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物流個案發表會
電子商務(網郵購)物流解決方案

主辦單位：

日本 MH 協會
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活動目標：
物流與電子商務兩者關係密切就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物流的速度決
定電子商務的高度，成功的電子商務有賴於建立高效且具有彈性的物
流系統以為支援，為了提高物流系統的效率及生產力，選用適當的 MH
（Material handling）設備實為成功關鍵，本次發表會將針對電子商
務的需求發表 MH 物流解決方案，滿足您在電子商務的需要。
 活動時間：6 月 21 日(星期三) 10:00 開始報到 至 17:00
 活動地點：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地下 1 樓）
 費用：全程免費
 報名對象：以物流業、電子商務、製造業、零售業及其他相關行業
備註：每家企業最多以 2 人為限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日本 MH 協會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議程表
時間

主題

內容

發表人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致詞

10:40-11:20

預計介紹新型 LED 分類機在網郵購業界的
活用案例。網郵購（特別是服飾）方面，
由於品項極多，保管範圍非常大，由一人
負責挑揀 2~3 件商品的作業生產力極低，
個案發表 1
極度無效率，因此多半的現場改採用彙整
主題：
特定數量訂單再行揀貨的批次揀貨。然
網 郵 購 貨 物 搬 運 系 統 而，即使揀貨的生產力提升了，還要耗費
時間處理其後的二次分類，整體而言效率 OKURA 輸送機株式會社
(MH)解決方案
EG 統籌部 SG 小組 課長
並沒有提升。
因此，本次所開發的 “LED 分類機”，以 轟 修治 先生
光及聲音自然地誘導作業人員，藉此大幅
提升 2 次分類的生產力。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1:25~12:05

個案發表 2
主題：

網郵購用複合揀貨台車

12:05-13:10

簡餐

日本 MH 協會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現今使用網路購物的習慣普及，物流中心
需提供高效率與高準確度的揀貨服務，雖
考量到自動化的可行性，但目前仍以推車
(cart)撿貨為大宗。
本次介紹計量驗貨推車與觸控式面板推
車，藉以搭載量秤，減少取貨數量與貨品
株式會社 ISHIDA (石田) 物流
放置的錯誤，並且利用推車結合觸控面板
Si.FA 系統部
進行多元化的撿貨作業，增加作業的準確
奥谷 泰廣 先生
度，進而提升撿貨效率。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3:10-13:50

個案發表 3
主題：

冷凍食品物流中心的交貨

日本 MH 協會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隨著近年來溫度管理相關技術與設備的
進化，冷凍與冷藏食品的處理貨量也急遽
增加，同時冷凍與冷藏倉庫也變得更大
型。在實現冷鏈（低溫流通）上，大型低
溫倉庫內，出現了物流自動化的需求，且
持續擴大。
北商株式會社(HOKUSHO CO.,LTD.)
在此介紹 5℃～-28 ℃環境下的冷凍食
海外營業部 營業課 課長
品、冰淇淋等零散物品自動分揀系統
宮島 洋一 先生
（PAS）以及垂直搬運系統的交貨事例。

13:50-14:30

① 何謂智慧型棧板 (Smart Pallet)？
藉 由 電 波 可達 300 公 尺 的 主 動 式標 籤
(Active tag) 與高機能接收的讀取裝置
個案發表 4
的結合，於物流機材所在場所裡掌握產品
主題：
庫存及入出庫管理的物流解決方案。
活用最新動體管理的物流
② 何謂 World keeper？
UPR 株式會社
4.0 (Logistics 4.0)
配送前往世界各地的貨物，無論在哪兒都
營業開發部 部長
能實時 (Real time) 監視、管理的物流
山中 敦彥 先生
解決方案。

14:30~14:50

中場休息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14:50~15:30

個案發表 5
主題：

網郵購事業中的揀貨發展

15:30-16:15

參加者和日本 MH 協會個案發表者交換名片及意見交流等。

(02) 2778-3359



EDM 下載報名表填妥後，



線上報名 Google 表單：



近來，物流系統急遽變化，對網路購物的
需求擴張，各大物流業者提供商品宅配的
服務。對於貨品處理，「縮短配送時間」、
「提升搬運的效率」及現今「少量多樣的
消費需求」
，大規模自動化揀貨已不適用。
網購訂單易受時間和天氣等不穩定因素
台灣大福高科技設備(股）營業本部
影響，如何最佳化的運用人員及設備？如
營業 EG 部 經理
何使通路商品物流高速化且實現低成本
楊景能 先生
的經營？本場次將進行分析討論。

個別商談會

 報名方式及洽詢資訊：
 紙本填妥後，請傳真至

日本 MH 協會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請 E-mail 至 nikki@talm.org.tw

https://goo.gl/gO1U5G

報名完成後請來電確認，謝謝！電話：(02) 2778-5669 分機 15，吳專員。

 報名截止日： 6 月 15 日(四)中午 12:00 前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日本 MH 協會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傳真至：（02）2778-3359
（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2017 日本物流個案發表會-電子商務(網郵購)物流解決方案】報名表
活動時間

2017 年 6 月 21 日(三)
AM 10：00 至 PM 17：00

活動地點

任職機構
編號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地下一樓)

(電話)

姓名

部門/職稱

(傳真)

手機

E-mail

簡餐

1

□葷 □素

2

□葷 □素

由人事或教育訓練單位代為報名者請註明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E-mail：＿＿＿＿＿＿＿＿＿＿

□製造 □批發 □零售 □貿易(進出口)

行業分類(可複選)

請問您由何處得知本活動訊息?

□物流中心 □倉儲運輸 □物流設備供應 □物流資訊系統

□媒體 □電子商務 □學術研究機構 □產業公協會
□其他：
□DM

□朋友/同事告知

□其它：

□公司佈告 □報紙

□海空貨運(承攬) □報關行

□協會網站 □協會 E-mail

□貨運集散場

□課堂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