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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觀摩參訪

林永裕：TPS補強微笑曲線中間的製造端
莊大立：推動智慧機械的二根支柱—TPS和IoT
呂正華：TPS是邁向高階製造中心的基礎

國
瑞汽車在去(2021)年12月17日邀請臺灣

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監事團隊暨實施

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的會員企業到中

壢廠觀摩交流。國瑞汽車總經理林永裕親自接

待，並分享國瑞汽車的TPS與數位化現況；機

械業TPS的推手—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呂正華親

臨現場為廠商加油打氣。機械公會監事會召集

人莊大立代表理事長魏燦文致詞，其他有名譽

理事長柯拔希等機械設備廠及產學研界菁英約

70位，共同取經。

機械公會將2015年訂為「智慧機械製造元

年」，開始帶領會員廠商大力推動智慧機械，

有感於智慧機械必須要有更深的底蘊為工廠打

下良好的整理、整頓基礎。於是，在2018年開

始接手推動TPS，試圖讓TPS成為機械產業供

應鏈的共同的語言，因而建立「機械業供應鏈

TPS精實管理推動平台」。2020年機械公會開

始執行經濟部工業局的「機械產業精實管理/

TPS補助計畫」，至2021年為止共有52家次廠

商獲得補助款。接著2022年將首度連結TPS與

數位化來推動。

國瑞汽車TPS與數位化觀摩參訪

採訪，攝影/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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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裕：TPS補強微笑曲線中間
的製造端

國瑞汽車是豐田在台灣的汽車製造廠，成

立以來就有TPS豐田生產方式，在TPS的氛圍

下，做一些學習、改進和成長；過程中，也經

歷一些瓶頸，進而將這些經驗用來實踐和發揚

光大，開創新的東西。

林永裕表示，國瑞汽車成立37年來，培養

很多人才，希望能為台灣做點事情，在2001年

和巨大機械展開合作，巨大董事長劉清標認

為，要把TPS這麼好的東西分享給大家，對產

業才有更大的幫助，於是成立A-TEAM，劉清

標曾表示，巨大和國瑞合作有三項很有成就的

事情，一是LEAD TIME(L/T)從接單到出貨，

由45天縮短減為14天，二是生產線的執行率，

從組裝到出來，經過1~2年的合作，由原本的

40%提高到80幾%，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是，

巨大的幹部到員工，變成學習型的員工，可以

接受新的知識，可以去想，這種學習型的價值

型成長，他認為是最重要的。從他把TPS導入

A-TEAM成員來推動，對自行車產業聚落留在

台灣有很大的幫助。之後美利達也開始推動。

國瑞和工具機產業的合作淵源始於工業局

希望國瑞提供協助，目前計有30幾家的工廠輔

導，出於規模及結構不同，成果不盡相同，但

國瑞已盡了很大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成

長。

過去台灣在研發和行銷也就是微笑曲線的

兩端都做得很好，但中間製造的部分，比較保

守，沒有那麼多的成長，還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面對未來的國際競爭(TPS的推廣)，對台

灣整個產業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希望機械公

會能夠大力的推廣，因此邀請各位來參訪。

莊大立：推動智慧機械的二根支
柱—TPS和IoT

莊大立說，我看過的第一本精實管理的

書，叫《精實革命(LEAN THINKING)》，2004

年到現17年，但現在外面大概沒有講精實管理

了吧，大家都改稱TPS，可見TPS的威力，TPS

成為精實管理的典範、MODEL，大家學習的

對象，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成就，非常感謝國

瑞汽車的推廣。

國瑞汽車最讓人敬佩的是願意把TPS

在台灣推展，從2001年開始的A-TEAM到

M-TEAM，再到機械業的輔導，從A-TEAM到

機械業超過40幾家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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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瑞汽車有二個支柱：JIT

和自働化，機械公會在推動

智慧機械也有二根支柱，就

是TPS和IoT，一定要從最基

本把事情做好，所以推動TPS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特別

感謝工業局呂局長，從2022

年開始，TPS不用再申請，工

業局已把經費編列好給機械

公會來執行，但經費還是不

夠，希望能夠多編列一些，

符合大家的期望。

莊大立表示，近幾年

來，由於申請參觀國瑞的團

體非常多，國瑞只接受學術

界的申請，這次能夠開放給

機械產業來參觀實在難能可

貴。

呂正華：TPS是邁向
高階製造中心的基礎

從2001年開始和腳踏車

業者13家合作導入TPS。在

2007~2008，M-TEAM有32

家廠商導入，在師父引進門

後，各自不斷學習發酵與精

進，啟動持續改善的過程。

機械公會在柯拔希擔任理

事長時向工業局表示，TPS

非常重要，對智慧機械的推

動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工業

工程的作業管理就會談要做

到精實管理，要JUST-IN –

TIME，減少浪費等等，TPS

這個TOYOTA WAY為世人

所稱頌，真的落實在工廠製

造當中。發展智慧機械的基

礎，TPS是非常重要的，尤

其要往高階製造中心推動，

要把品質做好，如何減少浪

費，精實管理的做法及如何

精進就很重要。

在座的各位，出錢、出力

又出時間，也提供累積的人

生智慧，讓工業局的同仁更

加了解產業，更貼近產業的

需求。

在經費的支援上面，永遠

都會不太夠，這個和持家及

工廠經營都相同，在每年有

限的資源，哪個地方要多做

一點，哪個地方要節省一

點，道理是相同的。看起來

是庫存，但庫存就是錢，庫

存減少等於把錢賺回來，這

個觀念會促使大家把TPS做到

更加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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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前後期導入TPS的廠商一起來觀摩

學習，國瑞也敞開產線亳不保留給大家參觀，

讓大家仔細體會TPS，而不只是把書打開而

已，是實實在在的觀摩工廠，今(2021)年上半

年有鉅祥精機以及全球傳動TPS的成果及觀摩

會，業者互相學習與砌蹉，成就標竿學習。

國瑞汽車的TPS與數位化
林永裕表示，目前多數將精實管理與TPS

劃上等號，就目的來看是接近，就是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但TPS有她的人文內涵及對生

產的尊重，對人性著墨比較多，論過程有些差

別，但結果是差不多的。

林永裕舉了二個在日本導入TPS著名的例

子，一個是1997年日本中部國際機場，請了二

位豐田的高手擔任總經理及執行幹部，以低於

預算2成的費用建設(由7,680億日圓，降為5,950

億日圓，但交期較原來提早了3個月，提早5年

獲利，機場開始營運起連續三年黑字)。這個

在日本公共運輸史上幾乎不曾有過的事情。

第二個是日本郵政，在業務效率化的效率

提高20%，節省2,300人工，節省經費400億日

圓。可惜後來無「定著化」，定著化很重要。

林永裕認為，之所以有不同的結果是因為

豐田的人，看問題的角度和邏輯和別人不一

樣，因為認知不一樣，解讀問題的角度不一

樣，產生的結果也不一樣，人是最大的差別。

林永裕說，豐田生產方式誔生於資材缺

乏，危機重重的年代。

TPS的創始者大野耐一，他所提出的JUST-

IN-TIME和自働化並不是一下子就做到。而是

經過約10年才漸漸達成。

TPS的目的是：1.降低成本：透過徹底排

除浪費(7大浪費)、異常，追求高效率的及時

化生產，達到降低的目的。2.人才育成：藉由

「實踐TPS」培養員工「發現問題」與「解決

問題」的「自主改善能力」。

TPS是追求「顧客第一」的生產方式。

TPS追求「及時化」「自働化」兩大支柱，以

「及時提供顧客優良又便宜的製品為目標。

看板運用的6個原則。看板是現場管理的

好工具，用錯的話就會失去重要的機能，為了

遵守原則需要很大的努力，但只要你認同看板

的效用，不管是什麼樣的困難都要克服，以遵

守原則。

看板運用原則：

1.不讓不良品流到後工程

2.後工程來引取

3.只生產後工程引取的量

4.沒有看板的時候，不生產、不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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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看板要先裝在現物上

6.看板的數量表示要符合實際數字

看板的演進：透過「數位化」縮短前置時

間。

林永裕表示，看板的目的是要讓你不要做

太多，有看板才要做，沒有看板不要做，包括

日系廠商都誤用看板，隨著生產量的變化，高

高低低，當生產量很大，超過極限會缺料，為

了不缺料，會一張一張的加，本來要減少生產

量，卻變成增加生產量，反而是誤用了看板。

大野耐一對「自働化」與「自動化」有不

同的演繹。他說：「自働」是指異常時會自行

判斷、停止機械，而「自動」只是自己會動的

機械。

自「働」化不是「自動」，是「有智慧」

的「自動」。人字旁的「働」蘊含人類異常偵

測、良品確保的智慧，這是自働化的真意。

林永裕進一步說明：什麼叫異常？沒有正

常怎麼知道異常，正常是什麼？異常發生時誰

要來處理？異常的原因是什麼？異常的對策是

什麼？誰去做？什麼時候做？誰要確認？這樣

的思維在國瑞天天在上演。如何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

做好「自工程完結」就能將品質落實於工

程中。

形成豐田的「造物」文化的想法

1. 進取精神：「致力於研究與創新，始終走在

時代尖端」(豐田網領)

2. 現地現物主義：「先做做看。不要怕失敗」

(豐田佐吉)

「正是因為滿手油污的技術者日本才能獲得重

建」(豐田喜一郎)

3. 全員參與，集結智慧：「更好的品質，更好

的創意」(促進創意和努力的標語)

4. 人才育成：「製造是人和know-how的累積，

因此若不先教會人，工作也無法開始。」(豐

田英二)

二、國瑞的現場管理

現地現物：別用眼看，要動腳觀察。別用

想的，要動手思考。(鈴村語錄)

改善：「人在受苦時才會發揮智慧」。

(大野耐一)

林永裕說：「改善後就是改善前」意謂著

「改善永無止境」。他透過影片具體說明，

「在不影響正常生產之下」現場的改善案例，

改善前和改善後的成果；驗證很多改善是可以

做的。如：觀音工廠因應未來新車型導入的空

間改善、零件直投改善、塗裝漆屑不良改善等

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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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機巧法進行改善。林永裕說：

KARAKURI機巧法，不用動力、能源，用機

械巧妙的原理來做改善的方法。用簡單的槓杆

原理，可以幫助做很多改善。現場改善如：輪

胎自動搬運改善(利用高低位差進行運送)及油

箱受入改善事例。

林永裕表示，豐田的橫展很厲害。透過

全球事業體BMC，相互學習、改善，提升製

造，成本競爭力。包括：母廠跟事業體間改善

事例的交流學習活動、區域會議以及分享平

台。總之，不斷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改善

問題。「改善是永無止盡的，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

三、國瑞的智慧工廠與數位化事例

林永裕說，國瑞汽車的數位工廠還沒有做

很多，但確實幫助很大，在訊息的傳遞和認知

幫助很大，也可以當做解決問題的工具。

製造現場數位化事例包括：

—車輛檢查AOI化(車體傷、嵌入不良)。原本

靠人和紙做AOI的檢查，現在用輸入影像，

照相的方式來比對，找出不良。

—工程內品質檢查IT化

—設備巡檢IT化：改善前用紙本檢查表做設備

檢查，改善後，用平板做設備檢查。

—工程類別IT化

—SCADA系統，現場監控制&兆候管理

—生產指示IT化

—加工指示書IT化

—P大物呼叫IT化

—零件理貨盤IT化

—生產進度可視化

四、異業TPS輔導案例分享

林永裕同時分享數個異業TPS輔導的案

例，他說：「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TPS的

核心。工具機加工的時間沒有很多，但待料時

間非常多，為什麼待料時間那麼多？為什麼？

為什麼？反覆問5次為什麼？

「鼓勵人找出問題」是TPS成功與否的關

鍵。「培養能夠找出建構這樣機制的人，也很

重要」。

林永裕說：「全員參與，人才育成」，是

成功推動TPS的關鍵。最後，鼓勵機械產業全

員(包括經營者)動起來推動TPS，「大家一起

來」。

打好TPS(精實化)的基礎，加上「數位

化」的運用，從「製造」進化成「智造」，在

精實的基礎加上智慧的力量，再創台灣奇蹟。

現場交流：問與答                    
(現場提問由林永裕總經理親自回答)

問：零件庫存在現場還是看得到，當然一天要

產出300多台車，在運送上絕對有些需要協調

的地方，在庫存零件的規劃和呈現是如何協調

的？

答：目前國瑞沒有做到零庫存，廠商生產的節

奏和我們的生產節奏是一樣的，三天之前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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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廠商，廠商也有他的店面，有的廠商是昨天

接到通知今天再來做，「重點是整個供應鏈的

節奏要一樣」。座椅的L/T是5個小時，從新竹

送到中壢廠。

問：感謝國瑞這幾年幫助機械業推動TPS改

善，林總經理應該很了解機械業目前的生產狀

況，在國際市場除了滙率問題，成本都差不

多，機械業一直有降低成本的壓力。國瑞為

了爭取中東市場的訂單，擬定了降低30%的目

標，而成功拿到訂單，國瑞原本就有很好精實

管理的基礎，還能夠成功繼續降低30%，可否

分析降低30%成本的組成分配？藉此來激勵機

械產業。

答：降低成本在TOYOTA天天都在發生，

TOYOTA年營業額1~2兆元，30幾年來，我聽

到的都是明年非常辛苦，明年非常辛苦。台

灣TOYOTA成本低減30%，這個30%是札札實

實的30%，它是全方位的30%，包括直接費用

和間接費用，包括零件廠商的零件都要降低

30%，如果大家都要配套這個目標，就要去找

降低的方向在什麼地方？我們用了5年的時間

來做，而每年做了什麼？材料都已決定，哪些

有可能？

有些人可能會問，你平時都那麼精實了，

哪還有30%的空間？就是找，不斷的找，改善

後就是改善前，改善後還可以繼續改善，永無

止境。有些是用設計的方式來解決，現場也是

這樣找，一塊一塊節省起來。為什麼可以打贏

中東，因為我們的成本比日本低，品質沒有輸

日本。

問：汽車業面臨晶片短缺問題，豐田是如何因

應的，機械業也面臨關鍵零組件庫存的問題，

豐田的經驗是什麼？

答：晶片問題我沒辦法回答。據我所知，在上

次(2021年3月)(編者按：汽車行業最大的電腦

晶片供應商)瑞薩電子(Renesas Electronics)發生

火災時有做一些反省，把庫存拉長。豐田平時

就有危機管理，萬一有危機發生時，你的對策

是什麼？發生地震，發生火災時，怎麼辦？

這個平時就有做。我所知道，豐田在那個環

節裡，把晶片的LEAD TIME和庫存加大，從3

個月變成5個月，大概是這樣。我們用的量不

多，所以沒有停(產)。

小記：在汽車裝配工程(裝配線)帶領現場參

觀的幹部說：國瑞組裝現場已建立158秒生產

節拍，每天可產出350台車。在標準作業化的

情形下，品質是製造出來的。目前廠內推動

四化：手元化(改善)、自働化、及時代、數位

化。

2021年，在機械產業才要開始碳中和，致

力於低碳、零碳之際，國瑞早在2014年開始碳

足跡盤查，開始ESCO(能源技術服務業)推進想

法，厲行節能減碳，降低成本，並訂定目標，

執行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