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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Innovation · Data Integration

智慧創新‧如影隨行

關於
iMotion Group

iMotion Group (創捷前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9年，採集團控股形式，專注於經營多元及未來

的IPC產業發展。集團旗下子公司iWaylink Inc. (創威

智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開發Mobile IPC (行動產業

電腦)相關產品，以Android創新為關鍵核心技術，應

用於B2B多個主要場域，包含: 零售、物流、倉儲、

製造等產業，提供客戶「智慧創新、如影隨行」的行

動運算解決方案。iWaylink以iMotion品牌行銷全球市

場。

iMotion Group亦挹注資源於發展人工智慧(AI)、大數

據(Big Data)及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等技術，

積極佈局智慧零售(Smart Retail)、智聯服務

(Connected Service)及工業4.0(Industry 4.0)等新興產

業商機，為全球客戶打造創新與敏捷的全方位IPC解

決方案，開創AIPC(人工智慧IPC)及AIOT(人工智慧物

聯網)的前瞻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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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威智聯
著眼於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的大趨勢，洞見產

業電腦(IPC)正邁向行動化及智能化的轉捩點，

iWaylink掌握先機，專注於Android Mobile IPC的

平台創新，期望在技術變革的典範轉移中，開創

產業電腦的新風貌。

iWaylink是具備創新實力的新創公司，匯聚了來

自工業電腦、消費性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不同領

域的好手，堅持傳承工業電腦品質至上的靈魂，

同時跨領域融合消費性電腦的效能和美學、以及

智慧型手機的行動化與智能化。iWaylink期許能

為IPC產業帶來翻轉與創新，為各場域行動工作者

創造完美的使用體驗。

創威智聯

基本資料

母公司

總部
台灣台北 

製造
台灣台北 

員工人數

產品組合

公司優勢

客戶涵蓋
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歐洲、東南亞、美國

‧  Android創新 : 全方位軟硬體整合

‧  軟體客製化 : 根據客戶需求定制

‧  工業設計 : 專精輕薄型產品設計

‧  研發能力 : 創新機構設計及新技術導入

‧  彈性規格 : 產品規格選擇多樣

‧  預作庫存 : 滿足客戶出貨時程

103

行動電腦

工控/商用平板

條碼掃描器

條碼列印機

軟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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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一月
iMotion集團成立

三月
．創威智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創威智聯併購鋇鎝科技

三月
．發表首支Android觸控行動電腦: 
    TC601
．TC601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

四月
攜手THLight(太和光)推出企業防
疫接觸史分析解決方案，助力企
業科技防疫

九月
．TC601導入歐洲平價連鎖超市龍頭品牌
．TC601與 Glider Master台灣電商平台龍頭品牌

一月
TC601導入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
龍頭廠商

二月
發表Android按鍵式行動
電腦: MC432

六月
Glider Master導入台灣
便利商龍頭品牌

十月
發表有線2D條碼
掃描器: SC312

五月
發表有線2D條碼掃描器: SC111

七月
發表有線2D條碼
掃描器: SC111

八月
發表工控平板: 
PT101/PT801

十月
發表條碼列印機: MP121/MP131
與DP121/DP141

一月
發表有線2D條碼
掃描器:SC511

2019

2020

2021

三月
MC432導入台灣連鎖超
市龍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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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場域

iWaylink專注於經營Android Mobile IPC (行動產業電腦)及AIDC (Auto ID & Data Capture、自動識別及數據

採集)等相關產品的研發、製造及銷售，以客戶為本，透過設計思維為客戶打造符合場域需求的產品及服務

，並致力於創造產品差異化、市場細分化。自2019年公司成立以來，iWaylink的產品及服務已在各產業被

廣泛應用，協助客戶打造如影隨行的智慧工作及高效體驗，達到全方位優化企業營運效率的目標。

iWayink的客戶組成涵蓋四大產業:

零售/電子商務 物流/交通 倉儲/集散中心 製造業/科技廠房

iWaylink以台灣為根，推動各產業生態的進步與進化，期許邁向國際舞台，成為IPC產業的全方位領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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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產品
行動電腦

工控/ 商用平板

條碼掃描器

TC601
(全觸控)

MC432
(按鍵式)

PT101PT801

SW111

SC312

SC511

SC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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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列印機

企業防疫接觸史分析解決方案

GMS認證

MP121 MP131 DP121 DP141

軟體服務

解決方案

自動備份FOTA MDM RDM

加裝防疫紀錄器在員工識別證上

1

iMotion TC601接收防疫紀錄器定位
資料

2

分析員工接觸史，並提供數據報告
給相關人員進行隔離決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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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便利超商龍頭品牌，在過去採用的是10 吋

的Windows平板作為員工庫存盤點工具，然而

因重量較重，對於前線員工的使用體驗不佳。

此外，也由於微軟在2020年即停止支援

Windows OS及Windows Embedded在行動裝

置上的更新，因此客戶亟須尋找新的替代方案

，需要一台兼具輕巧便攜及強固防護的手持裝

置，同時配備條碼掃描功能及實體按鍵，以方

便員工進行庫存盤點查找等工作。客戶最終選

擇了iWaylink，在其上千家門市中導入Glider 

Master作為其庫存盤點及門市結帳的工具。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Glider Master，輕巧、強固並具備實體按鍵

的手持行動電腦

搭載快速精準的條碼掃描器

依客戶需求開發多樣化的配件，包含: 手腕

帶、肩掛帶及防撞保護套等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整合Glider 

Master和客戶現行軟體間的操作流暢度

提供超越業界的延長保固年限

1 /

2 /

3 /

4 /

5 /

客戶案例

零售與電子商務
Glider Master成功導入台灣便利超商

龍頭品牌 接續產品: MC432Glider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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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是歐洲的平價連鎖超市龍頭。為了防堵新

冠肺炎疫情，客戶於旗下各門市導入新的消費

者購物模式—BOP IS (線上購物、線下取貨)，

以減少消費者店內群聚接觸的風險。因應此新

型態的購物模式，客戶需要一台輕巧、強固且

具備條碼掃描功能的手持行動電腦，讓店內門

市人員能夠快速查找顧客於線上訂購的訂單商

品。同時，也為了滿足歐美人士的使用者習慣 

，這台手持行動電腦必須配備機械式鍵盤，讓

操作者能快速直覺的輸入資訊。而產品和機械

鍵盤間的操作流暢度，便需要客製化的軟體調

校及驗證。iWaylink以其專業的軟體開發團隊

，獲得客戶青睞，將TC601導入其歐洲及澳洲

等眾多門市，及門市中的”Click and Collect”取

貨點。

零售與電子商務
TC601成功導入歐洲平價連鎖超市龍頭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TC601，輕薄、強固的手持行動電腦，邊框

薄度僅15.9mm，並搭載高階條碼掃描器

直覺易用的Android操作系統

依客戶需求，提供專業的硬體研發人員開發

客製化機械鍵盤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優化TC601

與機械鍵盤間的操作流暢度

1 /

2 /

3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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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是台灣的連鎖超市龍頭，近年來積極推動數

位轉型，已從過去的傳統福利社形象，搖身一變

成為數位新時代的連鎖超市品牌。從2019年開始

推動行動支付以來，客戶持續拓展新型態的行動

購物模式，並推廣虛實整合的電商服務。為了因

應「行動化」帶來的消費行為改變，也因各產業

場域正面臨從Windows移轉至Android的趨勢潮

流，客戶 決定在其門市導入Android手持行動設

備，實現門市銷售、倉儲及物流的行動化智能管

理。

零售與電子商務
MC432成功導入台灣連鎖超市龍頭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MC432，輕巧、強固並具備實體按鍵的手持

行動電腦

高屏佔比的觸控螢幕、客製可選的條碼掃碼

器、可替換式的電池以及貼心手帶鉤及配件

設計，提供客戶使用彈性

最新Android 10操作系統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優化MC432

和客戶現行軟體間的操作順暢度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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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為台灣電商平台龍頭，其物流車隊司機過

去採用的是3.5吋的手持裝置進行送貨和點交，

然而3.5吋的螢幕尺寸並不適合物流司機的長時

間使用。因此，客戶需要一台大螢幕且搭配實

體按鍵的手持行動電腦，來幫助管理和追蹤包

裏運送狀況，並讓管理者全盤掌控載貨車輛的

行進路線，進行司機間的連繫、調度及時間安

排。iWaylink以Glider Master獲客戶得青睞，

導入其全台物流車隊管理系統。

物流與交通
Glider Master成功導入台灣電商平台龍頭的車隊管理系統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Glider Master，輕巧、強固、具備大螢幕及

實體按鍵的手持行動電腦

搭載快速精準的條碼掃描器

完整的週邊配件，滿足客戶需求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整合Glider 

Master和客戶現行的MDM系統，提升員工

工作效率

1 /

2 /

3 /

4 /

接續產品: MC432
Glider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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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為台灣電商平台龍頭，正在轉型推動倉儲

無紙化管理，需要在各倉儲及集散中心導入輕

量型的手持行動裝置，這台裝置必須具備大尺

寸的觸控螢幕，以方便員工進行進/銷/存貨管

理。此外，裝置亦必須與客戶現行的庫存盤點

系統進行整合及資料同步，達到對倉儲貨品、

人員及流程的可視化管理。iWaylink以TC601

獲得客戶肯定，導入其全台倉儲管理系統。 

倉儲與集散中心
TC601成功導入台灣電商平台龍頭的倉儲管理系統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TC601， 輕薄、強固的手持行動電腦，並具

備6吋大尺寸觸控螢幕

搭載高階條碼掃描器，具備精準高效的條碼

掃描能力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優化TC601和

客戶現行倉儲系統間的軟體整合及網路連線

效能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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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為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領導廠商，需要在

其廠房導入一台具備條碼掃描功能的觸控智慧

手機，除了佈署其生產線的工單管理、物料的

品質管控、亦能讓其工程師們進行即時溝通聯

繫。此外，由於工程師皆穿戴無塵服及手套在

無塵室的環境裡工作，亦需要搭配一支兼容手

機的觸控筆及外接配件。iWaylink以其專業的

Android軟硬體團隊，協助開發客戶所需要的產

品規格及配件，並積極協助調校及優化客戶對

軟體性能的嚴苛要求，最終獲得客戶的肯定，

獲得客戶的大筆訂單。

製造業與科技廠房
TC601成功導入全球半導體晶圓代工領導廠商

iWaylink 提供客戶需求

TC601，輕薄、強固的工控智能手機，具備

大尺寸6吋觸控螢幕

搭載高階條碼掃描器，具備精準高效的條碼

掃描能力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優化TC601與

客戶現行MDM系統的整合

提供專業的硬體研發人員開發客戶所需的觸

控筆及相容週邊配件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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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服務
台灣電信龍頭廠商採用TC601於全台上百家門市服務及進銷存貨管理

客戶需求

1 /

2 /

3 /

4 /

5 /

客戶為台灣電信龍頭廠商，過去採用舊式DOS

系統按鍵式盤點機，因機型老舊及螢幕狹小，

員工在操作上極為不便、資料讀取的品質亦不

佳。因此，因應機種的汰舊換新及門市盤點系

統的更新，客戶在眾多廠商中選擇了iWaylink

，在其將近400家門市中導入TC601，因其具備

大螢幕、全觸控的視覺體驗，能夠協助員工在

門市服務的流程中，更快速的查找商品及管理

進銷存貨等數據資料。此外，TC601所配備的高

效能處理器及最新Android 10操作系統，亦能

讓客戶的企業專屬APP運行無阻，大幅提高員工

的工作效率。而為了管理數量龐大的門市據點

，iWaylink亦協助客戶導入MDM行動裝置管理

系統，讓客戶可以從中央統一進行門市的權限

控管及系統遠端更新。iWaylink以其絕佳的軟

硬整合解決方案，助力客戶在數位化、行動化

及智能化的潮流中掌握商機。

iWaylink 提供

TC601，輕薄、強固、具備大尺寸觸控螢幕

的手持行動電腦

最新Android 10操作系統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整合TC601和

客戶現行企業軟體間的操作流暢度

搭配強大效能的掃碼引擎，針對門市內複雜

多樣的品牌手機及配件等商品條碼都能精準

讀取

產品生命週期長，維持供貨穩定

13



現場服務
TC601助力地方市政府交通局路邊停車開單作業流程

客戶需求

1 /

2 /

3 /

4 /

客戶為地方市政府交通局，需求一支工控智能

手機，能夠整合條碼掃描的功能，並且搭配行

動條碼列印機，進行路邊停車開單的作業流程

。因應需要時常對抗太陽強光或大雨淋濕的戶

外場域需求，以及開單員邊騎車邊開單的工作

模式，產品必須支援觸控模式及強光下可視的

螢幕特性，同時具備高度耐摔、防水、防塵的

三防能力。客戶最終選擇導入TC601作為其執行

公務的工具，並且結合iWaylink自主開發的

MDM行動裝置管理系統，進行客製化的桌面定

制與人員管理。此外，iWaylink亦提供TC601的

專屬背帶與保護套，讓主機具備更完善的保護

力。TC601以其極致的強固表現、優異的螢幕特

性以及高度整合的行動運算與掃碼能力，讓客

戶在行動作業的流程上更加便利順暢。

iWaylink 提供

TC601，輕薄、強固、具備大尺寸觸控螢幕

及支援強光下可視的手持行動電腦

搭載快速精準的條碼掃描器

完整的週邊配件，滿足客戶需求

提供專業的軟體研發人員協助整合TC601和

MDM系統，提升開單員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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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威智聯股份有限公司 
iWaylink Inc.

台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六段288號6樓

Mail : sales@iwaylinkcorp.com
TEL : +886 2 8979 5055
https://www.imotion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