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CHINESE TOTAL PRODUCTIV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18 年日本東京 TPM/TPS 現場改善
及智能化生產優秀企業參訪研習團
活動目的

舉辦
日期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三)～12 月 02 日(日)
(共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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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方式
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業價值鏈體系，是我們目前面臨最

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或 e-mail

大的課題。有鑑於此，本協會特籌

電話：(04)23804128 丁小姐

劃此次「2018 年日本東京 TPM/

傳真：(04)23804178

TPS/現場改善及智能化生產優秀
企業參訪研習團」
，期望透過 TPM/
TPS/現場改善及智能化生產優秀
企業實地參訪及交流，強化 TPM/

E-mail：005@ctpm.org.tw

參加
對象
1. 企業經營者、第二代或接班人及高階主管;廠
長及相關主管等。
2. 已或欲導入精實生產(TPS/TPM/TQM)及自

TPS/現場改善及智能化生產之技

動化(省人化、省時化、省力化與少人化)、智

術能力與執行方法；進而提高企業

能化與現場改善之各企業負責人及決策主管

整體經營管理能力與競爭力。

與事務局人員。
3. 各企業、機構團體、相關部門主管、廠務或
工程部門人員及有興趣者。

主辦
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研修特色與重點
1. 工業 4.0 與自動化及智能化生產及設備管理與運作系統之實例介紹與分享。
2. 日本 HONDA 在 TPS/TPM/TQM/CSR/現場改善與自動化推動成功實際狀況。

（如何將其引擎核心技術與專長，從設計開發到引擎精密加工及組立成品
製造能發揮到極致。）
3. 日本 SUBARU 在 TPM/TQM/CSR/現場改善與自動化推動之心路歷程與具體成果及

經驗分享。
（如何將造車之核心技術與專長，從設計開發到成車組裝製造，以優越
之經營與管理，將其多種少量生產發揮小而美小而貴之高質化與高值化特色。）
4. 日本 Corelex 造紙工廠（三榮造紙東京工場） 在 TPM/TQM/CSR/5S/現場改善與

自動化推動成功實際狀況，設備密集化、大型化、智能化及連續性製程之生產線
如何進行智能保養與品質確保。
（如何將其造紙機械與廢紙廢水再生之核心技術
與專長，從設計開發到再生衛生紙成品製造能發揮到經典。）
5. 日本雅瑪多國際物流公司(黑貓物流) 在 TPS/TPM/CSR/5S/現場改善與自動化推動

成功實際狀況。
（如何將其精實物流與高效率、高速化與高自動化之核心技術與
專長，從設計開發到物流實際運作讓物流進化為「營造附加價值的方式」之
「Value-Networking」能發揮到極致。）
6. 追求「零損失、零浪費」歷程中，節能減碳之具體做法。
7. 追求「零災害、零工安、零損失、零浪費」歷程中，確保「人與設備安全」之具

體做法。
8. 如何建構員工活性化與創意之制度及改善企業文化（包括員工之改善提案制度、

發明專利制度。）
9. 團員研修心得研討與分享。

活 動 費 用
NT$49,800 元
費用包含：
1. 台灣、日本來往交通費用（來回飛機機票以搭經濟艙計，若欲升級商務艙，其增加費用由個人
支付，價格依訂位時之艙等另行報價。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因機位有限，請盡早報名）。
2. 飯店住宿費用，住宿以二人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如欲申請單人房，其增加費用由個人支付，
並請於報名表註明）
，全程指定單人房者補房間差價 NT$ 8,000。
3. 解說費用、整體規劃、觀摩廠商連絡與資料編制等服務。
4. 11/28-12/2 觀摩研習期間之導覽費、餐費。
5. 行李接送運費，大小不拘，以不超過 30 公斤為原則。
6. 司機、導遊及領隊小費。
7. 參觀團體入場費、機場服務費及相關稅捐。
8. 團體旅遊保險（旅行責任保險 500 萬、意外醫療 20 萬）
。
費用不包含：
護照辦理費、洗衣費、電話費、飲料費、超重行李費及其他個人性質費用。

研修團時程表

11/28
(三)

11/29
(四)

11/30
(五)

桃園國際機場✈日本東京國際機場

上午：工場觀摩(09:00~10:45)
－SUBARU 群馬工廠
下午：工場觀摩(13:30~16:20)
－HONDA 小川引擎工廠

上午：工場觀摩(10:00~11:30)
－Corelex 三榮造紙東京工廠
下午：工場觀摩(16:30~18:00)
－雅瑪多國際物流(黑貓物流)

12/01

(六)

12/02
(日)

市區參觀及心得分享

日本東京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參訪公司簡介
1. SUBARU
SUBARU 舊名為「富士重工業」，是日本重工業製造商之一，產品範圍涵蓋航空太空、
交通運輸、汽車、工業設備等。其汽車品牌名稱為「SUBARU」。2017 年 4 月起更名為
「SUBARU 公司」，以強調該公司對汽車產業的重視。2014 年在全球汽車製造廠中排名第 22
名，其生產車款向來標榜水平對臥引擎、全時四輪傳動、車體安全性等特色。
富士重工業的前身，最早是在 1917 年的時候成立的一間飛行器開發實驗室，後來才在
1953 年正式創立富士重工業。因此，目前除了車輛以外，飛機、引擎、環保相關工業，也都
是富士重工的營業範圍。1953 年成立之後，隔年立刻推出原型車 P-1，並且在 1955 年將品牌
命名為 Subaru。隨後陸續發表 Subaru 360 經典小車、Leone 雙門跑車等等膾炙人口的車型。而
在汽車技術方面，富士重工業在 1984 年開發出世界首具 ECVT 電磁控制無段變速系統，現在
各大車廠上搭載的 CVT 系統，都是由這邊購買專利權再進行研發。
近年來在眾家車廠訴求操控與頂級安全的趨勢下，SUBARU 憑著獨步車壇的「Boxer 水
平對臥引擎」、
「SAWD 對稱式全時四輪驅動系統」兩大核心科技，搭配操控、車體剛性全面
躍進的 SGP 全球模組化底盤，不僅在性能與操控取得完美的絕佳平衡，更在全球各大安全
權威認證機構的安全測試中連年繳出亮眼成績單。尤其如何將其造車之核心技術與專長，從
設計開發到成車組裝製造，以優越之經營與管理，能將其多種少量生產發揮小而美小而貴之
高質化與高值化特色。

2. HONDA 小川引擎工廠
HONDA 是日本的汽機車研發製造廠，引擎更是 HONDA 之核心專長與技術，也是全世
界非常少數同時擁有機車與汽車設計與製造能力的廠商。主要供應汽車、機車、船舶與遊艇
及其他運輸車輛、機械設備等之引擎。
HONDA 小川引擎工廠於 2009 年開始運作，是提供最先進的環保引擎給海外完成車廠及
寄居完成車工廠。HONDA 小川引擎工廠目前考慮如何產生一個最小化引擎的能量，並不斷
搜索下一代環境類型引擎。
想向全世界提供此產品。本次參觀工廠現場重點，包括從引擎氣缸體的鑄造、粗加工與
細(精)加工、引擎的組立及測試、包裝等生產過程，尤其如何將其引擎核心技術與專長，從
從設計開發到引擎精密加工及組立成品製造能發揮到極致，更是其重要之特色。
小川工廠主要生產: 1.5 升直接噴射 DOHC i-VTEC 引擎、1.5 升阿特金森循環 DOHC
i-VTEC 引擎、1.5L 渦輪增壓引擎等。

3. Corelex 三栄造紙東京工場
CORELEX 原本是為了將紙漿機器達到自動省力化而設計製作自動控制設備的公司。自
成立以來，進行獨自研究和技術開發，現在以紙漿機械為首，從原料到產品、零污染作為一
貫性的綜合工程並得到很高的評價。並與世界各國企業進行技術合作，以 CORELEX 集團的
中心追求高品質化。2003 年，我們收集了該技術的精髓，擁有最先進的回收造紙生產線的東
京工廠誕生了。除了大型加工功能的關注，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零污染排放造紙廠”東京工
廠，公司同意以循環型社會的理念，大幅利用來自政府機構增加其存在的意義。尤其如何將
其造紙機械與廢紙廢水再生之核心技術與專長，從從設計開發到再生衛生紙成品製造能發揮
到經典。東京工廠主要產品各類再生衛生紙東京工廠主要產品為各類再生衛生紙。

4. 羽田 CHRONOGATE 雅瑪多國際物流
以『成為提供全新時間與空間的物流「玄關」
，同時為物流業界開啟新時代之門』為目
標而命名。雅瑪多(ヤマト)國際物流以國際化的羽田機場為首，座落於可運用陸海空全方位
輸送方式的地點的「羽田 CHRONOGATE」，藉由集結雅瑪多集團的所有機能，包括「快
速、正確送達物品的機制」、「洗淨」、「印刷」
、「修理」及「保養」等多樣化附加價值機能，
為新一代的物流設施。 將「羽田 CHRONOGATE」的機能發揮到極致，讓物流進化為「營
造附加價值的方式」，不侷限於個人客戶、不問業種及事業規模，為企業客戶提供「物流改
革」的計畫，這就是雅瑪多集團所謂的「Value-Networking」構想。 本「羽田
CHRONOGATE」參觀路線，是透過介紹實體設備展示及設施，讓您實際體驗以宅急便為首
的物流機制、及雅瑪多集團所追求的物流之未來─ 「Value-Networking」構想。
參觀之特色：包括參觀迴廊及集中管理室，參觀迴廊：可以實際看到貨物在輸送帶上實
際作業的情況，並以兩段影片來分別說明雅瑪多在物流處理的過程。另外，集中管理室：負
責管理整棟大樓無論是車輛進出，人員進出，輸送帶上狀況監控等等的情況，這裡的門禁管
控，除了常見的門卡外，還有導入指紋辨識。(如何將其精實物流與高效率、高速化與高自
動化之核心技術與專長，從從設計開發到物流實際運作讓物流進化為「營造附加價值的方
式」之「Value-Networking」能發揮到極致。)



參觀工廠簡介:
受訪廠商

行業別及主要產品
1. SUBARU 品牌之轎車、休旅
車等汽車專業製造。
2. 土 地 面 積 ：
585, 000 (15, 000) m ²

(汽車)

1. 工業自動化與智能化、一體化及
工業 4.0。
2. 5S/TPM/環保/CSR 推動案例。
3. 生產線之冲壓工程、溶接工程及最後組

3. 廠 房 面 積 :： 330, 000m ²

裝工程與最後測試完成車等生產線，工

4. 員 工 人 數 ： 4, 276 人

廠廠房及生產線之規劃與設計。

5. 主 要 生 產 車 款 ：
SUBARU 群馬工廠

參觀主題及特色

4. 生產線工程間之作業和連結方式、物流

L EV O R G 、 I MPR E ZA 、

配送和物流動線規劃和配送方式、生產

SU B A R U X V 、 W R X、

情報傳遞和生產管理看板運用及使用工

SU B A R U B R Z 等 車 款 。

具、 生產速度和檢測方式等。
5. 注重環保和企業社會責任(CSR) 。
6. 展示 H6 六缸水平對臥引擎及對稱式全
時四輪驅動系統兩大核心技術。
7. 多種少量高效率、高附加價值生產線。
8. 現場物流動線規劃與設計及運作。

1. 各類汽車、飛機、船舶及
運輸工具等之引擎製造
2. 主要產品包括：
1.5 升直接噴射 DOHC
HONDA 小川引擎工廠
（引擎製造）

1. 工業自動化與智能化、一體化及工業
4.0。
2. TPS/TPM/TQM/CSR/現場改善與自動化
推動。

i-VTEC 引擎、1.5 升阿特金

3. 高度設備密集、高度自動化設備及高速

森循環 DOHC i-VTEC 引擎

高精密加工機械生產線之 TPM 推動典

、1.5L 渦輪增壓引擎等。

範。
4. 高效率、高附加價值生產線。
5. 高精密、高速度、高品質機械加工線。
6. 注重環保和企業社會責任(CSR) 。
7. 現場物流動線規劃與設計及運作。

受訪廠商

行業別及主要產品

參觀主題及特色

1. 各類再生衛生紙製造及銷售

1. 高度自動化、高速化、高效率、高質量

2. 土 地 面 積 ： 约 26,400 m
²。
3. 產能：約 4500 噸/月。
4. 主要設備：
包括紙漿機、造纸機、
Corelex 三栄東京工廠
（各類衛生紙製造）

生產之製造系統。
2. 資源回收與再生(包括回收循環水與
廢紙之再生再利用)。
3. 環境及職場之零汙染與低噪音實施。
（世界第一家“零污染排放造紙廠”）

Crescent 成型機、衛生纸加

4. 生產線以自動省力化設計重點。

工設備备（擁有專利之無心

5. 現場之 5S 與三定落實化。

捲繞機）、自動化省力設備

6. 追求零工安及零污染與零災害。

與污染防治控制設備等。

7. 現場目視化管理與標示標準化。
8. TPM 推動典範案例。
9. 現場物流動線規劃與設計及運作。
10. 設備密集化、大型化、智能化及連續性製程
之生產線如何進行智能保養與品質確保。

1. 知名國際運輸物流
2. 總 面 積 : 约 197,575.57 平方米
3. 主要事業:運輸海外及日本全
國貨物等。
雅瑪多國際物流

1. 雅瑪多國際物流「Value-Networking」思
維與架構。
2. 物流作業之高度自動化、高速化、高效
率化與高職化。
3. 物流之「快速、正確送達物品的機制」
4. 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SR) 。

(物流)

5. 物流相關設備之維修體制之建立與實際
運作。
6. 物流人才之育誠與訓練。
7. 門禁管理與指紋辨識系統之運用。
8. 智能化物流與精實物流之導入與運作。

參加辦法
1. 檢附報名表乙份，自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107/11/05，或額滿為止。
2. 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後，連同護照影本以 mail 或傳真至協會。
3. 傳真號碼：(04)-23804178；e-mail: 005@ctpm.org.tw 丁小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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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五)前繳清。
5. 繳費方式：匯款帳號 210-06-14084-1 兆豐銀行敦化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支票付款：請開立抬頭「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之即期票據
※請寄至「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900 巷 50 號 4 樓之 1」
6. 團員於本團行程開始前如取消退出時，應負賠償本團損失之責，其賠償標準如下：
甲方（團員）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協會）解除本契約，但應繳交證照費用，
並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1)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團費百分之十。
(2)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團費百分之二十。
(3)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團費百分之三十。
(4)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一日到達者，賠償團費百分之五十。
(5) 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團費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乙方如能
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6)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而有所變動，協會保留調整之權利，不便之處，請見諒。

注意事項
1. 本協會將於報名截止並確定成行時，將出國手續須知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通知參加
者，並協助辦理出國手續。
2. 報名參加者請於 107/11/10 前繳清參訪費用新台幣 49,800

元整。

3. 本團預定 32 人成行，未達此人數無法成行時，預繳費用悉數退還。
4. 本團出發後，必須團體行動，若因個人關係未能參加全程者，概不退費，敬請見諒。
個人因變更行程所增加之費用亦由個人自行負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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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運輸公司依其所訂定之條例直接向團員
負責。

2018 年日本 TPM/TPS/現場改善及智能化生產優秀企業參訪研習團報名表
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姓名

中：

出生日期

月
(同護照)

護照號碼：

中：

座艙等級

住宿

年

職稱：

英：

性別

日

□ 男
□ 女

□ 商務艙
□ 依團體

英：

(同護照)

護照號碼：

日

□ 男
□ 女

□ 商務艙

□無，自行辦理

□ 不吃牛

□無，需協助辦理

保險受益人：

□ 依團體

□ 葷

□有

□ 素

□無，自行辦理

□ 不吃牛

□無，需協助辦理

□ 單人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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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護照辦理

□ 葷
□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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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元

收據開立

TE：(04)2380-4128 FAX:(04)2380-4178
e-mail: 005@ct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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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不足使用，請自行複印使用)

※單人房加收 NT$8,000、商務艙來回價格依訂位時之艙等另行報價

□ 個人

□ 公司，統編:

【匯款】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全面生產管理發展協會
帳號：210-06-14-084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敦化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