AI 創新中

心，包括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硏究中心」 

AMIS 主任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簡禎富表示，該中心的目標為發展以台灣製造為利 

https://www.aim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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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打造對臺灣產業有具體貢獻的國際级 AI 硏究中心。AIMS 中心以重要產業場域為

實證，促進跨團隊整合以推動更前瞻的 AI 智慧製造硏發和產業實踐，目前已初步媒合

四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硏發，未來希望能促成更多團隊與漢翔領導「臺灣航太產業

A-Team 4.0 聯盟」之廠商有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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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華 AIMS 航太智慧製造 

財訊快報※來源：財訊快報 2018/07/12 16:21 

原文連結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64875 

 

漢翔  (2634) 與清華  AIMS「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 AIMS)簽署合作備忘錄。科技部政務次

長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的方式，佈局未

來的人才發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一個重要立基點，以臺灣相對優勢的

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研究

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臺灣產業創新升級。漢

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提升生產效益及品質已見成效，成

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漢翔董事長廖榮鑫身兼 AIMS 理事表示，漢翔近年在營運上有三大目標：國機國造、

智慧製造、整合供應鏈。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廖榮鑫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

趨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漢翔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

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

達到接近 9 成的比例，而接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

業 AI。 

 

廖榮鑫指出，清大擁有豐沛的研發能量，是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漢翔期望借重清

大簡禎富教授暨人工智慧 (AI) 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程 」、「智慧

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

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科技部推動 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入 50 億元經費，成立 4 個 AI 創新

中心，包括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https://www.aims.org.tw/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6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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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主任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簡禎富表示，該中心的目標為發展以臺灣製造為利

基，打造對臺灣產業有具體貢獻的國際級 AI 研究中心。AIMS 中心以重要產業場域為

實證，促進跨團隊整合以推動更前瞻的 AI 智慧製造研發和產業實踐，目前已初步媒合

四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研發，未來希望能促成更多團隊與漢翔領導「臺灣航太產

業 A-Team 4.0 聯盟」之廠商有更多合作。  

https://www.aim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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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大 邁向航太智慧製造 
2018-07-12 10:30 中央社 台北 12 日電 

原文連結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48214 

 

漢翔公司與清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漢翔表

示，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漢翔表示，漢翔與清大 11 日在科技部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漢翔公

司董事長廖榮鑫，與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AIMS)主任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簡禎富

代表簽署。 

 

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佈局未來的人才發

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重要立基點，以台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

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

合作，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級。 

 

廖榮鑫表示，漢翔公司近年營運上設定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慧製造、整合供應鏈。

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他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

漢翔公司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

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近 9 成，接續完成「AIDC 決

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強調，漢翔將借重清大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

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

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

領域。 
  

https://www.aims.org.tw/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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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攜手清大 邁向航太智慧製造 
2018/07/12 10:19 中央社記者韋樞台北 12 日電 

原文連結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7120051-1.aspx 

 

漢翔公司與清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漢翔表

示，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漢翔表示，漢翔與清大 11 日在科技部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漢翔公

司董事長廖榮鑫，與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AIMS）主任、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簡禎

富代表簽署。 

 

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佈局未來的人才發

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重要立基點，以台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

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

合作，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級。 

 

廖榮鑫表示，漢翔公司近年營運上設定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慧製造、整合供應鏈。

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他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

漢翔公司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

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近 9 成，接續完成「AIDC 決

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強調，漢翔將借重清大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

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

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

領域。 

https://www.aims.org.tw/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712005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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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航太智慧製造 漢翔與清大合作

 
作者 芋傳媒  發表時間 2018-07-12 11:01 

原文連結 https://taronews.tw/2018/07/12/63924/ 

 

漢翔公司與清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展開航太智慧製造的具體合作。漢翔表示，

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漢翔表示，漢翔與清大 11 日在科技部次長許有進的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漢翔公

司董事長廖榮鑫，與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AIMS）主任、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簡禎

富代表簽署。 

https://www.aims.org.tw/
https://taronews.tw/2018/07/12/6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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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佈局未來的人才發

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重要立基點，以台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

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世界頂尖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

合作，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台灣產業創新升級。 

 

廖榮鑫表示，漢翔公司近年營運上設定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慧製造、整合供應鏈。

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他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

漢翔公司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

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近 9 成，接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強調，漢翔將借重清大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

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

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

領域。 

 

  

https://www.aim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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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2634)攜手清華 AIMS 航太智慧製造 
【財訊快報／劉居全報導】 

原文連結 http://money-link.com.tw/RealtimeNews/NewsContent.aspx?SN=1216302002&PU=0031 

 

漢翔(2634)與清華 AIMS「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 AIMS)簽署合作備忘錄。 

 

科技部政務次長許有進表示，科技部推動「AI 創新研發中心」，主要希望從學界先行的

方式，佈局未來的人才發展及具潛力的應用。其中，智慧製造是一個重要立基點，以臺

灣相對優勢的製造科技為基礎，加上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物聯網發展條件，持續強化與

世界頂尖研究中心和跨國企業的合作，來推動 AI 產業化和產業 AI 化，協助臺灣產業創

新升級。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提升生產效益及品質已

見成效，成為有力的場域實證。 

 

漢翔董事長廖榮鑫身兼 AIMS 理事表示，漢翔近年在營運上有三大目標：國機國造、智

慧製造、整合供應鏈。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廖榮鑫提出三項思考管理策略，包括市場趨

勢、產品定位及合作模式，漢翔在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

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產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達到

接近 9 成的比例，而接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指出，清大擁有豐沛的研發能量，是國內產業發展的重要後盾，漢翔期望借重清

大簡禎富教授暨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化生產排程 」、「智慧化

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的

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廠」的新領域。 

 

科技部推動 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入 50 億元經費，成立 4 個 AI 創新中心，

https://www.aims.org.tw/
http://money-link.com.tw/RealtimeNews/NewsContent.aspx?SN=1216302002&PU=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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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AMIS 主任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簡禎富表示，該中心的目標為發展以臺灣製造為利

基，打造對臺灣產業有具體貢獻的國際級 AI 研究中心。AIMS 中心以重要產業場域為實

證，促進跨團隊整合以推動更前瞻的 AI 智慧製造研發和產業實踐，目前已初步媒合四

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研發，未來希望能促成更多團隊與漢翔領導「臺灣航太產業 A-

Team 4.0 聯盟」之廠商有更多合作。 

  

https://www.aim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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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股»漢翔攜手清大                   
提升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 
原文連結 https://www.moneybar.com.tw/News/42799 

 

漢翔(2634)布局航太智慧製造|宣布與清大攜手合作，簽屬合作備忘録。漢翔董事長廖

榮鑫表示，期望借重清大簡禎富教授暨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在「智能

化生產排程」、「智慧化供應鏈建構」、「人工智能參數決策優化」、「機器視覺檢測」、「深

度學習」等人工智慧的技術，讓漢翔在自動化與機器人的技術更為精準，進入「智慧工

廠」的新領域。 

 

合作備忘錄由漢翔公司董事長廖榮鑫，與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簡

稱 AIMS )主任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代表簽署。 

 

廖榮鑫指出，藉由佈局工業 4.0 完成「iAIDC 智慧漢翔」平台，不論在軍用設備或民用

產品的生產上，從產品設計到製造的整個流程，已高度數位化達到接近 9 成的比例，

而接續完成「AIDC 決策戰情中心」後，漢翔下個階段將發展工業 AI。 

 

廖榮鑫進一步指出，漢翔三個廠區的機台整合，結合智慧製造及智慧機械，提升生產效

益及品質已見成效，成為有力的場域責證。 

 

簡禎富表示，目前已初步媒合四组團隊與漢翔進一步合作研發，未來希望能促成更多團

隊與漢翔領導「台灣航太產業 A-Team 4.0 聯盟」之廠商有更多合作。 

 

科技部推動 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預計 5 年投人新台幣 50 億元經費，成立 4 個 AI 創

新中心，包括設在國立清華大學、專注智慧製造的「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https://www.aims.org.tw/
https://www.moneybar.com.tw/News/42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