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瑞典、德國
優秀工廠生產參訪研習團

2018.09.19 － 09.29
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製

一、研修目的
在追求工業 4.0 與經濟發展前提下，如何提高競爭力與降低成本及提高設備效率，
建構我國綠色產業價值鏈體系，是我們目前面臨最大的課題。有鑑於此，本協會特籌
劃此次「2018 年瑞典、德國優秀工廠生產參訪研習團」，期望透過 TPM/ TPS 現場改
善、創新設計及智能化生產優秀企業實地參訪、交流與「電動車設計、開發與生產之
思維創新」
，強化現場改善、智能化生產與綠能環保之技術及執行；進而提高企業整體
經營管理能力與競爭力。

二、研修特色及重點
1. 邀請國內精實生產管理專家隨團指導及翻譯。
2. 安排瑞典與德國世界級共四大工廠(Volvo、Koenigsegg、Airbus、Mercedes Benz)
優秀企業進行生產現場之參觀交流活動，包括工業 4.0、精實生產系統、生產自動化、

3.
4.
5.
6.
7.

綠色生產、工安環保、新材料與新技術(因應低耗能、輕量化與低污染之需求，以及物
流動線與生產情報電子化與即時化等)及「電動車設計、開發與生產之思維創新」
，了
解其在工業 4.0 與打造世界級產品之策略思維與推動歷程與成功實例。
參觀享譽全球國際之 Volvo、Koenigsegg、Airbus、Mercedes Benz，了解其企業集
團經營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國際汽車產業之脈動與未來新的發展趨勢。
觀察優良企業零工安、高品質、高價值及優質服務的實際做法。
安排學員間共同分享參訪心得與推動改善心得，提高研習效果。
了解瑞典與德國優秀企業文化與員工之價值創造。
體驗瑞典與德國人文與文創之美。

三、研習團舉辦資訊
1. 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二)至 9 月 29 日(五)，共計 11 天 9 夜。
2. 活動費用：NT$156,800 元整
➢ 台北-荷蘭阿姆斯特丹-瑞典哥德堡之團體經濟艙來回機票。
(商務艙(台北-荷蘭)，由個人支付(D 艙)NT$75,000、(D 艙+C 艙)NT$85,000；
豪華經濟艙(台北-荷蘭)，由個人支付(E 艙)NT$27,000、(U 艙)NT$37,000，
升等航班僅有台北至荷蘭國際段，不包含荷蘭至瑞典內陸段，費用以實際訂到艙等為準，
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因機位有限，請盡早報名以利作業】
➢ 飯店住宿費用，以兩人一房為原則。
(欲申請單人房，由個人支付 NT$25,500，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 11 天 9 夜之早、午、晚餐費用。
➢ 團體旅遊行動之交通費、解說費用、行程規劃、觀摩廠商費用、翻譯費及行程中所列
➢
➢
➢
➢
➢
※

之景點門票費用。
旅責險 500 萬意外險 + 10 萬意外險
全程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每人一台導覽機(返台時收回)。
每人每天一瓶水。
Wifi 分享器(一間房一台)。
費用不包括代辦證件費及上述未列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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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絡資訊：
➢ 聯絡人：黃明哲 秘書長
➢
➢
➢

聯絡人：楊雅菁 小姐
電話：04-23804128
Email：006@ctpm.org.tw

手機：0989-071-536
手機：0972-183-812
傳真：04-23804178

四、行程表（本協會保留行程變動之權利）
Day

日期

行程內容
華航 桃園國際機場 00:25 →荷蘭阿姆斯特丹 07:40
飛行時間：13 小時 15 分

1

9/19(三)

轉機時間：2 小時 10 分
荷蘭航空 荷蘭阿姆斯特丹09:50 →瑞典哥德堡11:20
飛行時間：1小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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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四)

參觀 Volvo
08:45-09:30 Factory Tour
10:00-11:30 Exhibition Tour @ Brand Experience Centre
下午 Volvo博物館

3

9/21(五)

參觀 Koenigsegg
10:00/10:30-12:00/12:30 Factory Tour(分兩團)

4

9/22(六)

沿途丹麥市區、風景參觀(文創產業參訪與交流)

5

9/23(日)

沿途德國市區、風景參觀(文創產業參訪與交流)

6

9/24(一)

參觀 AIRBUS
14:30-17:00 Factory Tour

7

9/25(二)

參觀 Mercedes-Benz
09:00-11:00 Factory Tour

8

9/26(三)

沿途德國、荷蘭市區、風景參觀(文創產業參訪與交流)

9

9/27(四)

沿途荷蘭市區、風景參觀(文創產業參訪與交流)

10

9/28(五)

華航直飛
荷蘭阿姆斯特丹 11:00 →桃園國際機場 06:00+1
飛行時間：13 小時 00 分

11

9/29(六)

荷蘭阿姆斯特丹 →桃園國際機場 06:00

※ 如欲不可抗力之因素，本協會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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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典、德國優秀企業簡介
Volvo
1925 年 9 月 創 辦 人 古 斯 塔 夫 · 拉 森 (Gustaf
Larson)和亞沙·蓋布列森(Assar Gabrilsson)，成功
說服 SKF(滾珠軸承製造廠)的董事會，同意於公司
Torslanda 的廠房進行試作車的組裝，1927 年 4 月首
台 Volvo ÖV 4，Volvo Car 正式成立；於 1935 年脫
離母公司 SKF，獨立為富豪集團繼續營運；於 1999 年
由美國福特汽車收購，並成為完全獨立的公司；又
2010 年由中國吉利汽車公司入股 Volvo 汽車。
Volvo 汽車的三大核心價值：品質、安全性和環
保，除了專研於汽車設計開發技術外，也特別重視環
保性、綠能與創新性，例：三點式安全帶、收覆式
兒童安全座椅、Lambda Sond 降低有害氣體排放、側
撞防護系統及自動煞車偵測等可以有效大幅降低因車
禍碰撞傷亡之人數；2017 年宣布因應全球環保之潮流
將逐步淘汰傳統內燃機引擎，著力於電動車之研發與
開發，預計 2019 年後將推出純電動車和油電車的新車
款。
此次參訪的 Torslanda 工廠，主要生產 XC60、
V90、V90 越野、XC90 等，導覽內容包含沖壓、烤漆、
組裝及測試至完車之生產線及物料動線規劃設計；
品牌體驗中心展示汽車設計、安全、環保、新款電動
車及運用各種方式宣導行車安全及安全研究成果；
Volvo 博物館兩層樓建築包含 Volvo 汽車的歷史資
料、經典車型、商用產品及最具創新的設計理念。Volvo
汽車具有北歐人的匠心精神及不忘安全的創造初心，
成為獨具一格的瑞典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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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nigsegg
Koenigsegg 的誕生證明了創始人克里斯·馮·
科尼賽克（Christian Erland Harald von
Koenigsegg）對夢想的價值。1994 年在恩厄爾霍爾
姆創立了 Koenigsegg 汽車品牌，以打造出這世界上
最好的跑車為目標；Koenigsegg 追求高安全性、高
質化、高速化及輕量化設計與應用，融合航太科技，
賦予車輛尖端性能、將代表瑞典空軍驍勇善戰的鬼
魂標記，烙印在引擎室後窗、單一操作的平移旋轉
式車門，解決出入跑車之不便性。
2002 年首輛量產車「CC8S」問世，顛覆頂尖性
能跑車既定之框架，榮獲「史上最快速量產車」的
名號；2015 年「Agera RS」全球僅有 25 輛，約 10
個月完售，因「純手工打造」的品牌堅持，歷時 3
年才全數交貨完畢，為 Koenigsegg 再添傳奇；2015
年於日內瓦車展上，揭曉的油電超跑「Regera」在
瑞典文有統治之意，Regera 為碳纖維單體式車體，
透過光纖、複合材料與新技術之結合應用，讓輕量
化的碳纖維材料在碰撞時幾乎不會變形；1,500 匹
的動力，以一具 V8 引擎，搭配三組電動馬達及電池
組構成其動力來源，並採用特殊的 KKD(Koenigsegg
Direct Drive)直驅系統，透過液壓離合器連接，動
力直接由引擎傳遞至車輪，減少傳統變速箱在高速
行駛時 50%的傳動損失，讓 0-100 公里加速僅需 2.8
秒。
Koenigsegg 工廠參觀包含生產線及展示間，在
展示間了解 Koenigsegg 的歷史、經典車型及最具創
新設計理念等；在生產線深入了解最新油電超跑
「Regera」的製造過程，從組裝車身確認車體的接
縫，將車殼拆開進行打磨、上漆，組裝引擎、車架、
輪軸，電線佈置與電子設備測試，車身、內飾組裝
成型，到最後出廠前的檢查，每輛車都是由專家手
工製成，透過此次觀摩感受從廠房生產線設計、生
產組裝、測試製程之獨特性，體會 Koenigsegg 工藝
與工匠之精神。
4

Airbus
Airbus 是歐洲最大民航飛機製造公司，於 1970
年由德國、法國、西班牙與英國共同創立，總部設於
法國布拉尼亞克(Blagnac)。自成立以來，Airbus 的
民航機，以高安全性、高質性、創新性、舒適性及環
保性逐漸深受市場青睞，不斷推陳出新的機種，以穩
定步調逐漸發展成波音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
Airbus 產線由四個成功系列機型組成，寬體
A300/A310 系列，A300 為第一個雙通道、雙引擎的飛
機；1984 年研發的 A320 系列，以走道窄體客機及世
界第一款使用數字電傳操縱飛行控制系統
(Fly-By-Wire)的商用飛機，成為其銷量最大的飛
機；遠程型寬體 A330/A340/A350 系列及超遠程雙層
A380 系列，
目前 Airbus 全世界有三個 A320/321 總裝線，漢
堡、莫比爾、天津；此次參觀 Airbus 德國 Hamburg
工廠是 Airbus 在德國規模最大的企業，這裡負責組
裝 A320 全系列客機(A318/A319/A320/A321)及 A380
的初步組裝；將法國設計製造的機身前半截、德國設
計製造的機身後半截、英國設計製造的兩翼和起落架
及西班牙設計製造的尾翼，在德國完成最終組裝與測
試，2017 年 A320 系列每月生產量約為 50 架，其一
半為 Hamburg 生產；而 A380 在完成初步組裝後，由
Airbus A300-600ST「大白鯨」超級運輸機，將半成
品運送至法國土魯斯完成最終組裝；Hamburg 工廠客
製化訂單生產之產房及生產線設計、排程、製程與物
流配膳規劃等獨特性，充分運用法、德、英、西之核
心技術專長及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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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1926 年卡爾·賓士(Carl Benz)創立的 Benz&Co.
與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創立的的 DMG
公司從原本競爭的車廠，宣布合併成立 Daimler-Benz
AG(1989 年更名為 Daimler AG 戴姆勒)，品牌名稱為
Mercedes-Benz。兩位創辦人雖從未見過面，但分別研
發打造的三輪車及四輪車，成功開啟汽車業的發展。
1951 年推出豪華 300 車系，成功打下豪華品的基
底；1960 年賓士開始往安全科技發展，安全氣囊、ABS
防鎖死煞車系統等；即便時代和環境不斷轉變，
Mercedes-Benz 始終堅持走在前端，以創辦人「The
best or nothing」的格言延續下去，經過百年的發展
造就一個豪華汽車品牌傳奇。
C class 是目前賓士最成功的車型，而 Bremen
工廠是全球 C class 車輛生產的領先工廠，目前生產
C class 的三個工廠，包含美國 Tuscaloosa、南非 East
London 及中國 Beijing 都在這裡進行管理、監控和優
化，以傑出的冠軍物流系統、教育訓練與經驗分享的
溝通方式，解決四大洲工廠與數十萬員工及多樣化車
型等的問題，進而讓四間工廠一起快速成長。
Bremen 工廠除了負責 C Class、E Class、GLC
等車型外，小跑車 SLC 與 SL 亦從此出廠，2019 年更
預計於 Bremen 工廠啟動純電概念車產線。約兩小時
的觀摩包含影片的公司介紹、生產線車身裝配及最後
全車的組裝與測試至完車等；透過觀摩活動感受到
「The best or nothing」的堅持，對安全科技、環保
與綠能、工業 4.0 高度自動化及智能化之研發與應
用，Just In Sequence 的生產管理系統與模式與未來
電動車之設計開發與產線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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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辦法
1. 即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五)17:30 前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2. 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後，連同護照影本，以 Email 或傳真的方式交至協會。
(傳真：04-23804178 、 Email：006@ctpm.org.tw)
3. 支付訂金每人 NT10,000 元整，即為報名成功，本團成行後訂金轉為團費，
尾款請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五)前繳清。
4. 付款方式：
※匯款：
銀行：兆豐銀行敦化分行 帳號：210-06-14084-1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支票：
抬頭「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之即期票據。
請寄至「408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900 巷 50 號 4 樓之 1」

七、注意事項
1.
2.
3.
4.

本團已團進團出為原則。
預定 25 人成行，未達此人數無法成行時，預繳費用悉數退還。
團費不包括出國手續之護照費用，請自備有效期限達 6 個月以上之護照(可自費代辦)。
現機上座位安排不同以往，開放個人票先選位，團體票常被分得很散(不見得會同座)，
將依機場航空公司劃位為主，若座位被分散，請見諒。若欲選位的貴賓，建議請另行
購買個人票。

5.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因國家風俗民情不同，外國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韭、蒜、
辣椒、蛋、奶等食材，多數皆以蔬菜、水果等食材料理，變化較少，與國人之素食習
慣有所不同。敬告素食旅客前往國外旅遊，可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
之需。
6. 報名且本團確定成行後，本協會隨即委託旅行社開始為您預付此趟旅程之相關費用，
若因事退出者所繳報名費恕不退還，團員於本團行程開始前如取消退出時應負賠償本
團之損失之責，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 27 條之規定辦理，其賠償標準如下：
(1) 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31 日以前提出者，賠償團費 10%。
(2) 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1 日至第 30 日以內提出者，賠償團費 20%。
(3) 旅遊活動開始前第 2 日至第 20 日以內提出者，賠償團費 30%。
(4) 旅遊活動開始前 1 日提出者，賠償團費 50%。
(5) 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提出者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團費 100%。
7. 旅行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運輸公司自有其個別條例，直接對乘客及行李負責，行程中
如有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或意外事件時，悉由該運輸公司依其所訂定之條例直接向團
員負責。
8. 行程參訪公司、參訪順序及食宿安排，如遇不可抗拒之因素而有所變動時，本協會保
留調整之權利，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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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瑞典、德國優秀工廠生產參訪研習團 報名表
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姓名

中：

出生日期
年

職稱：

月
英：

(同護照)

護照號碼：
中：

性別

日

座艙等級

住宿

□ 商務艙
□ 男
□ 女

年
月

英：

(同護照)

護照號碼：

日

□ 商務艙
□ 男

□無，自行辦理

□ 不吃牛

□無，需協助辦理

保險受益人：

□ 葷

□有

□ 素

□無，自行辦理

□ 不吃牛

□無，需協助辦理

□ 單人房
□ 豪經艙

□ 女

□ 依團體
□ 依團體

關係：

保險受益人：

關係：

個人行動電話：

職稱

電話

e-mail
繳款方式

□ 素

保險

個人行動電話：

身分證字號：

聯絡人姓名

□有

□ 依團體
□ 依團體

護照辦理

□ 葷
□ 單人房

□ 豪經艙

身分證字號：
職稱：

用餐

分機：

傳真
□ 支票 □ 匯款

費用合計

煩請將報名表/匯款單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
TEL：(04)2380-4128 FAX:(04)2380-4178
e-mail: 006@ctpm.org.tw
(表格不足使用，請自行複印使用)

NT$

元

※商務艙加收(D 艙)NT$75,000
(D 艙+C 艙)NT$85,000
※豪經艙加收(E 艙)NT$27,000
(U 艙)NT$37,000
※單人房加收 NT$25,500
升等航班僅台北至荷蘭國際段，不含荷蘭
至瑞典內陸段，費用以實際訂到艙等為準
8

收據開立

□ 個人

□ 公司，統編:

【支票】
抬頭：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惠寄：408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900 巷 50 號 4 樓之 1
【匯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敦化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帳號：210-06-14-0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