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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 CQI & IRCA CERTIFIED QMS ISO 9001:2015 LEAD AUDITOR inc. IATF 16949:2016 COURSE ) 

 新版 ISO 9001:2015/IATF 16949:2016 
  (雙證合一 )主導評審員訓練課程   
                                                  發證機構:英國 IRCA                                                                
                                                  合辦單位: IQCS 授權機構

                         英商聯偉管理顧問公司 
   (Licensed by IQCS Certification CQI & IRCA ATP No.01180136 / CQI & IRCA Reg. No. 1725)                                        

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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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全程中文授課)-花一次的時間-就可同時取得雙證合一國際證書。 
●本課程符合國際 CQI & IRCA PR328 Course Specification 課程規範. 

●提供學員們:執行 ISO 9001 與 IATF 16949汽車產業供應鏈之第一者內部稽核/第二者供應商稽核/第三者 

        評審員稽核的知識與技巧;與 ISO 19011/IEC17021之應用. 

●如果學員成功完成本課程 CQI & IRCA Certified QMS ISO 9001:2015 Lead Auditor inc. IATF 16949 

    :2016 Course(可在課後 3 年內申請成為登錄之 QMS 評審),此為 CQI & IRCA QMS/IATF 評審最初申請之訓練要求. 

 ▇ 課程特色： 
     ●CQI & IRCA (UK) 認可之訓練課程 

  ●以”加速學習方法”來模擬並增強個案研討學習 

  ●以“個案研討式的訓練”來瞭解教材內容與產業案例 

  ●以風險為基礎的思維,PDCA 與過程導向 

  ●聚焦於最重要的(高風險)過程與產出 

  ●考試及格可獲頒 IRCA資格證書;而考試未及格者可獲頒結業證書,一年內可補考一次. 

 ▇ 課程目標： 
    ●參加本課程並考試及格者,將獲頒英國 IRCA 核發之新版 ISO 9001:2015/IATF 16949:2016 (雙證合一)之國際證書。 

  ●解說建立一個汽車業供應鏈品質管理系統的目地,標準的要求,管理系統的稽核,第三者驗證與改進汽車業 

    供應鏈品質管理系統對企業所產生的利益. 

  ●解說該如何依據 ISO 19011與 ISO/IEC 17021來扮演好稽核員在規劃.執行.報告與跟催一個汽車業供應 

    鏈品質管理系統時的責任與角色. 

 ●解說該如何規劃,執行,報告與跟催一個汽車業供應鏈品質管理系統的稽核,以符合 ISO 9001與 IATF  

  16949,ISO 19011與 ISO/IEC 17021 的要求. 

   ▇ 參加對象： 
 ●負責提供”加值”稽核,以確保組織持續改善的公司管理代表,決策者/高階管理層,內部稽核員,第二者與 

 第三者稽核員 

 ●對 ISO 9001系列標準的內容.應用.發展與執行有某些程度的了解,而希望在未來累積經驗後,成為一位 

QMS與 IATF 16949的評審員者 

 ●報名資格：上課學員必須具備 ISO 9001及 IATF16949 的相關知識(如上過基礎課程,或具有工作上的經驗, 

             或透過自我進修,或其他方式等) <我們會先寄發教材給您課前預習,以符合此規定＞ 

▇ 授課講師：張 維 鈞 先生 
  現任：英商聯偉管理顧問公司 總經理、企業講師 

                 學歷：機械專士、企管學士、電腦碩士、商學碩士 

                 資格：大中華地區首位國際 IRCA登錄首席評審員 Principal Auditor 
  澳洲 QSA登錄之資深評審員 Senior Auditor 
  美國 RAB登錄之主導評審員 Lead Auditor 

                 曾任：西德萊茵驗證公司品保經理、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師、國產汽車公司企劃師 
★ 品質稽核及授課之實務經驗非常豐富。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報名表           

班名 新版 ISO 9001:2015/IATF 16949:2016 
  (雙證合一)主導評審員訓練課程 

班號  上課日期 107年 7/27 - 7/31日(週五〜二)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職 稱 行動電話 e mail 

  /   /      

  /   /      

  /   /      

機構名稱 (股)公司 主要產品  員工人數  

統一編號  電 話 (  ) 傳 真 (  ) 

發票地址  連絡地址 □同左或 

訓練聯絡人  電子信箱  參加性質 □公司指派 □自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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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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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林小姐，謝謝！ 

▇ 課程內容： 
    ★知識篇 : 

   ●解說:建立一個品質管理系統的目的,與改進一個品質管理系統績效對企業的益處 

   ●解說:新版 ISO 9001與 IATF 16949, PDCA 循環與 QMS與 IATF 16949的要求 

   ●解說:QMS與 IATF 16949 第一者內部稽核/第二者供應商稽核/第三者評審員稽核的目的與差異,包括評估 

         一個組織有能力提供符合顧客要求.法規要求.與組織自己要求的產品與服務時 QMS與 IATF 16949 

         稽核員該扮演的角色 

   ●解說:汽車業供應鏈品質管理系統的第三者驗證稽核,對組織自身與股東的益處何在 

   ●解說:稽核員於規劃.執行.報告與跟催一個汽車業供應鏈品質管理系統時的角色,以符合 ISO 19011與 

         ISO/IEC 17021的要求 

    ★技巧篇 :(透過實際任務模擬 .稽核情境 .來實習演練技巧 ) 

●規劃稽核 

●執行稽核 

●稽核品質管理系統之要求事項 

●製作稽核發現(CAR/NCR) 

●報告稽核結果 

●跟催稽核 

    ★課前準備 :期望學員事先準備以下知識: 
      汽車管理系統 :●Plan. Do.Check. Act (PDCA) 管理循環 

                    ●本汽車業品質管理系統定義了車用產品(包含具有崁入式軟體的產品)的設計開發.生產 

                      及組裝.安裝.及服務的整個汽車的供應鏈 

      汽車品質管理 :●提供持續改善,強調缺點預防與降低供應鏈的變異與浪費品質管理的基本概念與 7原則 

                       (見 ISO9000):顧客為重.領導力.全員參與.過程導向.以證據為基礎之決策制定與關係管理 

                          ●IATF 16949 適用於汽車客戶特定需求,ISO 9001:2015需求,與 ISO 9000:2015定義汽車 

                    業以品質管理系統製造生產件.服務件的組織 

 ▇ 上課時間：107 年 7/27 - 7/31 日 ( 週五 〜週二 ) 共 5 天，( 08：30 〜 18：00 ) 共 45 小時 

▇ 上課地點：台中市工業區 38路 189號 (中國生產力中心訓練大樓) 

▇ 上課費用：每人 42,500 元（含稅、教材、餐點、國際證書），（同公司三人以上同時報名，可享 

                95折優惠）。(6/20前報名繳費者，可享早鳥價每人 41,500 元整(含稅) 

▇ 核發證書：1.全程參與並考核通過者，由授權機構發給-英國 IRCA註冊之(雙證合一)訓練合格證書。 

               2.全程參與但未考核通過者，由授權機構發給結業證書。(一年內有一次補考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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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現金繳付費用。 

▇ 報名方式：1.電話報名：04-23505038分機 220或 248林小姐。2.傳真報名：04-23505030．04-23505039.. 

▇ 網    址：http://www.tccpc.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