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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訊是穩健的好公司
By 通路事業處 胡佳興

從財務的角度來看，一

間好公司必須具備高毛利率

及高現金流比率兩個重要的

指標，茂訊旗下的事業處，由強

固型電腦創造高毛利率，而通路事業處則創造

高現金流量比率，兩方各司其職、相輔相成。

多年來茂訊的強固型電腦累積了許多技術

資產及服務品質，從競爭力的角度來看，已經

變成技術障礙，讓競爭者很難進入。而通路事

業處在經過 20 年的競爭後，早已是全國最大的
筆電連鎖專賣，不僅獲利與業績年年持續成長，

也樹立了競爭障礙。

如此競競業業打拼的穩健好公司，所有員

工都可在茂訊做到退休，真幸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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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新領域
茂訊強固型電腦主要透過合作伙伴銷售於美國、英國、德國、瑞典、俄羅斯、澳洲與

美國軍工規市場。近來，因緣際會下了解澳洲礦業對高規格的工規電腦要求，點起了茂訊

產品進入這個市場的明燈。

服務於澳洲市政府的童市議員，於今年 2 月參訪茂訊，期間為她介紹強固型電腦的優
勢、參觀組裝生產線……等，在充份認識茂訊的產品後立即與澳洲當地的礦業設備商聯絡，

其中有一位曾在 WESFARMER 集團擔任採購主管，恰巧是周副總求學時期的籃球伙伴，
進而密切協助我們與澳洲礦業最大的供應商 BLACKWOODS 接觸。為此，茂訊正積極將
二十年的專業應用在設計上，以面對礦業嚴坷的地底環境，希望促使茂訊的產品能夠成功

打入礦業市場。

同時，成立於 2000 年的 Phoneinc，專注於提供行動通訊服務的相關設備與服務。
主要業務是與澳洲當地政府部門與企業配合提供全面性合約，包含 e-waste 的回收服務。
Phoneinc 創辦人 Andrew，在 2018 年年底參訪茂訊後與茂訊達成共識，成為合作夥伴，
負責在澳洲推展我們的產品給其它客戶（參訪後即訂購了樣品機）。Andrew 認為，澳洲
近年來因天候關係，森林大火事件頻傳，有機會希望能引薦給澳洲偏遠地區的救火隊與警

車使用茂訊的產品。

企業導航

感謝有你

陪伴茂訊走過二十個年頭的瑞典合作伙伴，今

年來訪時，為我們帶來一座「2018 年年度最佳伙伴
獎」獎座。獎座以 CNC 雕刻，塗裝以茂訊產品特色
的綠色烤漆、搭配工規接頭，由於獎座的用心，更

顯出茂訊與合作伙伴間緊密的關係。感謝有你。



研發處林副總退休感言
By 林惠南

1990 年 3 月，年輕的我滿懷著理想與希望加入了
茂訊公司的開創元年，一幌眼，32 歲的我已經過了 28
年載，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自研發處退休了。

能在工作期間見證一家公司成立是不容易的，在

公司起起伏伏的經營績效中，我深深理解，經營事業

是長路漫漫、前途未知的過程，不知要耗費多少時間，

也不知要戰勝多少困難，忍受多少孤獨寂寞。感謝長

官於我工作期間不斷予以指導，並給我發揮所長的空

間和機會，這些歷練都令我的工作生涯收益匪淺。茂

訊是一間很好的公司，無論公司制度還是工作環境都

很完善，確實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願祝在職同事能繼往開來，持續發揮光大，以身

為茂訊員工為榮。

尾牙晚會

茂訊今年的尾牙晚會於深

坑福容飯店舉辦，邀請各家廠

商來與我們同樂。在董事長幽

默詼諧的致詞後，獎勵 10 年資
深員工，接著樂透遊戲與各大

豐富獎項抽獎活動，加上豐盛

的菜餚，讓公司同仁過了一個

美好的夜晚，就請董事長繼續

英明的領導我們這群努力的員

工再創佳績。

公司新訊



產品資訊

機型：RS13
2019 年第二季度我們發布了新產品

RS13。第二代 RS 系列筆記型電腦具有驚人
的性能、安全性、靈活性和耐用性。體驗快

速的第 7 代 Intel Core ™ i7 處理器和各種定
制功能，以適應任何工作流程、符合更薄更

耐用的設計。

茂訊毫無疑問是堅固耐用的筆記型電腦

中最好的。我們擁有最好的工程師，致力於

尋找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從陽光下可讀、

散熱、電源管理和機械設計到夜視和關鍵

EMI 測試和 IP 測試等獨特技術，茂訊竭誠為
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

堅固耐用

RS13 還通過了 MIL-STD-810 系 
列嚴格標準：包括衝擊、振動、濕

度、高 / 低溫等。工作溫度範圍可以
擴展到 -30~60℃。超過 90％的部件
可在 -40~85℃下運行。所有組件均
經過精心設計和選擇。例如用於後側 
I/O 選件的 Fischer 連接器最多可承受
10,000 次插拔，並可以在最惡劣的環
境中正常使用。



產品資訊

高規格的顯示器

RS13 的分辨率為 1920x1080，使用者更易於閱讀，圖像更清晰。特殊的光學黏貼合
處理使 LCD 更強，不僅陽光下可讀、抗反射，並提供更好的對比度。作為 RS11，RS13
還提供可選的電容式觸控面板。

安全

RS13提供 TPM2.0作為高級安全選項。這種加密技術增強了產品的安全性和隱私性。
通過加密和解密來保護您的數據、保護身份驗證憑據並證明系統上正在運行的軟體。

訂製符合需求的 RS13
RS13 為訂製功能保留了許多空間，例如夜視功能、指紋辨識、加密模組等。您還可

以訂製特定的 BIOS。歡迎向我們的市場部諮詢與討論。



與 RS11 比較

RS13 的核心組件全面升級（包括 Intel 的 Kabylake CPU 和 DDR4 ram），因此性
能得到顯著的提升。其他更新的組件包括新設計更穩定和簡化的鍵盤和可選模組（WiFi，
GPS 和 TPM 遵循更新的協議；BVA 可以節省更多功率）。

RS11 RS13

Platform Intel® Ivy Bridge Intel® Kaby Lake U

Processor Intel® i7-3517UE
1.7 GHz up to 2.8 GHz

Intel® i7-7600U 
2.8 GHz up to 3.90 GHz

Memory DDR3 1600 SO-DIMM x 1
Up to 8GB

DDR4 2133 SO-DIMM x 1
Up to 16GB

TPM Module TPM 1.2 TPM2.0

Battery Run Time 6040mAH/ 11.1Vdc/ 67Wh
Battery Run Time: 412.5min

6040mAH/ 11.1Vdc/ 67Wh
Battery Run Time:512min

Burn-In core temperature 94℃ 84℃

Performance
(3D_MARK06) 4534 8292

新產品計畫

繼 DE13（2018 年第四季度發布）之後，RS13 是我們的第二款採用 Intel 第 7 代
CPU 的產品。未來，平板電腦 DS13、DT13、DR13 筆記型電腦 RV13 將陸續發佈。14
系列的第一款產品：移動工作站― RW14 也在進行中。我們不斷研發新技術，為我們的產
品創造更高的價值，如 AES256，ECC，NVME，U.2，RAID 等。同時，我們使用最高標
準來檢視從開發到量產的每一件產品。除了由我們經驗豐富的測試團隊進行的各種內部測

試外，我們還擁有來自可信組織的認證。

產品資訊



目標與展望

基於 Mildef 新一代機型軍工控產業首創的 [ 全鋁合金 Unibody] 設計，結合訊志精密
特殊 [ 靈活彈性生產製程 ]，加上 [ 扎實的 CNC 工藝基礎 ]，提供最高水平的技術服務。

★完美製造 Unibody 設計之金屬產品。
★進入車用，航太產業供應鏈。

★成為一個提供完整金屬加工解決方案服務之公司 / 集團

CNC 專家 — 訊志精密
★成立於 2017 年。
★總部設在臺北臺灣。

★ CNC 機台數：8 台。

★員工人數：18 人。* 產學攜手 ×4

★月產能：>1000pcs
★ 2018/OCT 通過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子公司 - 訊志



產品

CNC 標準化精密零組件。
CNC 客製化精密零組件。
CNC 筆記型 / 平板 / 手持電腦機殼製造加工。

強固型

筆記型電腦

機殼

強固型

手持式電腦

機殼

客製化

零部件

子公司 - 訊志



產品

車用

零部件

子公司 - 訊志



3D 印表機 FORMLABS FORM2
茂訊於 2019 年年初導入新一代 3D 列印技術，用於加速設計創作，初期結構設計驗

證，與小量樣品製作。「3D 列印」列印主要是一個不斷添加的過程，在電腦控制下層疊
原材料。3D 列印機屬於工業機器人的一種。而 FDM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是熔
融沉積 3D 列印機熔化和擠出熱塑性燈絲來製造零件，在生成區域中列印噴嘴按層堆疊成 
原型。

生產與設備

SLA (Stereolithography) 
SLA 使用雷射將液體樹脂光固硬化成塑膠，這一過程稱為光聚合。SLA 物件具有最

高的解析度和準確性、最清晰的細節以及所有塑膠 3D 列印技術中最可達成表面光滑，另
SLA的主要優點在於其通用性。材料製造商創造了創新的 SLA樹脂配方，具有廣泛的光學、
機械和熱性能，以配合標準、工程和工業熱塑性塑膠。

SLS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選擇性雷射燒結 SLS 是工業應用中最常見的加法製造技術。SLS 3D 印表機使用高功

率雷射將聚合物粉末的小顆粒熔化。未熔化的粉末在列印過程中支撐該物件，無需專用支

撐結構。

FORMLABS
衍生自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公司，2011年在Massachusetts Somerville創立。

formlabs 歷經 Form 1、Form 1+ 的研發過程，formlabs 已是桌面級光固化 3D 列印技術
領導者。（現在 400+ 位員工）



FORM2 成型方式

SLA (Stereolithography) 
光固化成型 SLA，將高強度的雷射光源透過專利稜鏡反射，以

140 microns 微點細緻成型，自動加溫系統確保樹脂的穩定性。

生產與設備

重新定義 3D 列印流程從開始到完成讓您可以專注於創作

步驟一：設計

在常用 CAD 軟體中設計模
型，將 STL 或 OBJ 檔案直接
導入至列印軟體中。並透過

一鍵列印輕鬆完成。

步驟二：列印

透過 WiFi 傳送檔案之後，透
過觸控螢幕管理列印順序。

步驟三：後處理

透過 Form Wash 以及 Form 
Cure 簡化，並自動後處理
Form 2 列印，獲得最佳效果
和機械性能。

3D 列印應用案例 :



節約能源 愛護地球
為響應全球環保議題，茂訊怎麼做呢？除了產品

符合綠色產品規範外，廠內環境亦在全體員工的努力

下，不間斷地在各方面落實：九年前 (2010 年 ) 全廠
區先汰換原有的 T8 燈具，改為節能 T5 燈具，以節省
用電量及大量消耗的燈管。辦公室內文書性的用紙狀

況則宣導「確認無誤後才列印」以及「使用回收紙」。

非生產性的垃圾分類，全台灣的居民已都有良好的觀

念，所以廠內非生產性的垃圾分類是沒有問題的。而

茂訊對因生產而產生的包材廢料，也做了很好的處置。

以 LCD 與鎂鋁合金 / 鋁合金機殼等大型包材為例：

LCD 包材：LCD 單片包裝塑膠袋、緩衝材、蜂巢
隔板、紙箱。鎂鋁合金 / 鋁合金機殼包材：舒美袋、蜂
巢隔板、紙箱。

廠內無法再利用的塑膠袋、蜂巢隔板，交給專業

資源回收處理。廠內可再利用的緩衝材、舒美袋及紙

箱，則集中收集存放，各單位有包材需求的時候皆可

領取使用。

茂訊定期每三年提供供應商「ISO14001 供應商
環境宣導通知單」，加強供應商了解茂訊對環境保護

的高度意識。

生產與設備



MilDef 系統事業部全球技術訓練

隨著新產品發表的腳步，我們在

今年 3 月底舉辦了睽違已久的全球經
銷商技術人員教育訓練課程。

在為期 2 天的訓練裡，各單位的
講師都發揮各自的專長，竭盡所能地

為各國遠道而來的培訓人員傳授相關

知識，包括 RK12、DE13、DS13 及
RS13 等各新機型的軟、硬體與結構
設計介紹，以及拆裝、維修等紮實的

內容。同時也再一次帶領大家參觀生

產流程，介紹公司新添購的各式設備，

以增加大家對公司的了解，培養大家

朝向高品質努力的態度。

整體課程不僅倍受每位參與人員

的肯定，大家也都非常享受並珍惜這

段時間的相處，在受訓之餘更積極找

時間討論交流各項議題，敬業的態度

值得敬佩。

教育訓練



RoHS 2.0 系統更新
本公司產品預計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前達成符合歐盟指令要求，即符合歐盟指令

Directive 2011/65/EU & EU 2015/863。

RoHS 2.0 的推動改善小組：

成員：研發處企劃部人員、採購部人員及工安部。

任務分配

企劃部：針對供應商提供料件的 RoHS 2.0 相關
資料進行審查，及廠內 DOC 系統內資料更新。

採購部：法規與相關資料宣導及料件各項報告收

集，轉交企劃部進行審查及零件承認作業。

工安部：整合廠內 RoHS 2.0 推展作業及進度掌
握回報主管，RoHS 2.0 資料制定管理標準及對
外檢測單位溝通協調。

資訊分享

RoHS 2.0 前期作業：

整合分配相關部門作業及進度

考量，並討論作業中須配合更新的作

業文件及宣導文件。如〈綠色產品環

境限用物質承諾書〉、〈綠色產品環

境限用物質標準〉及〈新機種編碼原

則〉更新等等，方便作業推展。



執行機種：RK12、DE13、RK10、RF10、DR10、DS11、RS11、RW11，共 8 款。

推廣期間推動改善小組依執行現況，不定期召開會議溝通，調整改善作法，並請實驗

室人員來作簡報，加強 RoHS 2.0 的觀念及檢測報價和料件資料庫的建立交換意見。部分
供應商未能依照公司訂定作業標準者，與供應商溝通、協調並建議廠商能取樣進行一回由

第三公證單位測試報告，以釐清爭議的部分。

我們首次成立 RoHS2.0 推動改善小組執行這樣一個計劃，上萬筆的資料需要在很短
的時間內完成，像是不可能的任務，而我們完成了。這個計劃的完成不僅代表著執行小組

成員具備了高效率的能力，為茂訊省下一筆可觀的檢測費用，更為茂訊豎立了一個典範，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茂訊秉持對環境政策中，「遵循環保法規與貫徹污染預防，及善盡節能減廢與環境保

護之責」；我們極力在綠色產品的設計、生產及管理投入許多心力，並有許多成果呈現，

我們產品亦跟隨法規更新的腳步達成法規之要求，並精益求精推出新的產品。

資訊分享



ERP 系統優化
資訊室目前專注

於「帳實一致」的專

案，目的是使我們的

庫存資訊更加即時與

準確，藉此為以後的

LRP 算料建立更加快
速正確的最佳基礎。

系統軟體升級

Mildef 之前配合產品開發了一些應用程式，如 Device power manager、Auto 
Hotkey 等等，現在正式推出新版應用程式 System Manager，新版應用程式有以下特點：

1. 使用者介面提升。

2. 整合既有應用程式
為單一應用程式，

通用所有機種。

3. 新增功能。

資訊分享



2019 年台南春季員工旅遊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遊園賞花觀鳥趣，探索

大自然的生態之美，輕

鬆樂活之旅。

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DIY
「手作幸福」，親手做出屬於

自己的幸福美食。

於十鼓仁糖文創園區體

驗 6 秒落地五層樓高速極限溜
滑梯欣賞臺灣特色「十鼓擊樂

團」的震撼演出。

員工園地



黃昏漫步夕遊出張

所，觀賞日式建築風韻的

「夕遊靜泊行館」，室內

展示七彩濱紛的特色鹽，

然後在安平老街美食巡禮

後，享用府城食府的美味

晚餐。

台版亞馬遜森林的

「四草綠色隧道」，戴斗

笠搭竹筏體驗紅樹林生態

之美，走訪濱海七股地標

雪白鹽山，品嚐鹹冰棒，

北門遊客中心彩繪牆及教

堂拍照。

員工園地



年度員工健康檢查

公司體恤員工，於每年三月分安排公司全體員工參加健康撿查。我司健檢項目內容優

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章健康檢查及管理之第 15 條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之要求。
對所有員工實施健康管理，並對健檢指數偏高之同仁安排諮詢以及後續到院的詳細檢查。

有關健檢時填寫之相關表單資訊，亦將在彙集後交由職護分析，以利職安四大計畫的推行。

108 年度健康檢查作業說明：

1
健檢公告

2
健撿公費及自費項目
經 mail 傳給同仁

3
健檢當天流程說明

4
健檢報到及領取體檢
表及鄉關表單

5
身高、聽力檢查

6
骨骼密度檢查

7
視力檢查

8
血壓檢查

9
肺功能檢查

10
抽血檢查

11
超音波檢查

12
心電圖檢查

13
自律神經檢查

14
肺部 X 光檢查

15
由醫生實施理學檢查

16
尿液及體檢表回收處，
完成本次健檢作業

員工園地



Mil Dive 潛水俱樂部啟航下水

― 2019 年 4 月吉日 Mil Dive 舞鯨號首航，開心出航囉。
― 5 月份響應減塑環保愛地球愛海洋，留給下一代美麗的
藍色星球，由 Tony 領軍，參與一年一度基隆嶼放魚苗與
淨灘淨海活動。

― 7 月份合作伙伴來到台灣洽公後，受邀出海體驗台灣海
洋之美。

Photo by 思恩

員工園地



公司形象升級

為提升本公司的品牌印象，與室

內設計公司歷經多次討論並修改設計，

搭配原來的櫃台，加上背板設計，整

體效果提升公司的環境形象，並對客

戶傳遞茂訊的品牌標誌與視覺印象。

已於五月份裝修完成，讓茂訊展現新

的面貌囉！

背板雛型及施工現場。

冷氣設備汰換更新

廠內使用的冷氣主機因年限已久，不堪使用，於是今年上半年汰換更新為全密閉式 
的冷氣系統。新冷氣使用新環保冷媒 R-410A，消耗電力減少 7.4KW，且全密閉式的噪音
減少很多。冰水主機則將原來的二台做並聯使用，新主機可以只啟動一台，把原來的當作

備用機，更換冷氣後噪音減少，加上冰水管並聯處理，預估全年可幫公司省下 3% 到 5%
電力。

公司環境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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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設計、製造、

和銷售，提供全球強固型電腦業界最完整的產品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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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行動商務等產業。

茂訊電腦的產品行銷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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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用戶最卓越的產品和技術，以及

符合客戶專業需求的客製化服務。茂訊電腦的產品皆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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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以滿足不同產業的作業環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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