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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訊專注於強固型筆電⾃1990年創⽴⾄今已28 

載，我們具備SMT打件與組裝⽣�的⽣�線，擁 

有RF及EMI的專業技術與實驗設備，使�品能通過 

許多嚴苛的環境需求。再者⾼度的客製化能⼒，亦使 

茂訊在⾨檻極⾼的強固型筆電中的地位屹⽴不搖。 

 

       2018年的茂訊，共同創業的其中⼆位⾼階管理 

階層元⽼ ─ 袁勇先⽣、林惠南先⽣，先後在今年退 

休。雖然舊⼈的離開使⼈捨不得，但同時也在⾼階管 

理階層注⼊新⾎ ─周詠翔先⽣、梁威先⽣。茂訊是 

⼀個堅強的團隊，有特定的⽬標，明確的分⼯，在⼤ 

家共同的努⼒下，願能汲取各⽅精華，發揮潛藏⼒ 

量，開闊格局。 

執⾏⾧的話 導讀  

員⼯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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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的新辦公室 

        我們於2016年9⽉收購了AMREL電腦事業部，10⽉份成 

⽴了布雷亞辦公室，11⽉底搬遷。辦公室⾯積約6,000平⽅英 

尺。 

        這有⼀個⼩故事：故事是我們在橘郡這個⾮常好的城市 

裡找到了這個地⽅，布雷亞是⼀個⼈⼝約四萬五千⼈的⼩城 

市，它有我們所需要的⼀切核⼼機能。我們很幸運能找到這個 

地⽅。在兩年前11⽉底完成搬遷之後，我們持續在⾛強，公 

司也在擴張，並且在當前位置看到成⾧的空間。我們希望可以 

在2019年�⽤更多的⼈。我認為我們是在美國市場裡處於有 

利地位的情況下成⾧，我們投⼊了許多⼼⾎，將來會不停地繼 

續努⼒下去。 

By Magnus

�伴交流

MilDef  in  AUSA  2018 
2018 AUSA
ANNUAL MEETING 
EXPOSITION

      今年茂訊和美國的合作夥伴MUS有幸能⼀起 

參加美國的 2018 AUSA 軍⼯展，通過展會我們 

能�把我們最先進的�品展出並且和多家有興趣 

的公司共同商討合作的機會。在展會中我們看到 

了未來軍⼯�業的發展趨勢，在戰場上越來越多 

的電腦化設備扮演著重要的⾓⾊， 例如：拆彈機 

器⼈、無⼈⾶機、機械化武器 ⋯⋯等，其應⽤都 

離不開茂訊電腦�品的結合。我們相信未來公司 

在美國市場的空間還⾮常⼤，美國也是全球最⼤ 

的軍⼯市場。相信我們在這塊市場好好的耕耘⼀ 

定會有好的回報！期待明年 AUSA 展會 Mildef 

集團會做的更好。



年第四季我們發佈了兩款新�品， 和 。 是 系列
吋強固型筆記型電腦的最新�品， 對應 的 平台，
是我們的第⼀個 系列�品。 是⼀款全新的 吋堅固耐⽤的平板電
腦，⽽ 則與 的 平台相對應。 也是第⼀個 系
列�品。 。

RK系列強固型筆記型電腦是我們的主要�品之⼀。 

RK12不僅更新了RK10的現有功能，還整合了新功能。 

RK12的核⼼組件均已升級（包括Intel的Skylake 

CPU，DDR4 SO-DIMM和SATAIII存儲），因此性能 

將得到顯著提升。其他更新的組件包括鍵盤、觸控板、 

電池和可選模組（WiFi、GPS、TPM、BVA 、電湧保 

護器） 

機型：RK12 

�品資訊



DE13是⼀款全新設計的7吋平板電腦。它採⽤Intel 

Kaby Lake Y低功耗移動處理器。它是我們的第⼀款 

符合IP67標準的�品（防塵+浸⼊，深度達1⽶），並 

提供USB Type C和M.2 SSD插槽。 

 

機型：DE13 

�品資訊



DE13還提供⽤⼾可設置的按鈕，通過我們的新應⽤程序、快速鍵管理器，在不同功能之 

間進⾏設置和切換，變得⽐以往更加⽅便。 

 

�品資訊



�品資訊

DE13 - IP67
       軍⼯控強固型�品必需使⽤於⽐商⽤�品更嚴苛的環境中：即在⾼低溫、⾼震動/衝 

擊、⾼濕度/鹽霧、沙塵、掉落…等等環境使⽤下還需保有其正常的功能。商⽤�品則無法 

提供這樣的特性。 不只是這樣，客製化功能預留的考量，對IP67防⽔、防塵的設計更是 

增加了⼀道設計⾼牆。茂訊強固型�品經過幾代的更新與設計升級，最新機型DE13完成 

了IP67防⽔防塵等級的設計新⾼度。⽽完成此艱難任務是透過幾項新設計⽅案達成: 

 

- CNC�合⾦Housing與Parts製程⼯藝所提供⾼度的品質與精準控制的尺⼨公差。 

- Unibody⼀體式簡化設計提供了堅強與整合度⾼的結構設計。 

- I/O開⼝隔艙設計提供了電路系統及關鍵零組件最強的隔離保護。 

- 特別開發且⾼精度的多道CNC�⾦屬與�膠結合成型⼯藝，讓外部開蓋使⽤後，依舊保 

  有⾼度防⽔防塵能⼒。 

- 特殊設計的薄膜�膠按鍵結合塑膠埋⼊射出⼯藝。 

- Pogo connector…等外露組件結合⾼性能Silicon Packing/O-Ring。 

- 全平⾯設計之⼀體式觸控⾯板與顯⽰模組，減少與框體間複雜的結合縫隙，強化了防⽔ 

  防塵可靠度。 

- 局部電路板三防膠的使⽤，以達到外部配件使⽤操作後仍能維持防⽔防塵的性能。



�品資訊

測試設備
1M⽔壓 = 9800 Pa = 98 mbar = 0.098 bar = 0.099932 
Kg/cm^3 = 1.42137 psi

IP Code
【IP Code】是【Ingress Protection Rating（異物防護等級）】的簡稱，它實際上是⼀種防塵及防⽔等級標準 
的稱呼，它被規範在EN60529標準當中，它為機械和電⼦設備能提供了針對固態異物侵⼊（包括⾝體部位，如⼿ 
指，灰塵，砂礫等），以及液態滲⼊等物體意外接觸�品時，�品所能提供何等程度的防護能⼒，訂⽴了⼀套標 
準，這套標準得到⼤部分電⼦�品的採⽤。 
 
【IP編碼】以IP後⾯跟隨的兩個數字代碼來表⽰其防塵及防⽔等級能⼒： 
第⼀個數字：表⽰�品可以防⽌固態異物⼊侵的能⼒。通常表⽰�品可以⽤外殼來保護內部組件（⽐如電⼦與機 
械零件免受微塵侵⼊的能⼒）和防禦外部物體進⼊其內部的能⼒。也就是[防塵能⼒]。 
 
第⼆個數字：表⽰�品外殼可以抵禦液體（通常是指「⽔」）滲透的能⼒。也就是[防⽔能⼒]。 
 
下⾯表列為【IP編碼】所代表的實際防塵及防⽔能⼒的詳細說明。 
【IP編碼】後⾯跟著第⼀個數字為防⽌固態異物⼊侵的能⼒，也代表[防塵等級]。從0∼6等級。 



ROHS 2.0  2015/863 
什麼是RoHS？ 

電器與電⼦�品製造商、零售商以及供應商必須遵守與其終端市場有關的有害物質限制的相關法 

規。EU、RoHS 指令 2002/95/EC 限制在電器與電⼦�品中，鉛和其他潛在有害物質 (包括�、 

汞、六價�) 在其他⽅⾯的使⽤。 RoHS 限制這些物質的均質材料重量為 0.1% 或 1,000ppm 

(�除外，其限制為 0.01% 或 100ppm)。 

 

2015年6⽉4⽇，指令2015/863公布新增4項鄰�⼆甲酸鹽類，其指令2011/65/EU所管制的有害 

物質共達10項。附錄I列表1 ~7類以及10、11類�品將於2019年7⽉22⽇起符合法規要求。8、9 

類�品則要求於2021年7⽉22⽇起符合法規。 

EU ROHS 新增禁⽤四項可塑劑 

 

歐盟於2015年6⽉4⽇正式公告RoHS（recast）指令 (2011/65/EU) 禁⽤物質清單（Annex II） 

新增下列四項鄰�⼆甲酸�： 

 

鄰�⼆甲酸⼆(2-⼄基⼰基)� (DEHP) (0,1 %) 

鄰�⼆甲酸丁��甲� (BBP) (0,1 %) 

鄰�⼆甲酸⼆丁� (DBP) (0,1 %) 

鄰�⼆甲酸⼆異丁� (DIBP) (0,1 %) 

指令⾃歐盟公報上公告後第20天起開始⽣效。 

歐盟成員國必須在2016年12⽉31⽇前將指令轉化為國家法令。 

執⾏⽇期為2019年7⽉22⽇（醫療設備和監控儀器2021年7⽉22⽇）。 

 

表列⽬前禁⽤物質清單（Annex II）所管制物質及濃度限� (單⼀均質材料)： 

 

管制物質 濃度限� 

� (Cd) 0.01% 

鉛 (Pb) 0.1% 

汞 (Hg) 0.1% 

六價� (Cr6+) 0.1% 

多溴聯� (PBB) 0.1% 

多溴⼆�� (PBDE) 0.1% 

鄰�⼆甲酸⼆(2-⼄基⼰基)� (DEHP) 0.1% 

鄰�⼆甲酸丁��甲� (BBP) 0.1% 

鄰�⼆甲酸⼆丁� (DBP) 0.1% 

鄰�⼆甲酸⼆異丁� (DIBP) 0.1% 

資料來源：DIRECTIVE (EU) 2015/863 (僅提供英⽂版) 

資訊分享



     為了提供客⼾更好的服務，我們在Mildef⼊⼝網站http://eng.crete.com.tw/ 新增了⼀些 

功能提供給客⼾，這些功能是Mildef ERP系統的⼦集，客⼾可以快速的�到與他們所需要的 

資料，包含： 

     P/O Service – Purchasing orders information 

     ECR/ECN Info – Product ECR/ECN document and download 

     Firmware List – Product BIOS/EC/Heater firmware information & download 

     Technical Data – Product related technical document download 

     Customization - Product Customer Design Project (CDP) information download 

客⼾管理系統指南 

正確的�詢系統

能讓您事半功倍

資訊分享 



        茂訊⾃2018年第三季開始規劃新的空間並斥資數百萬增添EMI Chamber及AOI設備，同 

時將原來租賃的倉庫轉成資�，加⼤公司不動�的投資。在所有廠商都致⼒於零件零庫存的狀 

況下，我們因客製化�品居多的特殊�業形態反其道⽽⾏，並不能單純只以零件庫存這個⾓度 

看待公司的擴張，我們必需⽐其它�業更加嚴格的做好�品的管理及售後服務。因此，這些投 

資都是為茂訊的未來做好準備。 

設備的投資與公司的擴張

新倉庫
已正式運作

New EMI Chamber 
       因應客⼾對�品EMI的需求漸⼤，原有的設備不 

敷使⽤，於是再新增⼀座EMI Chamber。⾃2017 

年10⽉提案後⾄2018年5⽉竣⼯。同年6⽉正�⽤。 

設備與⽣�



    茂訊的�品少量多樣，⽣�上為了能靈活多變，廠內即設有SMT⽣�線，不論是PCB的試 

�或量�，皆能在廠內⼀條⿓完成。廠內設置2條SMT⽣�線，可以同步進⾏主機板與周邊板 

的⽣�。⽽「換線」，也就是更換�品裝配線、重新設定機器參數、試做的校準⋯⋯等，利 

⽤HLC編輯軟體運算⾃動化插件零件時間，進⾏整合編排最佳化⽣�時程；因此茂訊的SMT 

有能⼒將主機板當天換線當天⽣�，週邊板⼀天更是可達5次的換線速度。 

 

     茂訊的SMT藉由⾃⾏模擬製程技術實驗，配合優化治具與⼯具，建構製程管理系統，以強 

化製程計劃與排程管理。加上今年投⼊的AOI設備，從嚴格的⽬視到全⾯性的�品驗證，茂 

訊的SMT⼒求做好每⼀樣�品。 

SMT流線⽣� 
 

和諧的⼯作環境
表現出⾊的團隊

良好的⼯作秩序

設備與⽣�



      AOI ，即⾃動化光學檢測(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相較於我們⼀直在使⽤的 

針床設備(bed of Nails)，AOI是速度、⾼精確度的光學影像檢測系統，以機器視覺做為檢測 

技術，代替⼈類的眼睛、⼤腦、⼿部的動作，以此檢測出�品的缺陷、判斷並挑選出良品。 

我們將它運⽤在檢測PCBA中，作為改良傳統以⼈⼒使⽤光學儀器來進⾏檢測的缺點，是⼀ 

種⾼效能的智慧設備。 

  隨著PCB越來越複雜，元件越來越⼩型化，傳統的ICT與F/T變得越來越費⼒也耗時，使 

⽤針床設備 （Bed of Nails)測試及⼈⼯⽬視檢測已不符合⽣�成本，⾯對微⼩的元件也失去 

檢測的意義，導⼊AOI技術，取代⼈⼯難以檢測的�品缺陷問題，為ICT與F/T提⾼PCBA的 

良率、降低⼈⼯⽬視檢測的⼈⼯成本和ICT治具的製作成本，進⽽有效率的提升�品品質。 

  我們所使⽤的AOI設備可檢測的最⼤PCB尺⼨為510x460 mm，最⼩PCB尺⼨ 50 x 

50mm，茂訊�品中⽬前最⼤的PCB是RX系列的主機板，尺⼨為242 x 301mm。我們將運 

⽤AOI的技術來加强對品質的管控，以最嚴謹的製程確保每⼀件由茂訊售出的�品到全世界 

都是最佳狀態！ 

新添AOI光學設備 
增添新設備

以提升⽣�品質

設備與⽣�

TR7700 SIII DT是⼀台⾼性能的離線型 
AOI解決⽅案，擁有最⾼精度和易⽤性等 
優點。使⽤TRI獨有的多相位光源和新⼀ 
代的檢測軟件，TR7700 SIII DT具備快 
速和簡易編程等優良的缺陷檢測功能，⾮ 
常適合變化度⾼⽣�線。



財經座談會--台灣中小企銀 

教育訓練

      10⽉30⽇台灣中⼩企銀(以下簡稱台企)來到了深坑，為茂訊的同 

仁舉辦了⼀場財經訊息的座談會。茂訊與台企的關係可以追溯到20 

年前，⾧久以來台企為茂訊提供⾦融上的服務，作為茂訊的主⼒銀⾏ 

─ 台企，也秉持著服務客⼾為第⼀的態度，把這場財經資訊嘉年華帶 

給茂訊。 

  經由茂訊職⼯福利委員會的協助，台企把⾦融服務從「公司」延 

伸到「員⼯」⾝上，特別邀請財經專員安排主題為 “微利時代新理財 

觀” 的座談會，為⼤家提供財經上的資訊，內容涵蓋對保險理財及⼿ 

機銀⾏的優勢…等等。這次的座談會適逢午休時間，台企體恤茂訊同 

仁的⾟勞，還特別安排了豐盛的午餐與⼤家共享。同仁們在主講者的 

幽默⾔談中積極地提問，⼀問⼀答間與主講者的互動⾮常熱烈，同仁 

們從歡笑中得到了許多寶貴的資訊。可以說這次與台企聯合舉辦的財 

經資訊交流⾮常成功。 

  ⾯對微利時代如何根據家庭情況做合理的財務安排？相信台企願 

意繼續為茂訊同仁提供全⽅位的理財服務，也期待下⼀次的聚會再為 

茂訊同仁帶來新的財經資訊分享。 

照⽚由福委會�供



消防安全演練 

教育訓練

       為使同仁及所有員⼯在緊急事件，如⽕災、觸電、化學溶劑或地震等等之災害發⽣前， 

明⽩如何預防災害、了解逃⽣等應變，於9⽉11⽇進⾏員⼯教育訓練。緊急事件應變重點內 

容，包括防災應變程序、應變成員編組、逃⽣路線導引疏散、加強正確消防、滅⽕及職業安 

全衛⽣等。於課程最末進⾏公司廠辦⼤樓的緊急逃⽣⾨、逃⽣路線說明及實際引導逃⽣疏散 

演練。 

照⽚由施寶國提供



  10⽉20⽇苗栗員⼯旅遊，飽覽苗栗時光隧道、雅聞⾹草植物⼯ 

廠、台灣茶摳肥皂故事館館及五穀⽂化村。中午在三義喆娟夢⽥ 

享⽤無菜單料理，⼀整天滿滿的⾏程最後在福容⼆館的晚餐後結 

束。期待下回再⼀起出遊囉。 

員工旅遊 

  9⽉21⽇由茂訊職⼯福

利委員會舉辦中秋聯誼餐

會�剝柚⼦⼤賽，剝柚⼦

拼速度的刺激炒熱整場的

氣氛，⼤賽後的餐會亦⾮

常溫馨，是場成功的餐

會。 

中秋節餐會

員⼯園地



      茂訊⾶輪教室於2018年11⽉正式成⽴， 

⽬前每週⼆⾄週六都有提供課程，⿎勵同仁 

們多多運動，維持⾝體健康。我們的⼯作� 

伴-MilDef AB，Bear也來體驗⾶輪課程，⼤ 

家⼀起流汗享受運動後的通體舒暢的快感。

飛輪教室 

員⼯園地

有�運動
       ⼀群茂訊娘⼦軍已經持續在每週⼀

利⽤下班時間邀請專業有�⽼師前來茂訊

授課，課程內容包含有�運動及肌耐⼒與

核⼼肌群的訓練，對瘦⾝及⼼肺都很有

幫助哦！ 

 

照⽚由rOGER、Kelly提供



潛齡48年、30年、20年的不⽼潛伴聚 

潛時總是互虧鬥嘴，歡笑不斷，今年 

墾丁⼀潛，因為�佳的能⾒度終於能 

在⽔下合影，著實格外有意義。 

      由Tony領軍，集結⼀群熱愛潛⽔的�伴，2-30年來

穿上潛⽔⾐背著�氣筒，國內、國外到處開⼼下潛，擁抱

蔚藍深海，深潛進⼊美麗的海底世界！ 

                                               

潛⽔俱樂部

潛⽔時可以看⾒不同
於陸地的美景

員⼯園地

（照⽚由思思提供）



    2018年誕⽣了5個開⼼的茂訊寶寶，謝謝各位⾟ 

苦的媽�們在這裡跟⼤家⼀起分享⽣命的喜悅。照 

⽚由上⽽下為 怡如、怡伶、傑袽、思蓉、蕙如。 

 

�們茂訊的新寶寶

幸福與快樂、
和偕與平順、
慈愛與關懷、

⽣命是如此的美好

員⼯園地



公司簡介

版權⾴ 
 

茂訊電腦成⽴於 1990 年, 為 ISO 9001 及 ISO 14001的認證 
廠商，主要從事攜帶式強固型電腦�品的設計、製造、和銷 
售，提供全球強固型電腦業界最完整的�品線，包含強固型 
筆記型電腦、強固型平板電腦及強固型⼿持裝置，可應⽤於 
國防、公共安全、公⽤事業、現場服務、⽯油與天然氣、電 
信、交通運輸、製造及⾏動商務等�業。 
 
茂訊電腦的�品⾏銷全球，以 MilDef 為品牌，銷售於全球， 
擁有國際化的經營團隊，在歐美各國及中國設有據點，主要 
銷售國家之通路和經銷夥伴建⽴策略合作關係，為客⼾提供 
更優質更即時的銷售以及售後維修服務。秉持創新科技為企 
業理念，提供專業⼈⼠最優質最先進的強固型電腦的品牌使 
命，亦持續在研發和科技創新上投⼊資源，擁有最堅強的研 
發團隊，提供⽤⼾最卓越的�品和技術， 以及符合客⼾專業 
需求的客製化服務。茂訊電腦的�品皆通過國際標準測試， 
提供MIL-STD-810G，以及IP防⽔及防塵等級 
（IP54、IP65、IP67)的強固能⼒，並有能⼒提供具備 
MILSTD-461F、ANSI或ATEX防爆功能的強固型電腦�品以 
滿⾜不同�業的作業環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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