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 

Office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ffair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PM 專業經理人培訓班」 招生簡章 

課程特色：學員可從各單元切入學習  結合 TPM 證照制度  具豐富經驗之講師授課 

一、課程介紹： 

    隨著自動化之趨勢，整個生產活動愈來愈依賴設備。因此以設備管理為中心的企業經營活動，就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全面生產保養制度(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簡稱 TPM)為目前國內企業正積

極引進之改善經營體質之方式。是所有員工經由小集團活動實現的生產保養。 

    TPM 在 1971 年由日本設備維護協會(Japan Institute of Plant Maintenance 一 JIPM)開始倡導，

以生產部門為對象，它的管理策略是「將現有的設備作最高極限的運用」；具體內涵就是「徹底排除設

備的損失及浪費，使設備達到最高效率為目標。 

    全面生產管理 TPM以設備爲中心、以生産現場爲核心追求生産系統效率之極限。在 TPM實施中，分

別針對這些損失進行個別改善，把設備的效率提升到最大極限。它被高度評價爲從保養活動開始的一種

由全員參加的管理活動，徹底地改善，消除損失，不但能提升生産性能，也提升品質和改善企業體質，

是生産型企業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為全球企業所公認最具有效率化生產系統

與競爭力的衡量指標，作為企業具有競爭優勢之證明。 

二、招生對象：企業負責人、高階主管、中階主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一般職員及有興趣的學員。 

三、開課日期及上課時間： 

1. TPM 單元課程-TPM 概論與組織運作：106 年 7 月 29 日(六)、7 月 30 日(日) 9:00~12:00 及 13:30~16:30 

2. TPM 單元課程-自主保養實務：106 年 8 月 5 日(六)、8 月 6 日(日) 9:00~12:00 及 13:30~17:00  

3. TPM 單元課程-個別改善實務：106 年 8 月 12 日(六)、8 月 13 日(日) 9:00~12:00 及 13:30~17:00 

上課地點：中山大學校本部國際研究大樓 

四、課程規劃： 

 TPM 單元課程－TPM 概論與組織運作 

項次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課程大綱內容 時數 日期 費用 

1  
全面生產管理 
概論  

現代製造業經營管理
之作法與展開技巧。  

1.TPM 概論  
2.追求 生產系統效率之極限之具體
展開  

3.TPM 導入開始到落實活動步驟  
4.TPM 八大活動支柱概要  
5.結語-推行 TPM 成功的關鍵  

6 7/29 

7,000 元 

2  
TPM 事務局與分
科會組織運作  

了解 TPM 推動實務局
之使命、任務以及運作
方式，並介紹各分科推
動作法。 

1.TPM 展開架構-推行 TPM 的 12 步驟 
2.TPM 事務局的職責  
3.TPM 推動事務局及分料會運作方法  
第一階段：從導入到全面展開  
第二階段：專門分料會的運作  

6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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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M 單元課程－自主保養實務 

項次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課程大綱內容 時數 日期 費用 

1  自主保養實務 

通常推動自主保養往往會受
到現場人員的抗拒，本課程從為什
麼要做自主保養開始探討，解開基
層同仁的心結。 

基本的自主保養都有詳細探
討，最後以各廠實施經驗，研究出
關鍵點，並以口訣強化基本認知，
介紹容易執行的手法，期盼自主保
養能成為操作人員提升自身水
準，並達成設備穩定、產品品質穩
定的多贏目標。演練與訓練並行培
養員工自行思考防止設備故障，防
止短暫停機，增加設備生產力的一
套作法。 

一、為什麼要做自主保養？ 
二、自主保養要做到什麼程
度？ 
三、自主保養的目的？ 
四、自主保養的基本想法 
五、自主保養步驟展開的想
法 
六、自主保養三階段七步驟 
七、過關診斷 
八、自主保養活動的口訣 
九、自主保養關鍵問題 
十、成功關鍵 

13 
8/5 
8/6 

7,000 元 

 TPM 單元課程－個別改善實務 

項次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課程大綱內容 時數  日期 費用 

1  
個別改善 
實務 

培養企業幹部 TPM 個別改善之種
子 

1. 如何消除工廠 16 大損失以提昇
生產力 

2. 學習如何運用 TPM 改善手法 

瞭解工作環境內各種損失的類
型，發覺浪費的方法，分析問題點，
構思改善方案與執行技巧；並建構
組織改善活動運作模式，以徹底排
除阻礙生產力之各項損失，發揮人
員與設備最高效率及生產力。 

1.何謂生產效率  
2.生產損失架構  
3.設備總合效率(OEE)計算
與演練  
4.個別改善進行方法  
5.改善分析手法 
(Why-Why，PM 分析)  
6.實務演練與研討  

13 
8/12 
8/13 

7,000 元 

五、收費標準： 

 TPM 單元課程，學員每人單堂 7,000 元整。 

       本校學生、校友(含推廣教育結業學員)、教職員享單堂課程學費 9 折優惠價。 

三人以上團報(需同一課程)，並同時完成報名及繳費程序，享單堂課程學費 8.5 折優惠價。                                                    

(備註：以上優惠方案限擇一採用) 

六、結    業：修讀期滿，由本校發給中、英文推廣教育結業證書，但日後不得作為抵免（修）
學分之用。 

◎報名相關資訊：(請詳讀報名辦法，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一、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6 年 7 月 25 日止。 

二、報名可採下列三種：  

(1) E-mail 報名：將報名表填寫完畢後，直接 E-mail 至承辦人曠首馨小姐信箱，信件主旨
請註明：「報名 TPM 專業經理人培訓班第 1 期」，寄出後請來電確認收件成功。 

   Email：wanna892030@ mail.nsysu.edu.tw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711 

(2) 傳真報名：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 07-5252017，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收件成功。 

http://training.csd.org.tw/event/75/1276
mailto:moonboow@mail.nsysu.edu.tw


(3) 現場報名：請攜帶報名相關資料，直接至本校產學處推廣教育組(國際研究大樓四樓)

報名。 

三、學費繳費方式： 

     (1) 線上列印繳費單： 

至本校線上繳款網頁：http://140.117.13.70/OLPRS/pay.asp  收款單位點選「產學營運
及推廣教育處」，收款款別點選「TPM 專業經理人培訓班第 1 期」 確認送出  輸
入「姓名」及「金額」點選 ATM 轉帳  確認送出  列印繳費單  至臺銀或各
大超商臨櫃繳款或自動提款機 ATM 轉帳繳款(超商繳費需加收 6 元手續費)。 

   四、退費相關注意事項： 

     (1) 退費橝準：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實際
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 已逾全
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2) 退費方式：請於退費期限內填寫退費申請書、退還收據正本並繳交在台金融單位存摺 

影本。(請注意：非郵局或台灣銀行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元。) 
◎其他事項： 

   一、若因招生不足或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無法如期開班，本處有權停開，所繳費用
以電匯方式無息退還（匯款手續費除外）。 

       請注意：非郵局或台灣銀行帳戶，將自付手續費 NT$30 元。 

   二、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本處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 

◎聯絡方式：國立中山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教育處  曠首馨小姐 07-5252000 分機 2711 

                                              E-mail：wanna892030@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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