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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合金軌道式移位機開發研發聯盟

一般的地上移動式病患移位機容易受到

地形地物的限制，且易造成病患不適並引發

危險，為解決此問題，此計畫的目標結合榕

懋實業的機械結構技術，以及聯盟廠商的電

子電路控和鋁合金擠型技術等，開發完成懸

掛天花板軌道移動式病患移位機，協助看護

者可在安全第一的考量下移動病患，讓病患

不舒適的感覺降至最低。

此項醫療器材的成功開發不僅是病患的

一大福音，更締造了幾項世界之最，例如，

此移位機的最大安全荷重高達 275 公斤，領

先全球其他機型，再者，此移位機的載重滑

輪組合專利設計，可在安全荷重範圍內通過

全世界轉彎半徑最小 50 公分的彎曲軌道，能

在最小空間達到最大運輸效能。軌道是由鋁

合金製成，不但重量輕巧而且易於安裝，並

且可根據運載實際需求，設計出 90 度轉彎專

用轉盤，45 度以及 180 度軌道銜接與對接結

合器。

此外，智慧型自動回歸充電站設計，更

徹底解決忘記充電導致無法立即使用的問題，

利用此設計，人員僅需按下按鈕，移位機在

搜尋充電站位置後，便會自動駛回充電站，

不需人員操作跟著移位機回充電站。整體而

言，此計畫所開發的軌道式移位機，整體性

能超越國外產品，包括荷重提高 30%、移動

速度快 2 倍、軌道半徑小 60%、噪音值低

50A%、省電 50%、充電速度快 30%，且成本

僅國外競爭廠的 50%，頗具創新效益。

計畫研發成果已取得臺灣、美國及日本

等多地專利，榕懋實業並已將研發成果投入

量產，且已接獲一年 4,000 組訂單，預計於

2013 年將正式外銷歐美，可爭取更多外匯。

由於產品開發切合市場需求，該公司預估此

產品在前 1 至 3 年每年將可貢獻約新臺幣 1

億元的營收，第 3 至 5 年則將增加營業額新

臺幣 1.5 至 2 億元左右。

更令人期待的是，由此計畫衍生出的相

關新產品開發技術，實質營收更有可能超越

原先預期的目標。同時，此計畫的執行讓榕

搬移病患更安全　

軌道式移位機性能傲視全球

▲榕懋實業（股）公司 黃啟宗董事長

▲計畫研發團隊照

感謝評審青睞，讓本公司獲此殊榮，更感謝政府提供經

費補助，讓中小企業得以將研發計畫付諸實現，將理想付諸

行動，成為實際商品。此舉不但大大提升公司研發量能，拉

開與競爭者之距離，提升本公司國際知名度與能見度，延攬

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榕懋，充實競爭實力。實質上亦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增加營業績效，爭取更多外匯。

本公司感謝政府美意與德政，本公司將堅守本業，持續

在醫療器材領域投入更多研發資源，期能創造更多福祉產品，

造福銀髮族群，讓銀髮族在老、病階段，透過醫療器材協助，

活得更舒服，更有尊嚴，進而感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計畫所開發之軌道式移位機，整體性能超越國外產品，包括荷重提高 30%，移

動速度快 2 倍，軌道半徑小 60%，噪音值低 50%，省電 50%，充電速度快 30% 且成

本僅國外競爭廠之 50%，具創新效益，並已取得美、日、台等多國專利。該公司產

品已接獲 4000 組 / 年訂單，預計 2012 年 9 月上市。預估 2013 年產值可達新臺幣

2 億元，2015 年可達新臺幣 6 億元。

懋更能掌握機電整合技術，研發能量獲得充

分挹注，因此公司總體競爭力得以大幅躍升，

確保在業界的領先地位。

在此失業率不斷往上爬升的時期，此產

品的開發更有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重大意義。

榕懋實業預此計畫執行的成果，後續將增加

約 30 至 50 個工作機會。榕懋實業為國內頗

具規模的醫療器材製造廠之一，產品 99% 以

上皆為外銷，每年可為國家爭取高額外匯。

該公司的所有生產基地皆位於臺灣，未在其

他國家設廠，便是希望能為在地人民創造更

多工作機會。

績優 SBIR 創新技術獎

▲ 軌道系統 - 軌道系統架設在天花板上， 
不佔用空間，創造空間之美。

▲   90 度轉彎軌道 - 半徑僅 50 公分之轉彎 
軌道，即使在狹小空間也能使用移位機

▲ 移位機 - 改變傳統移位機受地形地物之限

制，改由固定在天花板軌道移動式之移

位機，讓移動病患更輕而易舉，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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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能源危機及環保意識抬頭，世界

各國無不傾全力研究新能源及節能減碳的各

種方案，其中，LED 照明為相當受到矚目的產

品領域之一。然而 LED 照明系統的散熱問題

及重量始終是瓶頸所在，各方業者紛紛尋求

各種途徑解決此類問題。「高功率輕量化 LED

照明系統研究」的成果就在於成功整合技術

聯盟專業，結合高功率 LED、熱傳導元件、輕

量化鎂合金殼體及鎂合金表面塗裝技術等，

開發完成高功率輕量化 LED 照明系統，產品

頗具特色且發展性佳，預期能有效提高臺灣

燈具產業的市場競爭力。

「高功率輕量化 LED 照明系統研究」

開發計畫，是將高效能熱傳導元件應用於高

功率 LED 照明系統，以大幅增加散熱效率

並解決嚴重的廢熱問題，進而維持 LED 的

光轉換功率及壽命。此計畫開發的燈具產品

已於 2011 年完成製造，年產值約為新臺幣

0.5 億元，且已獲得眾多市場導用。具體而

言，麗鴻科技在此計畫中是使用 LCHP（LED 

Combined Heat Pipe）熱導管技術，相較於其

他一般熱導管模組，麗鴻科技所採用的熱導

管技術可加快 LED 解熱的速度，且此技術能

避免鰭片廢熱回授 LED，可實現冷熱分離，減

少因熱損耗造成 LED 使用壽命降低及原件損

壞的情況。

為同時兼顧散熱問題的解決，以及滿足

市場對 LED 照明系統強烈的減重需求，此解

決方案採用輕量化鎂合金做為散熱殼體，可

提升密閉式結構的 LED 照明散熱效率並大幅

減輕系統重量。麗鴻科技是採用低氣含量之

半固態鎂合金壓鑄技術，以此製作飛碟燈殼

體，在此製程中，由於進入模穴時為半熔融

的粥狀型態，因此捲入的氣體量小，組織內

部健全度高且極為密實，更有助於鎂合金熱

傳特性的發揮。

此外，此計畫並研發具有耐蝕及散熱特

性的鎂合金表面塗裝技術，除了能讓鎂合金殼

體具有耐候及耐蝕特性外，透過此鎂合金表面

塗裝技術，還能進一步改善散熱特性。也就是

說，鎂合金經由表面非鉻化學轉換或複合電鍍

技術塗裝後，表面具有防蝕防銹特性，卻不失

麗鴻科技股份有公司
高功率輕量化 LED 照明系統研究開發

熱導管與 LED 模組化 　
高功率鎂合金燈具前景佳 

去表面散熱功能，如此並能抵抗高溫環境時與

外界大氣的反應，有效降低氧化層的生成，進

一步改善熱傳及耐蝕散熱特性。

基本上，目前市場上尚未出現熱導管直

接與 LED 結合的光模組技術，本計畫成果可

說是首創的模組化設計，計畫的執行並成功

開發 550mm 鎂合金件成型技術，且製造成

本與傳統鋁合金件相當，再者，總燈具功率

達 200W 以上，可取代傳統高耗能燈具的使

用。對於整體產業而言，此計畫成功的意義

則在於不僅成功整合上、中、下游產業，且

結合傳統產業投入頗具前景的 LED 照明產

業，為臺灣產業轉型找到出路。

▲高功率輕量化 LED 照明 ▲裝置飛碟燈於高雄中山公園 ▲碟燈政府廣場（側視照）

▲麗鴻科技（股）公司 阮煒程專案經理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需與合作研發廠商不斷進行溝通討

論，將計畫之市場性、技術困難度及公司未來規劃等因素列

入議題中。目前市面上因應綠化環保、節能減碳趨勢，LED

照明成為首要選擇，因此，如何能將擁有多項優勢的高功率

LED 照明提升至符合業者需求，則是研發重點所在。

感謝研發聯盟廠商、委託技術合作單位教導，與經濟部

技術處的計畫推動，使計畫能順利執行，解決 LED 結合熱導

管使之廢熱問題，並利用輕量化金屬 - 鎂合金取代傳統鋁合

金燈具材質殼體，改善燈具龐大笨重印象，同時結合高散熱

之鎂合金表面塗裝技術，將原本易與空氣形成氧化膜之缺點

改善，成功整合研發聯盟之專業技術，創新研發高功率輕量

化 LED 照明系統，開拓藍海市場。

目前國外尚無熱導管直接與 LED 結合之光模組技術，本計畫成功開發可提升

550mm 鎂合金件之成型技術，為首創模組化設計，製造成本與傳統鋁合金件相當。

總燈具可達 200W 以上功率，可取代傳統高耗能燈具之使用。本計畫開發之燈具已

獲眾多市場導用，未來將大幅提升市場佔有率，預估防爆燈具市場總產值約新臺幣

10 億元，本計畫產品年產值達新臺幣 2,000 萬元。此創新技術由傳統產業開發而成，

成功的提升中小企業之技術能量與技術升級，績效卓著。

績優 SBIR 創新技術獎

▲計畫研發團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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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行動裝置處處可見的年代中，電

子書的閱讀經驗卻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這

其中的關鍵就在數位出版閱讀技術，尤其是

出版時檔案轉換的問題更造成讀者不願親近

電子書。「數位內容創新平台技術研發計畫」

的重點就在於開發新一代的數位出版閱讀技

術，以解決出版時檔案轉換的問題，並實現

電子書的全文搜尋索引，以及應用 HTML5 技

術，讓跨載體數位閱讀不再是空想，進一步

提升大眾對於電子書的接受度。

此計畫所開發的技術標的為 PDF2ePUB 轉

檔技術，此技術可將內容轉製成最新的 ePUB3.0

格式進行儲存與傳遞，突破了許多以往無法

解決的瓶頸，讓一般大眾能夠更輕而易舉地利

用行動裝置閱讀數位內容。湛天創新所開發的

PDF2ePUB 轉檔技術，可透過圖文辨識技術，將

PDF 內容轉製成標準電子書格式 -ePUB，並解

決 PDF 轉檔 ePUB 時會出現的段落破碎的問題，

進而可同時提供 PDF 與 ePUB 格式供行動裝置

上閱讀，以達到最佳閱讀效果。

再者，為支援多媒體播放內容，並讓內

容的呈現更加豐富且生動，湛天公司並採用

最新的 HTML 5 標準開發 ePUB / HTML 閱讀

器，此閱讀器還能解決行動裝置不支援 Flash

或 Flash 耗損大量運算資源等問題，且此線

上閱讀器可同時應用於 PC 與 iOS 系統，讓

ePUB 3.0 格式電子書的閱讀不再受到系統平

台的限制，可跨載體閱讀的便利性，預料將

能使一般大眾更樂於閱讀電子書。 

除提供更佳的便利性以吸引讀者的青

睞及使用外，為推動出版業者多加利用此一

平台，湛天公司並在此計畫中執行書籍搜尋

優化技術，也就是透過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尋引擎最佳化）引擎產生與

文本相關高搜尋率的關鍵字，使搜尋引擎可

檢索書籍內文關鍵字，藉此提高電子書被搜

尋率以及網站流量，進而增加曝光度與點擊

率。透過上述技術的導入，湛天創新的會員

成長數量已是預定目標的 116%；被 SEO 引擎

索引的內容為預定目標的 1381%，且點擊率

為預定目標的 800%，成果相當驚人。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計畫的另一

重點「OpenAPI 技術與策略」，這主要是要

突破數位閱讀瓶頸　

創造更友善的電子書閱讀體驗

湛天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內容創新平台技術研發計畫

▲ 執行目標：執行目標涵蓋內容轉製、搜尋

優化、閱讀平台、軟硬體整合等四大面向

讓硬體廠商透過 Pubu OpenAPI，橋接湛天公

司的 Pubu 電子書城各項服務。Pubu 電子書

城 成 立 於 2010 年，Pubu 取 自「Publish Urs 

（yours）」之意，為湛天公司所打造的電子

書平台，旨在提供更簡單、更友善的電子書

閱讀及出版環境。目前湛天公司已與威寶電

信及燦坤 3C 異業合作，透過 Open API 推廣

服務。整體而言，透過此計畫的執行，預期

將可締造硬體廠商、出版社、讀者與湛天創

新四贏的局面，進而推動臺灣數位內容產業

向前邁進一大步。

▲ 「內容」轉檔製作 –PDF2ePub：透過影

像辨識與圖文辨識技術，擷取並重組內

容，同時刪除過濾掉贅字符號

▲  PDF2ePub 工具：PDF2ePub 可完整重

組段落原貌 

▲湛天公司 蔡競賢創辦人暨執行長

很高興我們第一次執行 SBIR 計畫就能夠拿到這個獎項。

一年的研發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的瓶頸與困難，但在研

發團隊不懈地努力下，終究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如期如質地

完成各項研發項目與目標，這些的研發成果將可大大提升本

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並增進公司營收。謝謝各方先進、

執行單位以及審查委員的肯定，我們會繼續努力，發展創新

技術，提供更優質的產品與服務，也希望未來經濟部及委員

們可以加以支持。

本計畫開發之 PDF2ePub 轉檔工具，可針對大部分圖文 PDF 轉檔成 ePub 格式，

節省出版社轉檔時間 25% 以內，此為國內首創且唯一之技術。本技術不僅與美國知

名廠商技術並駕齊驅，並可與國際標準接軌，亦可廣泛應用至書城所有電子書上，

包括終端消費市場及圖書館市場，銷售金額達新臺幣 1,500 萬至 2,000 萬元；電子

書部分，每年需求量至少 10 萬本以上，後續可增加產值至少新臺幣 1,200 萬元。

績優 SBIR 創新技術獎

▲計畫研發團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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