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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人類生命品質的參與者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說「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經開始尋找並知道如何服務他人的人」。

正如史懷哲精神，HIWIN HEALTHCARE 秉持著「製造是一種服務」的理念，為滿足人類需求

不斷創新技術與服務，透過醫療服務效能的增進，改善醫療人員與病患的生活品質。

有鑑於全球人口結構逐漸高齡化、少子化，HIWIN 致力推展醫療服務的智慧自動化，以因應未

來醫療照護需求增高、醫護人力不足之問題。擁有 HIWIN 集團的核心傳動技術基礎，HIWIN 

HEALTHCARE 的產品提供更貼近病患與醫療人員所需求的加值服務、與垂直整合帶來的價格

優勢，使得醫療照護服務可普及到社區與家庭，讓所有需要的人都能得到妥適的照顧，為精進

人類生命品質而努力。

精進生命品質  /  技術創新  /  普及醫療  /  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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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WIN 醫療設備

HIWIN 以核心傳動技術、精密製造為基礎，延伸發展完整的醫療設備產品線。在秉持著為人類

更佳福祉而努力的理念之下，於多年前便開始積極投入醫療服務領域，開發復健設備、照護設

備、及手術專用設備，以自動化醫療設備，提升醫療服務的品質，創造人類更大的福祉。

復健設備

手術專用設備

照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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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下肢肌力訓練機 (未滅菌 )

MRG-P100

3000 1290

1580

1538

本體尺寸：1538(L)x1290(W)x1580(H) mm

搭配輪椅上機系統後尺寸：3000(L)x1290(W)

x1580(H) mm

設備重量：505kg

電源：單相 AC 220-230V, 50Hz/60Hz, 5A

腿長範圍：大腿：38-50cm；小腿：40-52cm

最大載重：限重 135kg

訓練模式：被動模式

配件：生理訊號監測系統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083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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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站立行走訓練設備 

本設備結合負重站立、重覆邁步、步態訓練等三種功能。

復健初期應儘早給予大量特定動作之訓練與感覺輸入，

藉由交替性運動模擬行走步態幫助中樞神經系統重新學

習動作，進而增加病患復健之動機，提升信心。本設備

提供病患另一項新型復健治療方法。

專利三點支撐系統

本設備獨特之非懸吊式三點支撐系統，利用膝蓋、腹部

與臀部，使病患站立並達到抗重力訓練。

智慧化監控軟體

軟體可儲存病患每次訓練參數、訓練結果及生理監測數

值以便客製化復健療程。亦可進行多機連線，同時監控

多台下肢肌力訓練機使用情形，及病患即時的生理訊

號。

安全上機系統

搭配輪椅上機系統及穿戴式安全護具使用，使病患從輪

椅至設備的上機過程安全不費力。此外，三點支撐系統

操作簡單，可大幅減少病患上下機時間，減輕治療師負

擔。

復健設備



4

本體尺寸：2486(L)x1076(W)x1274(H) mm

浴缸內尺寸：1950(L)x820(W)x490(H) mm

設備重量：350 kg

浴缸容量 ( 滿水 )：420L

實際用水量：260L

電源：單相 AC 220-230V, 50Hz/60Hz, 5A

升降行程：180 mm

升降速度：1 m/min

2486

1274

1076

2486

1274

1076

“上銀科技”水療設備
MHS-B100
(衛部醫器製字第 005651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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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沐浴水療系統

MHS-B100 水療設備提供舒適方便的沐浴環境，適用於

醫院、安寧病房與照護機構。藉由水療按摩方式，可清

潔皮膚表面髒污，有助放鬆肌肉、促進血液循環、減輕

疼痛。水療設備可電動升降調整，減少照護者洗浴照護

之不便。

安全沐浴管理                            

高溫防護系統：可設定並即時監控水溫，當溫度超過  

49℃ 時將自動關閉出水。

自動水位控制：當缸內水位達上限時，系統自動停止注

水；水位過低時，限制啟動水療渦流功能。

水療渦流功能

浴缸內備有六組噴頭，提供患者全身按摩，促進血液循

環，舒緩患者長期臥床不適。

清潔與消毒系統

浴缸與管路分別配有獨立消毒系統，避免交叉感染。當

消毒液需補充時，面板自動顯示提醒。

照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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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尺寸：1890(L)x1000(W)x1540(H) mm

設備重量：90 kg

電源：電池 (4.5Ah)

充電器：LAK2J (INPUT: AC100-240V 50/60Hz)

充電器防護等級：IP65

最大載重：限重 135 kg

迴轉範圍：2050 mm

背部角度調整範圍：0˚、15˚、30˚、45˚、65˚

升降行程：475-875 mm

升降速度：0.75 m/min (Max.)

510

935

Ø2050

655
780

475-875

1540

0°,15°,30°,45°,65°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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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875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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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科技”沐浴移位機 (未滅菌 )

MLT-H100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6509 號 )



7

電動沐浴移位機

本移位機為電動升降沐浴床，可單獨使用，為病患淋浴

清潔，或搭配水療設備作水療使用。能由一位照護者單

獨操作，配合遙控器控制升降，下方輪子方便水平推移，

將病患由床上移位至水療室或浴室。

電池與控制器                            

本設備以充電電池作為電力供應，面板上有電量顯示，

當電量不足時將有警示音提醒充電。控制盒設有緊急停

止按鈕，可確保病患於沐浴移位機上安全。

背部角度調整

五段式背部傾斜調整，方便患者由病床移至沐浴移位

機。亦可提供患者舒適的仰臥角度。可拆式枕頭能依病

患頭躺位置擺放，且移位機兩片床面皆可折起，不受病

床擺放位置限制。

安全裝置

設有側邊護欄、安全帶與安全握把供病患抓握，確保推

行過程中安全。推至定點後，以煞車限制輪子轉動滑行。

照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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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尺寸：1162(L)x270(W)x810(H) mm

設備重量：機器手臂本體 : 19.5 kg

  推車 : 92.5 kg

電源：單相 AC 100-230, 50Hz/60Hz, 150W

配件：內視鏡拋棄式扣件 (MAS0001)

 推車 (MAS0002) 

 機械臂保護套 (MAS0003)

＊註：設備無法滅菌

“上銀科技”內視鏡扶持機器手臂及配件
MTG-H100
(衛部醫器製字第 005881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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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扶持手臂

MTG-H100 機器手臂是用於腹腔鏡微創手術時扶持內視

鏡之醫療設備，可架設於手術床或推車上，配合市場上

各廠家之內視鏡使用。其夾扣設計可於三步驟進行安裝

與撤離，方便醫療人員操作。

獨創虛擬中心點

本設備獨創之虛擬中心點 (Remote Center of Motion) ，

進行腹腔鏡手術時，讓內視鏡移動時以此點為中心轉

動，避免手術傷口擴大。

控制踏板                            

手術過程中，醫師使用腳踏板精準地控制內視鏡之六方

位移動，亦符合醫師操作習慣。

無菌機械臂保護套

本機械手臂有專用的無菌機械臂保護套，可完全包覆手

臂本體，使手臂可保持在無菌狀態下進行手術。

手臂扶鏡，穩定影像

由機器臂精確控制內視鏡，避免人力扶鏡之疲勞造成畫

面顫動，提供更好手術品質；亦可免除醫師與助手間溝

通失誤，提升手術流暢度。

手術專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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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歐芬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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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de
www.hiwin.eu

捷克 布爾諾

HIWIN 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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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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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W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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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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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WIN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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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it

瑞士 優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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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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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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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WI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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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kr

中國 蘇州

HIW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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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iwin.cn

以色列 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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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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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ega-fab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