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開課日期變更開課日期變更開課日期變更開課日期))))    
    壹壹壹壹....研習目的研習目的研習目的研習目的    

〜〜〜〜    模擬體驗式教學模擬體驗式教學模擬體驗式教學模擬體驗式教學    + + + + 作業現場實地作業現場實地作業現場實地作業現場實地見學見學見學見學    →→→→達到做中學雙效合一達到做中學雙效合一達到做中學雙效合一達到做中學雙效合一    〜〜〜〜    
 

     豐田生產管理系統(TPS)源自於日本豐田汽車，又稱「即時生產」(Just-In-Time)。 
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也是源自於TPS；TPS其核心理念--以顧客需求出發，徹底消除浪費 
，以建立一個流暢化及高效能之生產管理系統。在德國工業4.0政策發展中，也是運用精實管理
作為企業智能化生產之基礎。 

本課程是同時結合中國生產力中心及和泰TOYOTA汽車之資源共同舉辦，希望將豐田汽車所
倡導之TPS核心管理理念與技巧分享給業界，協助企業落實JIT生產方式與TPS管理精髓，期使企
業能降低庫存的壓力- 降低存貨成本、增加資本週轉率，並應用生產平準化、看板管理、生產
同期化、後拉式管理手法 - 縮短前置時間、提高品質及生產力，使企業更具市場的競爭力。 

本課程主要特色--學員能實地運用模擬體驗教具及作業現場實地見學，以”模擬體驗”的訓
練方式，讓學員在活動過程中，深入體會”精實管理”的精神、意涵、魅力、應用方法及運作
精髓，真正掌握與理解精實物流與精實生產的原理與操作方法。期能讓學員學習現場改善及強
化製程穩定化系統來提升企業的製造優勢，蓄積管理人才之能量，使整體營運成本有效降低，
更能提供顧客快速、正確且彈性的服務系統，進而提高企業的獲利力及經營力。 

    
    
    
    
    
    
    
    
    

            
    

    
    
 

  

 

 

 

 

 

 

 

 

 

                                                                        

                                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區服務處中區服務處中區服務處中區服務處            ((((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    

  (TPS)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 



                                                                貳貳貳貳....    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        (TPS)(TPS)(TPS)(TPS)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        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系列課程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一一一    

        

8/3 8/3 8/3 8/3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09:0009:0009:0009:00----11116666:00:00:00:00    

    ((((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TPSTPSTPSTPS    ----生產再造生產再造生產再造生產再造    
 

 

    ((((呂育任呂育任呂育任呂育任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TPS之觀念與意識改革   二、落實TPS推動執行要點   三、TPS工具之運用技巧 1.7大浪費防止  2.P-Q分析 3.流水線生產   4.安定化生產 5.平準化生產   6.多能工培訓 7.目視.顏色管理  8.防呆裝置 
●●●●案例演練及實例分析案例演練及實例分析案例演練及實例分析案例演練及實例分析     1.流線生產效益         

二二二二    

8888/10 /10 /10 /10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09:0009:0009:0009:00----11116666:00:00:00:00    

    ((((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拉式生產作拉式生產作拉式生產作拉式生產作業業業業    
管理與消除浪費管理與消除浪費管理與消除浪費管理與消除浪費    
 

 

    ((((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說明Toyota Way   二.介紹TPS的歷史背景   三.剖析TPS 內涵   四.TPS活動展開要點   五.推式及拉式生產作業分析   六.七種浪費之定義與實例   七.排除浪費之手法   八.Takt Time計算與工程間搭配   九.TPS Line改善導入實例     -線邊倉供料作業改善.看板管理 
●●●●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運用運用運用運用TOYOTATOYOTATOYOTATOYOTA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1.遊戲與道具說明    2.角色說明與分配    3.第一階段推式生產模擬演練    4.第二階段拉式生產模擬演練    5.KPI比較與研討       

三三三三    

8/8/8/8/31313131((((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00009999:00:00:00:00----11116666:00:00:00:00    

    ((((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    
                        與與與與    
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    
 

((((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 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倉儲保管改善       1.物料存放保管改善的重要性    2.豐田零件保管七大原則    3.保管改善之八大執行步驟    4.保管改善之實務作法   二.    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出貨作業管理       1.JIT 出貨作業的原理原則  
     -拉式系統.平準化作業    2.JIT 出貨作業實際的運作法    3.出貨作業的KPI 指標 

●●●●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運用運用運用運用TOYOTATOYOTATOYOTATOYOTA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1.遊戲與道具說明 2.角色與演練方式說明 3.改善前:Push System出貨作業 4.改善後:Pull System出貨作業 5.二階段出貨作業問題點討論  6.二階段KPI 比較與研討   
四四四四    

    
    9/79/79/79/7((((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07:3007:3007:3007:30----18:3018:3018:3018:30    

    ((((1010101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精實庫存管理精實庫存管理精實庫存管理精實庫存管理    
與決策模式與決策模式與決策模式與決策模式    
                    ++++    
TPSTPSTPSTPS道場與道場與道場與道場與    
現場觀摩現場觀摩現場觀摩現場觀摩    
 

((((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講師講師講師講師))))    

((((隨行顧問陳隨行顧問陳隨行顧問陳隨行顧問陳盈盈盈盈谷谷谷谷))))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庫存管理的使命   二.JIT 庫存管理的三大原則   三.影響庫存決策的因素與庫存管理作法   四.庫存管理的KPI 指標   五.庫存控制改善的手法 
     

●●●●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模擬演練((((運用運用運用運用TOYOTATOYOTATOYOTATOYOTA道具道具道具道具)))) 1.遊戲與道具說明 2.第一回合基礎演練 3.第二回合進階演練 4.結果討論  
●●●●現場觀摩現場觀摩現場觀摩現場觀摩    1. 現場進出貨作業解說 2. 倉儲保管方式解說 3. 物流時差式配送說明 4.TPS作業方式說明  

五五五五    

        

9/14(9/14(9/14(9/14(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09:0009:0009:0009:00----11116666:00:00:00:00    

    ((((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企業經營體質企業經營體質企業經營體質企業經營體質    
再造之利器再造之利器再造之利器再造之利器TPSTPSTPSTPS    
                                        ++++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    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    
    
((((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 

●●●●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課程大綱      一.趨勢發展與前瞻預應   二.企業轉型升級策略與方法   三.落實推動與效果擴散之要點   四. TPS與企業經營之整合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    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企業參訪    
    1.製造業TPS落實執行經驗分享  2.製造業落實執行TPS現場觀摩         

六六六六    

    

        

9/219/219/219/21((((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09:0009:0009:0009:00----11116666:00:00:00:00    

    ((((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重點整合回顧重點整合回顧重點整合回顧重點整合回顧    
                            ++++    
    座談及座談及座談及座談及分分分分享享享享    
    
((((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呂育任老師))))    

●●●●活動安排活動安排活動安排活動安排      一.重點整合回顧   二.學員報告分析 
 

●●●●綜合座談綜合座談綜合座談綜合座談        
     1.綜合座談分享 

            



        參參參參....講師講師講師講師簡介簡介簡介簡介::::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業顧問講師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業顧問講師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業顧問講師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業顧問講師    + + + + 和泰和泰和泰和泰TOYOTATOYOTATOYOTATOYOTA汽汽汽汽車專業講師車專業講師車專業講師車專業講師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講師簡介講師簡介講師簡介講師簡介 

呂育任呂育任呂育任呂育任    

￭ 現任：中國生產力中心 正工程師、輔導顧問師、總監、資深高級講師 ￭ 經歷：民營企業 生管課長、總經理室特助 …… ￭ 專長：豐田式生產管理、精實生產管理、品質管理、現場管理、經管績效整合管理TP 
        、全面品質經營(TQM)、績效輔導、策略規劃與目標管理、流程再造...等 

陳盈谷陳盈谷陳盈谷陳盈谷    

￭ 現任：中國生產力中心 正工程師、輔導顧問師、經理、高級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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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紹華呂紹華呂紹華呂紹華    

￭現任：和泰汽車楊梅物流中心  講師 
￭經歷：從事台灣豐田售後零件物流改善作業7年，主要負責現場作業流程改善管理，派駐 
        大陸汽車銷售/售後服務6年，負責據點運營管理、新車銷售業務及售後維修業務 
        推展、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物流工程師班結業 

    蔡馥任蔡馥任蔡馥任蔡馥任    
￭現任：和泰汽車楊梅物流中心 講師 
￭經歷：從事台灣豐田售後零件物流改善作業3年，主要負責物流現場作業規劃.管理 
       、PMI certified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肆肆肆肆....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對象對象對象對象::::生產生產生產生產、、、、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物流業之企業經營者物流業之企業經營者物流業之企業經營者物流業之企業經營者、、、、部門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主管、、、、企業二代企業二代企業二代企業二代、、、、負責推動負責推動負責推動負責推動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專案之專案之專案之專案之主管主管主管主管及及及及專員專員專員專員等等等等    

伍伍伍伍....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1.1.1.1.請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請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請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請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E MAILE MAILE MAILE MAIL寄寄寄寄：：：：0957@cpc.org.tw0957@cpc.org.tw0957@cpc.org.tw0957@cpc.org.tw    林林林林憶安憶安憶安憶安小姐收小姐收小姐收小姐收        
                                                    2222....洽詢電話洽詢電話洽詢電話洽詢電話：：：：(04)23505038(04)23505038(04)23505038(04)23505038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220220220220林林林林憶安憶安憶安憶安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或或或或248248248248林林林林佳華佳華佳華佳華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3333....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網路報名::::WWW.TCCPC.ORG.TW  WWW.TCCPC.ORG.TW  WWW.TCCPC.ORG.TW  WWW.TCCPC.ORG.TW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4)23505030(04)23505030(04)23505030(04)23505030    

陸陸陸陸....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 : : 101010107777年年年年    8/38/38/38/3、、、、8888/10/10/10/10、、、、8/318/318/318/31、、、、9/79/79/79/7、、、、9/149/149/149/14、、、、9/219/219/219/21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9:00 9:00 9:00 9:00 ----16:0016:0016:0016:00，，，，共共共共6666天天天天，，，，4444000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柒柒柒柒....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 : 1.1.1.1.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區服務處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8383838路路路路189189189189號號號號))))    
                                                                            2.2.2.2.和泰汽車物流中心和泰汽車物流中心和泰汽車物流中心和泰汽車物流中心            ((((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560560560560號號號號))))    

捌捌捌捌....上課費用上課費用上課費用上課費用: : : :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22221111,000,000,000,000元元元元    ((((含稅含稅含稅含稅、、、、教材教材教材教材、、、、午餐午餐午餐午餐))))，，，，同公司報名同公司報名同公司報名同公司報名3333人以上可享人以上可享人以上可享人以上可享9999折折折折優惠優惠優惠優惠    

                                                                                        ※※※※於於於於    7777月月月月22220000日日日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可享可享可享可享早鳥早鳥早鳥早鳥價價價價，，，，每位每位每位每位22220000,,,,000000000000元元元元    
玖玖玖玖....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繳費方式::::1.1.1.1.郵政劃撥郵政劃撥郵政劃撥郵政劃撥：：：：帳號帳號帳號帳號「「「「0240690024069002406900240690----1111」」」」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請註明：：：：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及學員姓名及學員姓名及學員姓名及學員姓名】】】】    
                                                                            2.2.2.2.支支支支                票票票票：：：：請開禁背即期支票請開禁背即期支票請開禁背即期支票請開禁背即期支票，，，，抬頭抬頭抬頭抬頭「「「「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生產力中心」」」」    
                                                                            3.3.3.3.繳款行號繳款行號繳款行號繳款行號：：：：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分行台中分行台中分行台中分行        ((((分行代號分行代號分行代號分行代號：：：：0170044017004401700440170044))))        
                                                                            4.4.4.4.收款帳號收款帳號收款帳號收款帳號：【：【：【：【004004004004----09090909----03563035630356303563----9999】】】】收款帳戶收款帳戶收款帳戶收款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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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匯款匯款匯款匯款、、、、ATMATMATMATM轉帳轉帳轉帳轉帳後請傳真收據或來電通知後請傳真收據或來電通知後請傳真收據或來電通知後請傳真收據或來電通知：【：【：【：【請務必註明請務必註明請務必註明請務必註明『『『『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參訓學員』』』』以便沖帳以便沖帳以便沖帳以便沖帳】】】】    

拾拾拾拾....結業授證結業授證結業授證結業授證::::上課出席率達上課出席率達上課出席率達上課出席率達80808080    %%%%及結訓報告提交合格者及結訓報告提交合格者及結訓報告提交合格者及結訓報告提交合格者，，，，由本中心頒由本中心頒由本中心頒由本中心頒發發發發中英文合格證書中英文合格證書中英文合格證書中英文合格證書    

 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第三期        (TPS)(TPS)(TPS)(TPS)豐田豐田豐田豐田式式式式生產生產生產生產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人才養成營人才養成營人才養成營人才養成營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班名 第三期(TPS)豐田式生產管理人才養成營 上課日期 107 年  8/3 - 9/21  日( 週五 ).共6天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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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匯款匯款匯款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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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