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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的時刻 朝無人駕駛車邁進
智慧型視覺系統產學聯盟（3/3）

以台積電為標竿，提供微奈米客製化服務
微奈米製程與檢測產學技術合作聯盟平台（3/3）

駛向雲端的汽車
次世代車用資訊娛樂系統技術聯盟（1/3）

以智慧監控實現安全生活

自動化監控系統產學技術聯盟（3/3）   

產學研共創新氣象 再創台灣半導體產業新高峰
微機電感測器與致動器產學聯盟（3/3）

科技部研發成果催生全球頂尖智慧城市
應用物聯網科技之低碳管理雲技術聯盟建立（3/3）

下世代生醫晶片平台 - 生醫檢測大躍進
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3/3）

加值產業 永續領先 中原薄膜科技中心

高效抗污薄膜系統核心技術平台建置與產學技術聯盟鏈結服務（3/3） 

強化台灣動物疫苗科技力與人才力
動物疫苗與佐劑研發平台之建立（3/3）

速效乳酸菌株鑑定 協助業者申請健康食品認證
功能性乳酸菌產品開發與技術服務聯盟（3/3）

電子產業的全科綜合健康中心
電子製造與品質技術產學聯盟（1/3）   

老人福祉科技－將智慧融入生活
智慧型機器人輪椅技術產學聯盟（3/3）

工具機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

TPS 消除浪費哲學帶動中台灣變革熱潮
企業流程精實知識在工具機產業的應用暨關鍵績效指標之建立（2/3）

互動娛樂科技：滿足人們無邊的幻想與童心
大型多媒體互動娛樂技術研發聯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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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行動裝置播放專屬於該高齡住民的問候、提

醒、喜歡的音樂，甚至個人的懷舊照片或影片

等，營造更個人化的生活環境或懷舊治療情境。

G-Tech Villa 在「智慧生活（smart living）」

的設計概念上，強調「將智慧融入生活」，以生

活為主體思考，將床墊、床架、巧拼、地墊、坐

墊、玩具等生活產品加入感測、通訊元素，轉變

成為 IoT 產品，除了安全與監測功能外，更以與

環境、家人互動為主要目的。

老人福祉科技產業聯盟與會員廠商合作，以

現有家居生活產品為載具，期望真正將智慧生

活、IoT 帶入家庭，造福高齡族群。

▲ APD / Live with Mi 展示。 ▲自動分藥器實品展示。

工具機精實系統
知識應用聯盟
TPS 消除浪費哲學帶動中台灣變革熱潮

產學小聯盟計畫名稱

企業流程精實知識在工具機產業的應用暨關鍵績

效指標之建立（2/3）

聯盟主持人

劉仁傑 /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文 / 彭馨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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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管理的目的是什麼？」

「組裝課一天組一台機器，為什麼一次要發

給他們十個馬達？」

「請想想看下午這一站組裝要用到的二十多

種物料，如何送到現場？」

這是劉仁傑教授對倉儲管理課長，三個不同

改善階段的「發問」。這些問答導引出浪費與工

作間的因果關係，經過互動、實踐與驗證，不僅

誘導出現在工具機企業日益普及的「配套供料

車」，也讓企業現場體會到，只有對後製程有直

接幫助，你的工作才有價值。

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豐 田 生

產系統）主張消除浪費的哲學，讓企業現場庫存

大幅下降，生產效率大幅提高。透過科技部產學

聯盟機制的活用，中台灣正掀起精實變革熱潮，

方興未艾。

然而，仍然有許多企業活在過去的思維，還

沒有享受到 TPS 的精實系統知識饗宴。這正是

劉教授所主導的「工具機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

盟」，廣受注目的背景。

過去的成功不能指出未來的方向

早期的製造供不應求，企業只要設計並生產

單一產品，顧客搶著要。如今市場轉向供過於

求，企業為了滿足多種少量的市場需求，積極開

發新技術與新產品，生產效率卻每下愈況。究其

原因，包括：

 ● 習慣將完成的零件送到後製程，不考慮後製程

需不需要

 ● 習慣將整批一次送到後製程，認為批量生產、

批量配送最有效率

 ● 無視於後製程急需的零件，因為想盡可能減少

換模的麻煩

上述朝向後製程移動的推式生產、批量生

產、避免換模…等問題，從第三方角度看來都覺

得十分不可思議，但這些問題卻每天在許多的製

造現場上演。許多人都知道顧客很重要，甚至在

現場還高掛「以客為尊」，但是生產方式還停留

在過去供不應求、大量生產的舊思維。他們仍然

沉湎於過去的成功，無視於大量生產方式已經完

全無法調適市場環境的變遷。

TPS 主張剛好及時（Just In Time），在生

產流程上，後製程就是顧客，思考如何用最低的

成本交付零件，逐次完成組裝作業，滿足最終

顧客的需求。這門學問在 1978 年被當時豐田汽

車的副社長大野耐一所提出，1990 年開始受到

關注，2000 年起成為全球製造管理的顯學。因

應多樣少量的市場變化，固有的營運模式已無

法因應需求多樣化，使得全球製造系統紛紛學

習精實製造，或更廣義的豐田模式（The Toyota 

Way）。

聯盟團隊的成立與成長

東海大學 1991 年起，開設 TPS 實務課程，

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亦於 1992 年成立，活用

研究生帶領修課學生到製造現場實作，長期受到

產業界的喜愛。

在產業界的強烈期待下，結合大學資源與產

業界捐助成立的精實系統實驗室，於 2012 年 4

月正式啟用，鎖定中台灣特色產業，提供精實系

統的知識服務。同時結合學術研究成果與實務應

用心得，出版《工具機產業的精實變革》（中衛）

一書，致力於精實系統在工具機產業的應用。

2013 年在科技部支持下成立《工具機精實系統

知識應用聯盟》，以工具機企業暨所屬協力廠為

主要合作對象，帶動聯盟成員的綿密互動，在中

台灣掀起一股精實變革風潮。

一般認為，台灣工具機產業面對全球競爭，

特別是新興工業國的崛起，正面臨史無前例的挑

戰。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提供工具機企業學習

機會，共同培育人才，讓整個產業能夠有效因應

多樣少量的顧客需求，提高生產效率，靈活調適

全球市場需求。因此，成立四年來，聯盟會員逐▲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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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實驗室已經成為中台

灣產業的互動平台與重要地標。（表一）

表一《工具機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會員

以豐田為師  創造的物質文明與
精神文明

精實製造意指按照後製程的需求來生產，需

要多少就做多少。精實技術源自日本豐田汽車，

經過數十年進化，已成為全球公認具備消除流程

浪費和創造價值的顯學。TPS 是以製造現場為

出發點，活用人員智慧進行合理化改善，形成不

同於歐美大量生產的獨特模式。

這幾年在《工具機精實系統知識應用聯盟》

的帶動下，台灣工具機產業對於精實系統的構成

要素皆能朗朗上口。包含：JIT、生產平準化、

單件流、改善活動、可視化。為拉近工具機企業

問題的關係，聯盟主持人劉仁傑教授也提出批量

減半產出不變、生產節拍、配套供料等名詞。

從生產現場點的改善、轉為生產流程的變革，

進而帶動工具機企業暨所屬協力廠供應關係的配

套供應鏈的精進。這些改善過程，外力介入影響

有助於促成意識改革，由從業人員體驗到改善對

自己本身工作的好處後，去發揮智慧與創造力，

才是能否享受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鍵。

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以劉仁傑教授為中

心，由國內外實務顧問、學者、助理、研究生等

十餘名所組成。例如，2011 年起，每兩個月來

台一次的桑原喜代和顧問，在日本最頂尖的工具

機企業 Okuma 退休後，即投入這個團隊。他不

僅參與聯盟會員的實務指導，與團隊在台灣工具

機暨零組件工會發行的 MA 雜誌共同執筆的「東

海精實管理專欄」，亦廣受歡迎。

助理與研究生團隊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透

過每週赴廠協助聯盟理念的落實，另一方面將課

堂的學習分享工廠幹部。為了維持與精進精實系

統知識，我們經常與全球一流的精實企業交流，

最近團隊剛剛訪問了日本的豐田汽車、日產汽

車、新日鐵、TOTO與安川電機等五家頂尖企業。

深入企業現場  共同解決問題

推廣精實系統是一套從意識改革啟動的流

程，聯盟以「加工流程化、裝配節拍化、標準作

業化」做為核心理念和技術。基於人力受限的考

量，我們的推廣採取兼具深度與廣度的雙軌模

式。關於深度，是透過 TPS 課程合作、企業輔

導，深入企業現場，共同解決問題。在廣度方面，

則是透過每年一次的大型研討會，集合全體會員

企業主要幹部，分享成果精華。

以 TPS 課程為例，六鑫與上銀科技，都繳

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六鑫組裝工具機刀架原來採取分工很細的批

量組裝，整個組裝時間（Lead Time）長達 328

分鐘。表面上取得了批量生產的重覆作業效率，

實際上卻增加了不斷搬運、排列與放置等完全沒

有附加價值的作業。示範線從原本批量生產發

展成單件流，搭配兩人並行組裝作業，讓生產

更為流暢。將原本的組裝時間 328 分鐘，降為

20 分鐘。另外在實行單件流後，最多只需兩張

組裝台、四位作業員，空間節省了 50%。消除

各種浪費的結果，這個示範線的人均產值提高了

32%。六鑫公司為了將 TPS 課程成果普及到整

個公司，正進行員工的多能工訓練，期待全面貫

徹兩人並行組裝。同時參考料車及工具車的改善

心得，全面檢討整廠的料車及工具車製作。

上銀科技則在組裝流程，聚焦在製程的平衡

及串聯，提出配套供料、目視管理、製程平準化、

重新規劃工位等變革。首年度包裝課單天產能

從 450 件提升到 675 件，提高 50%。第二年在

2012 2013 2014 2015

一般會員 22 25 26 42

A 級會員 X X 10 10

特別會員 1 1 1 2

▲東海大學精實系統團隊參觀豐田汽車 Lexus 工廠。

▲ 崴立機電的人員移動節拍裝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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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負責人劉教授的帶動下，思考如何建一個機

制，讓後製程專心組裝。在建立集中配料區，結

合派工方式與多能工應用，示範線日產能從 66

個提升到 100 件，效益亦超過 50%。廠區負責

人表示：連續二年的改善效益大家充滿信心，未

來不只將擴及組裝廠各流程，也想擴及到上游的

加工單位。這個正向循環，讓參與的聯盟團隊，

非常振奮。

在企業輔導方面，聯盟團隊與崴立機電合

作，完成了台灣第一條工具機人員移動節拍裝配

線。根據崴立機電中科分公司黎錦源總經理在

2015 年 TPS 研討會的分享報告，某系列的平均

每台組裝時間原為 405 小時，節拍裝配線實施

兩年後的平均組裝時間降至 270 小時，組裝效

率提高了 34%。黎總經理並指出，TPS 帶動重

視 SOP（標準作業流程）的觀念，提升了生產

交期與產品品質的穩定，饒富企業升級意義。

舉辦大型研討會  滾動精實知識

2015 年聯盟參與企業達到 54 家。雖然在

有限的人力之下，很難完全回應企業界的強烈期

待，我們非常重視與一般會員的互動機會。我們

相信，大型研討會不僅在於分享成果，更重要的

是藉此滾動精實知識，達到普及與擴散效果。參

與企業的滿意度，已經反映在一年一度研討會的

熱烈參與。

『2015 TPS 課程產學合作研討會』7 月 7

日於東海大學省政大樓盛大舉行。在黃欽印主任

的致歡迎詞中拉開序幕。上半場內容包括：TPS

產學合作研究成果展示、本年度三組優秀小組的

改善報告。下半場則由黎錦源總經理擔任主持

人，和井田友嘉川村良一顧問主講「填補台灣製

造黑洞 讓生產技術再造台灣優勢」與劉仁傑教

授主講「實踐精實系統迎接工業 4.0 智慧製造的

挑戰」。

研討會最後的 Q&A 欲罷不能，延長了 20

分鐘才結束。「這樣的研討會要多加舉辦，一年

一次太少了！」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則在最後的

發言，總結了與會者的心聲。

互動娛樂科技：
滿足人們無邊的
幻想與童心

產學小聯盟計畫名稱

大型多媒體互動娛樂技術研發聯盟（2/3）

聯盟主持人

張華城 / 南臺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

文 / 張華城

 ▲ 2015 年度 TPS 課程產學合作研討會盛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