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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問題解決方法(T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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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構思問題解決法(TRIZ)包含問題定義與矛盾分析、系統資源利用、理想化系統與最終結果、問題解決之演化模式、矛盾矩陣、40 項創新發明原則等刺激創意之方法與步驟，快速解決設計需求或關鍵品質要素之矛盾衝突，故可加速創新產品產出並提升附加價值。過去研發人員經常以專利檢索、試誤法、腦力激盪等方式來協助開發，有別於這些方法，近年來發展迅速的 TRIZ 為一系統化創新性問題解決理論，其技術方法中的矛盾矩陣廣泛使用在取捨問題解決，能協助發明者快速找到更佳的思考途徑，並為提昇台灣產業界之創新能量注入ㄧ強心針。 
▇ 課程內容： 一、快速導入創新構思問題解决法(TRIZ) ■TRIZ 理論基礎與步驟                             ■技術矛盾與本質矛盾 ■微觀層級－系統層級－巨觀層級                   ■過去－現今－未來(九宮格) ■錯誤來源－問題－負面效應                       ■輸入－程序或轉換－輸出 ■TRIZ 40 創新原則之內涵意義                      ■39 工程參數之內涵意義 ■如何選擇最適合的創新原則以解決技術矛盾(新整合之 39×39 矛盾矩陣) 二、解決技術矛盾之 TRIZ 案例研討 三、TRIZ 如何解決本質矛盾：解決本質矛盾之 TRIZ 創新原則 四、現場 TRIZ 運用之實務演練 ■參與者共同針對 TRIZ 訓練講座或目前遭遇之工程瓶頸問題之 Q&A 腦力激盪 
▇▇▇▇    參加對象：企業各階主管、研發.企劃.設計人員、訓練單位主管、對 TRIZ 有興趣者。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23232323 日日日日，，，，( ( ( (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五五五五    ))))，，，，0909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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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5,2005,2005,2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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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洞悉專利地雷？專利檢索、專利地圖
與迴避設計-企業經營之智財管理(二)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2B02B02B02    

▇▇▇▇    課程目的：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智慧財產權是企業生存的命脈，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管理，是企業保護核心競爭力之重要

策略。隨著全球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智慧財產權的管理逐漸成為決定企業價值及核心競爭力之關
鍵要素，亦為公司治理必須思考的重要環節。因此，智慧財產權的管理不應被窄化為申請專利及
登記等的法律程序問題，而有效的智慧財產權經營與管理策略亦不應獨立於企業經營與佈局、風
險控管體系及整體法律管理策略之外而運作，如此方能提昇企業價值並降低各項經營風險。 

為協助企業瞭解智慧財產權管理的重要性，本系列課程將從研發前期、研發階段至商品化階
段、授權/移轉/技術聯盟階段等面向切入，以期企業最終可創造智慧財產權的最大價值。誠摯的
邀請您參加研發人員不可不知的智財相關議題系列課程，一起瞭解企業應留意的智慧財產重要議
題！ 

▇ 課程內容： 

1.基本的專利檢索方法與訣竅 

2.專利地圖:主要競爭對手及潛在競爭對手專利佈局分析 

3.專利迴避設計評估    

▇▇▇▇    參加對象：1.公司研發、智財、法務主管暨相關人員； 

    2.企業中高階經營管理主管或人員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 ( (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09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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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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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語言演算與設計-8051 基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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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單晶片控制器連線整合的技術，利用單晶片設計生產線上監視/控制/量測/通訊之控制設備。 
▇▇▇▇ 課程內容： 1.嵌入式 C 語言入門 

2.單晶片 89C51 硬體介紹     3.Simlab8051 模擬軟體練習(Keil-C) 
4.32-LED 四種控制模式       5.8In-8Out 實驗板練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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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日日日日    ～～～～    5555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 ( ( 週週週週    一一一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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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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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運營管理與攻防策略-企業經營之智財管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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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是企業生存的命脈，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管理，是企業保護核心競爭力之重要策略。隨著全球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智慧財產權的管理逐漸成為決定企業價值及核心競爭力之關鍵要素，亦為公司治理必須思考的重要環節。因此，智慧財產權的管理不應被窄化為申請專利及登記等的法律程序問題，而有效的智慧財產權經營與管理策略亦不應獨立於企業經營與佈局、風險控管體系及整體法律管理策略之外而運作，如此方能提昇企業價值並降低各項經營風險。 為協助企業瞭解智慧財產權管理的重要性，本系列課程將從研發前期、研發階段至商品化階段、授權/移轉/技術聯盟階段等面向切入，以期企業最終可創造智慧財產權的最大價值。誠摯的邀請您參加研發人員不可不知的智財相關議題系列課程，一起瞭解企業應留意的智慧財產重要議題！ 
▇ 課程內容：1.智財管理:如何有效地部署專利、維護專利、運用專利 

2.IP DD:評量智慧財產(專利盡職查核) 
3.專利侵權實務:專利分析與調查 
4.專利加值與運用            

▇▇▇▇    參加對象： 1.公司研發、智財、法務主管暨相關人員 
  2.企業中高階經營管理主管或人員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0909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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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503120，04-23505039 或電 04-23505038 轉分機 242 洪先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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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與 PLC 遠端通訊實務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6B06B06B06    

▇▇▇▇ 課程目的：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從 PLC基本控制與 PC通訊入門，給學員對基本 PLC控制原理，與 PC通訊控制有基本知識。 PLC程式採三菱 FX-PLC 語法，PC程式以 VB為範例。 使學員學習 PLC為 Local 主動控制模式，在通訊上為 Slave-Mode；PC為遠端 Master-Mode， 作為遠端監控模式。 
▇▇▇▇ 課程內容： 

1.電腦控制系統架構                 2.串列通訊與網路通訊控制原理 
3.PLC 基本原理與程式設計            4.PLC氣缸專題設計 

▇▇▇▇    參加對象： 1.學習 PLC入門及 PC通訊與控制原理者。  2.工務人員對廠區監控設計有興趣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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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 日日日日    ～～～～    5555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 ( (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18 : 3018 : 3018 : 3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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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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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基礎快速入門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B0B0B07777    

▇▇▇▇ 課程目的： 1.瞭解訊號控制與運用。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2.瞭解 Arduino 程式設計。 

   3.瞭解 Arduino 與感測器、馬達、LED 的運用。 
▇▇▇▇ 課程內容： 

1.Digital數位訊號控制與運用 
  a.基礎電學      b.Led 燈控制(開關)          c.按鈕 Sensor控制運用 
2.Analog 類比訊號控制與運用 
  a.Led 呼吸燈(漸層)      b.光敏電阻感測器使用運用 
3.伺服馬達控制&程式庫使用 

      a.伺服馬達控制&運用     b.程式庫匯入運用 
4.直流馬達+超音波 Sensor 
  a.超音波距離感測        b.直流馬達控制      c.副程式運用 

▇▇▇▇    參加對象： 1.剛入門 Arduino 初學者。 
     2.想學習自動控制的自造者(Maker)與創客。 

3.對 Arduino有興趣者。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15151515 日日日日，，，，( ( ( (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日日日日    ))))，，，，13 : 30 13 : 30 13 : 30 13 : 30 ～～～～    17 : 3017 : 3017 : 3017 : 30，，，，共共共共    888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上課費用：每位自費 4444,,,,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Arduino UNO 實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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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開發企劃導入實務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5B05B05B05    

▇▇▇▇ 課程目的：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從外部環境分析中找出新產品開發的構想，從未來顧客需求找出創新構想，透過 7步驟逐步完成，找出最佳化產品概念。 
▇▇▇▇ 課程內容： 

一、新產品企劃的定位            二、新產品企劃的進行方式 
三、未來分析找出企業創新潛能    四、點子發想到概念評估，找到對的產品設計 

▇▇▇▇    參加對象：研發、設計、製造之相關人員及對本課程有興趣者 

▇▇▇▇ 上課時間：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09090909：：：：30303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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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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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式控制入門班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職創職創職創職創 B0B0B0B08888    

▇▇▇▇ 課程目的：                              《本課程可登錄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時數》 純熟運用可程式控制器指令設計各項控制程式。 
▇▇▇▇ 課程內容：(控制與應用實務操作) 

1.可程式控制器系統架構            2.PLC指令與基本回路程式設計 
3.PLC步進階梯圖程式設計           4.PLC 程式設計案例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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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717 日日日日~ 5~ 5~ 5~ 5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 ( (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四四四四    ))))，，，，18 : 30 18 : 30 18 : 30 18 : 30 ～～～～    21212121    :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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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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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503120，04-23505039 或電 04-23505038 轉分機 242 洪先生，謝謝！ 



廣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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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9B09B09B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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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    4444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 (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三三三三、、、、五五五五    ))))，，，，18181818：：：：30 30 30 30 ～～～～    2121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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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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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B10B10B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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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55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日日日，，，，( ( ( (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四四四四    ))))，，，，18 :18 :18 :18 :    30303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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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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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503120，04-23505039 或電 04-23505038 轉分機 242 洪先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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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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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B11B11B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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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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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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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2B12B12B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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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日日、、、、24242424 日日日日，，，，((((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二二二二    ))))，，，，0909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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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0000000 元元元元（含稅，教材，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