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新版 IATF16949 五大核心工具應用實務研習班 
            ( 可分單元上課 ) 

經管 

4月 
A0411 

▇ 課程特色：《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TS16949 已於 2016 年 10 月正式改版--並更名為 IATF16949：2016，而且 2017 年 10 月開始， 
      新版 IATF 16949：2016 將正式取代 ISO / TS 16949：2009 。 

   IATF 16949 五大核心工具是推動 IATF 16949 時必備的工具，其包括(APQP)先期產品品質規畫 
   和控制計畫、(PPAP)生產性零組件批准程序、(FMEA)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MSA)量測系統 
   分析、(SPC)統計製程管制等，分別扮演著重要的任務。※本課程將以實務為授課主軸 

▇ 課程目的：  
一、 了解 IATF 16949 之五大核心工具要求及推動要點 
二、 了解 IATF 16949 各核心工具之內容及運用實務 

三、 了解如何結合 IATF 16949 標準與五大核心工具之應用技巧 
四、 了解如何有效落實 IATF 16949 品質管理系統及實務探討 

課程大綱 時數 單元費用 

 一、APQP 產品品質先期規劃和控制計畫  

4/18(週三) 

7 小時 
3,500 元 

1、前言 APQP 第二版簡介 

2、APQP 實施五大步驟 

2.1 計畫和基礎項目 

2.2 產品設計和開發 

2.3 產品過程設計和開發 

   2.4 產品和過程的確認  

   2.5 反饋、評定和糾正措施 

3、控制計畫 

4、產品品質策劃查檢表 

5、分析技術 

6、Q&A 

 二、PPAP 生產性零組件批准程序    
1、PPAP 提交準則 
2、PPAP 的過程要求 (18 項) 

3、顧客通知和提交要求 

4、提交等級 

5、零件提交狀態 

6、PPAP 的記錄保存 

7、Q&A 

 三、MSA 量測系統分析   

4/19(週四) 

7 小時 
3,500 元 

1、 MSA 的基本概念 

2、 MSA 目地及術語介紹 

3、 MSA 的類型與實施方法 

4.、MSA 分析表解說及案例說明 

5、其它測量概念和落實技巧 

6、Q&A 

 四、FMEA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4/23(週一) 

7 小時 
3,500 元 

1、FMEA 過程簡介 

2、FMEA 的策劃和執行概述 

3、DFMEA 設計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 

4、PFMEA 設計失效模式和效應分析 

 5、風險分析 

 6、FMEA 可選擇的分析技巧 

 7、Q&A 

 五、SPC統計製程管制 

4/24(週二) 

7 小時 
3,500 元 

1、統計製程管制 

2、管制圖介紹 

3、管制圖判讀(異常點排除) 

4、管制圖公式  

 5、製程能力分析        

 6、SPC 運作實務 

 7、案例分析與探討 

 8、Q&A 



▇ 講師簡介： 

     陳  盈   谷  先 生   
現職：中國生產力中心 工程師、輔導顧問師、經理、企業講師 

學歷：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系 畢業 

經歷：企業之生技主管、品保主管、企業顧問…等，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及輔導經驗 

專長 : 生產管理、品質管理、(MSA)量測系統校驗. 分析.管理      、(FMEA)失效模式分析.管理、CQT 考照 

資歷：CQT 證照課程講師、英國 IRCA 機構 ISO /TS16949 主導評審員訓練考試合格、英國 ISO 9001  

      主任評審員訓練考試合格，IATF 16949 課程訓練考試合格 

      許   漢   仁  先 生   
      現任：中國生產力中心 正工程師、資深輔導顧問師、企業講師  
      學歷：美國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  
      經歷：企業之生產部主管、高階主管、企業輔導顧問…等，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及輔導經驗 
       專長：生產管理、現場管理、品質管理、策略規畫 ……等     

      
 

▇ 參加對象： 1. IATF 16949 各個核心工具推動之主要人員 

 2. IATF 16949 系統推動、建立及運作之相關人員 

 3. IATF 16949 管理代表、內稽人員 

▇ 上課時間： 107 年  4 月 18、19、23、24 日 (週三.四.一.二 )，9 : 00 〜17 : 00，共 28 小時 

▇ 上課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8 路 189 號 (中國生產力中心訓練大樓)  

▇ 上課費用：全程參加者每位優惠價 11,000 元（含稅.教材.午餐），同公司報名三人以上可享 9 折優惠  

             ( 可個別單元選課 - 每單元 7 小時，每位 3,500 元 ) 

▇ 結業證書：全程參與者，由中國生產力中心發給中英文訓練證書 

▇ 繳費方式：請以郵局劃撥 0240690-1 或開支票(抬頭:中國生產力中心)或匯款或以現金繳付 

▇ 報名方式：1.電話報名：04-23505038 分機 248 林佳華小姐、220 林憶安小姐。2.傳真報名：04-23505030．04-23505039 

▇ 網    址：http://www.tccpc.org.tw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班名 新版IATF 16949 五大核心工具應用實務研習班 

  
上課日期 107年 4月 18.19.23.24日(週三.四.一.二)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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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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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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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 
資料 

【解款行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中分行代號：0170044】 
【收款帳號：004-09-03563-9 】 
【收款帳戶：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請利用傳真報名：04-23505030,23505039 或電 23505038 轉分機 248、220 林小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