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 

4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低壓工業配線實務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1B01B01B01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協助非電機科及本科系學員熟練電子元件及線路接配 
▇▇▇▇ 課程內容： 
1.控制電路之電學概論 

2.三用電表應用 

3.控制元件構造說明 

4.負載計算與零件選擇 

5.控制電路圖的閱讀和畫法 

6.基本控制電路：一般基本迴路及其應用 

7.順序電路及其應用 

▇▇▇▇    參加對象：現職自動化業者或企業界負責自動化系統整合之工程人員。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5~ 5~ 5~ 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 ( ( (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四四四四    ) 18 : 30) 18 : 30) 18 : 30) 18 : 30～～～～21 : 3021 : 3021 : 3021 : 30，，，，共共共共    3030303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6666,,,,8008008008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 

4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創意思考激發、收斂與管理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2B02B02B02    

▇▇▇▇    課程效益課程效益課程效益課程效益：：：：《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1.打破傳統思考模式，不被現有成規綁架，激發創意與樂觀、正向心態。 

2.學會擴大取材，在既有範圍外找出更多創意素材。 

3.學會組合素材，產出讓人驚豔的創意。 

4.學會創意收斂，明白什麼樣的創意有實際效用。 

5.熟悉創意思考在工作上的應用以提升工作效率。 
▇ 課程內容： 

一、創意的意義與益處 

 1.創意與創新的定義 2.創意與創新的益處 

二、突破習慣領域 

 1. 排除創意障礙  2. 創意口訣！    3. 突破思考框框    4. 五項任務活動體驗 

三、創意思考方法五項能力訓練 

 1.敏覺性   2.流暢性    3.彈性       4.獨創性    5.精進性 

四、創意思考方法Ⅰ︰腦力激盪法 

 1.腦力激盪法原則            2.腦力激盪法演練 

五、創意思考方法Ⅱ︰逆向思考法 

 1.眼見為實？耳聽為實？如何突破感官偏誤。       2.逆向思考突破困境。 

 3.反常識思考法步驟與範例介紹。               4.反常識思考法實務演練。 

六、創意思考方法Ⅲ︰想像力＆聯想法 

 1.想像力與聯想法工具介紹       2.演練與競賽        3.實務運用介紹 

七、創意的收斂方法 

 1.過濾技巧     2.評估法       3.評估表         4.收斂演練 

八、創新管理與實踐 

 1.創新管理流程       2.化思考為實踐～執行力           3.創新實例介紹。 

九、Ｑ＆Ａ 
▇▇▇▇    參加對象：企業研發、企劃、設計、創新人員或有興趣者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09)  09)  09)  09：：：：00 00 00 00 ～～～～    17171717：：：：00000000，，，，共共共共    7777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3333,,,,6006006006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廣告 

4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加速壽命試驗規劃與產品環境試驗研習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3B03B03B03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加速壽命試驗除可明確縮短執行試驗所需時間之外，亦可協助設計者瞭解環境應力對產品壽命所造成的影響，進而採取有效的設計精進作法。 本課程提供學員正確有效的可靠度試驗及評估方法，對設計品質及設計能力的提升，無論是開發階段或量產階段，都有其實質的助益。 

▇▇▇▇ 課程內容： 一、可靠度試驗概論 、技術 、環境應力篩選試驗、設計與試驗關係、FMEA 的作業導入 二、電子零組件篩選試驗方法步驟、應力與時間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三、可靠度試驗抽樣流程、規劃、評估、查證與確認 四、可靠度試驗資料統計分析及應用 
▇▇▇▇    參加對象：設計與開發工程師、品保工程師、專案管理工程師、製造及採購工程師。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3232323、、、、24242424 日日日日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二二二二)  09)  09)  09)  09：：：：30~1630~1630~1630~16：：：：30303030，，，，共共共共    1212121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5555,,,,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專利基礎知識與實務運用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4B04B04B04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專利知識是產品與技術開發者必要掌握的第一步，本課程教您如何熟悉運用各種專利分析工具，協助企

業研訂專利策略以及執行方案。 
▇ 課程內容： 

1.專利的意義及種類      2.專利核准要件        3.專利申請及審查程序 

4.專利說明書      5.專利檢索       6.侵權分析     7.專利權的相關實務    

▇▇▇▇    參加對象：研發.開發.設計.製造.品管.採購等產品流程之相關人員。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  09)  09)  09：：：：30 30 30 30 ～～～～    16161616：：：：30303030，，，，共共共共    666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3333,,,,2002002002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課程網址 http://www.tccpc.org.tw    班名 班 號  上課日期  編號 姓     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學歷 職 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1    /   /               2    /   /               3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統一編號     電 話 (  )(  )(  )(  )    傳 真    (  )(  )(  )(  )    

通訊地址  參加性質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訓練聯絡人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參加費用           元   繳費方式：□現金  □郵政劃撥  □支票  □匯款、ATM 轉帳    

備     註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請利用傳真報名：04-23503120,23505039 或電洽 04-23505038 轉分機 242 洪先生，謝謝！ 



廣告 

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快速建立物聯網架構 
企業如何導入智慧化生產、快速建立工業 4.0 系列(一)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5B05B05B05    

▇▇▇▇ 課程說明：  
阿財是傳統產業的第二代接班人，同時也是國際品牌供應鏈的廠商，業主要求生產追朔系統與全面的雲
端化，面對整個生產製程都必須升級，阿財要如何應對?他要如何讓公司的製造與製程系統化?他要如何
站上工業 4.0的浪潮上?面對來勢洶洶的工業 4.0，你瞭解多少? 企業如何導入智慧化生產? 
物聯網是工業 4.0 的基礎，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前端的資料採集硬體及用戶端應用程式，另一個
部分則是底層的傳輸協定。接著雲端運算及大數據分析負責將通過物聯網傳送來的資料進行分析、歸類、
並根據不同的商業邏輯進行運算，然後送達到後端的虛擬製造系統(CPS)。 
由於虛擬製造系統(CPS)可以隨時掌握生產線的每個生產站的各種生產資料。因此當有新訂單進來，CPS
可以先在系統內做虛擬化處理，依照訂單的優先程度及需求等動態配置生產線，得出「當下」最佳化的
生產流程安排。然後再將實際的生產指令下達給系統中的每個生產單元，來達到遠程協同合作與自主反
應動作等智慧功能，進而提升生產線產品的彈性製造與工作效能。 
本系列課程分為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課程將協助學員如何快速建立物聯網架構，並透過 Modbus TCP/RTU
進行遠程設備連結；第二階段課程將協助學員在現有的設備上，讓您的設備聯上雲端；第三階段課程將
協助學員創建簡易雲端服務平台，快速與遠端 IO設備連結。 

▇▇▇▇ 課程內容：《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一、工業 4.0的浪潮，你瞭解多少? 
二、什麼訊號是工業 4.0 需要收集的? 
三、如何快速建立物聯網架構。 
▇▇▇▇    參加對象：1.製造業、機械業製程等相關工程師。2.設備聯網之 IT 相關工程師。 

     3.對工業 4.0 有興趣者。具備機械、資通訊領域相關知識尤佳。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  09)  09)  09：：：：30~1630~1630~1630~16：：：：30303030，，，，共共共共    666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3333,,,,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如何讓設備聯網上雲端 
企業如何導入智慧化生產、快速建立工業 4.0 系列(二)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6B06B06B06    

▇▇▇▇ 課程內容：《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一、如何做控制器 PLC設備上雲端。 
二、什麼是生產智能整合。 

三、如何 Serial 訊號無痛升級工業網路。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  09)  09)  09：：：：30~1630~1630~1630~16：：：：30303030，，，，共共共共    666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3333,,,,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物聯網(IoT)雲端應用整合 
企業如何導入智慧化生產、快速建立工業 4.0 系列(三)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7B07B07B07    

▇▇▇▇ 課程內容：《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一、什麼是雲端運算。 
二、物聯網 IoT 雲端應用案例介紹。 

三、如何在快速實現雲端應用整合。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090909：：：：30~1630~1630~1630~16：：：：30303030，，，，共共共共    666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3333,,,,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廣告 

0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西門子 PLC 快速入門應用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8B08B08B08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認識與了解西門子 PLC 軟硬體介面環境之應用。 
▇▇▇▇ 課程內容： 
1.西門子 PLC(S71200)軟體操作與程式書寫 

2.PLC 軟體使用教學-(STEP7 V12 Basic SP2) 
3.PLC 指令與基本回路程式設計 

 

4.PLC 階梯圖程式設計 

5.資料型態與定址模式 

6.通訊硬體和網路通訊 

7.PLC程式設計案例探討    
▇▇▇▇    參加對象：現職自動化工程人員或對西門子 PLC有興趣者。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0202020、、、、27272727 日日日日( ( ( (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09)09)09)09：：：：00 00 00 00 ～～～～    17171717：：：：30303030，，，，共共共共    15 15 15 1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5555,,,,5005005005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 
05 

月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油壓控制迴路設計基礎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9B09B09B09    
▇▇▇▇ 課程目的：《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熟悉液壓自動化設備應用、能夠針對特殊需求設計迴路。 
▇▇▇▇ 課程內容： 
1. 油壓概論 

2. 驅動部解說-(作動.負載.油壓缸選擇) 
3. 油壓源解說-(作動.負載.油壓汞選擇) 
4. 油壓閥類解說 

5. 油壓閥類選擇與控制回路設計要領    
▇▇▇▇    參加對象：現職自動化業者或企業界負責自動化系統整合之工程人員。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 6~ 6~ 6~ 6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 ( ( 週一三五週一三五週一三五週一三五    ) 18 ) 18 ) 18 ) 18 ::::    33330000～～～～22221111    ::::    30303030，，，，共共共共    3030303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6666,,,,8008008008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課程網址 http://www.tccpc.org.tw    班名 班 號  上課日期  編號 姓     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學歷 職 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1    /   /               2    /   /               3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統一編號     電 話 (  )(  )(  )(  )    傳 真    (  )(  )(  )(  )    

通訊地址  參加性質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訓練聯絡人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參加費用           元   繳費方式：□現金  □郵政劃撥  □支票  □匯款、ATM 轉帳    

備     註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課程執行及廣宣所需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請利用傳真報名：04-23503120,23505039 或電洽 04-23505038 轉分機 242 洪先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