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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瑞汽車總經理李朝森 
談TPS與智慧機械

採訪，攝影/許淑玲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專員

李朝森：推動TPS只需要觀念改變
TPS與智慧機械併行 事半功倍
教廠商釣魚 而不是給魚

國瑞汽車成立於1984年。

第一位台灣籍總經理—李朝

森，擁有台灣大學機械研究

所碩士、中央大學管理學院

碩士學位，在國瑞汽車公司

成立的第一天就進廠服務，

至今33年；擔任過品質管理

部、製造部、管理本部的主

管，對於製造、品質、工廠

管理與公司經營，擁有深厚

的專業經驗。在2015年4月接

下國瑞汽車總經理一職，這

是第一次由台灣本地人擔任

最高經營者，代表國瑞汽車

多年來的人材培育成果，深

獲日本豐田汽車高度的肯定

與認同，意義非凡。他說，

因為台灣員工的努力付出及

改善，獲得日方肯定，才放

心的把總經理位置交給台灣

人。李朝森也在2016年入選

《經理人月刊》舉辦的第九

屆「100MVP經理人」之「年

度Super MVP」。

TPS助機械產業提升
競爭力

國瑞汽車為打造永續發展 • 

富裕的社會而努力貢獻，不

遺餘力。李朝森表示，輔導

台灣廠商推動TPS是屬於社會

貢獻的一環，致力於提升台

灣產業競爭力，獲得日本母

公司大力贊同。

早在2000年6月接受經濟

部的邀請，由國瑞汽車前總

經理原田武彥先生親自指導

台灣自行車產業A-team導入

TPS生產方式，開始異業TPS

活動。因為成效卓越，2003

年原田先生歸任之際，由

A-team(巨大、美利達等13家)

廠商聯合贈送紀念自行車給

予原田先生表達感謝之意。

2016年原田先生將這意義非

凡的自行車轉贈國瑞汽車，

見證這段異業合作的歷史，

及國瑞汽車對台灣產業競爭

力提升的貢獻。

2012年7月精密機械研究發

展中心(PMC)接受經濟部工

業局委託，邀請國瑞汽車針

對工具機產業做TPS的指導

交流，以強化台灣工具機產

業的體質，協助廠商提升競

爭力。不同於自行車產業，

對工具機廠商的輔導是派出

現場經驗豐富的經理前去輔

導，除了觀念的溝通以外，

還協助系統的改善。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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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到機械產業合用
嗎？

汽車產業的TPS到機械產業

來可以合用嗎？相信這是很

多人對TPS的質疑。李朝森表

示，國瑞汽車全廠員工最多

時有4,000多人，觀音廠採混

線、客製化生產四個車種，

中壢廠只生產Altis一個車

種，一個車種有2,000~3,000

個零件，複雜程度不輸於

工具機廠。國瑞汽車在2014

年達成年產量20萬台的里程

碑，創造9萬多台整車出口

的佳績。高峰時期一天生產

約600台，也就是不到2分鐘

生產一輛車。現在因應市場

需求變化，調節為約3分鐘生

產一台車。工具機零件數目

不會比一部車多，國瑞汽車

能做到的，工具機廠肯定也

能。因材施教，TPS是可以靈

活的應用在每個產業；「合

不合用，一切都在觀念的轉

變而已」。

只要是製造業，基本的作

法是一樣的，材料進來，經

過加工，組裝成為商品，另

外從物的四種形態「停滯、

檢查、搬運、加工」來看，

都是相同的。國瑞汽車在輔

導各家工具機廠，並沒有水

土不合的地方；如果有所不

同，那就在於想法和管理模

式的不同。例如：廁所衛生

紙的管理(欠品預防)，一般被

採用的不外乎：加大、兩個

並列放置或是放了一大堆等

三種方式，都可以達到相同

的目的，「只是想法不同，

做法也會不一樣」，哪一種

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呢？

因人、因廠而異。

「管理是越簡單越好！」

李朝森說，在工廠裡很常見

到，「現場庫存擺了一大

堆，但當真正要用時，還是

有欠品。」廁所衛生紙的管

理也是一樣，如用後補充的

方式，類似便利商店的概

念，在打掃時再來看是否需

要補充就好。「簡單的管理

模式，會讓成本降低；不同

的想法，會造成不一樣的結

果。」這也就是Just In Time

的想法，只要Timing管理得

好，可以不用太多庫存，用

較低的成本來生產。

在生產現場，這種現象常

常可以看到的。雖然基本的

觀念都一樣、想法也很簡

單，但因各家的程度不同、

問題點也不同，因此要根據

各家的程度，適當的引導，

近5年由輔導20餘家不同產

業的機械廠的經驗中發現，

如果「有決心願意做看看，

有執行力的廠商會進步比較

快！」

所謂：「觀念決定態度，

態度決定行為，行為形成習

慣，習慣形成個性，個性決

定命運。」觀念是習慣的源

頭。李朝森說：「推動TPS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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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觀念的改變」，由觀念的改變，帶動

良好習慣的養成。「國瑞的員工可以說個個都

有TPS魂。」

機械廠常見的管理迷思

李朝森指出，機械廠第一個迷思：大批量

生產才有效率。因此在工具機業常看到的現象

是：雖說每個客戶要的機型都不一樣，採取訂

單客製化生產，但到現場一看，首先印入眼

簾的是擺著5~10台同樣的機型，實際作業只有

2~3人，既然只有2~3個工作人員，為何要擺那

麼多台機器呢？大部分回答是欠料或零組件不

良的時候，可以先組裝其他機台，以減少損

失。如果改為一個流，一台一台生產，另一方

面趕快解決欠料或零件不良的問題，不就可以

有效降低庫存及成本。

當接著問：那麼這台機台組裝的進度是正

常或是異常呢？預定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但，

很少有人可以回答得出來。「這是傳統大批量

生產才有效率的迷思。」因為換治具或刀具的

時間長，所以才有經濟批量的想法，結果這種

生產模式，讓生產的前置時間(Lead Time，L/T)

拉的很長，從下訂單到出貨可能要3個月，期

間的變數就很多，包括取消訂單。在沒有辦法

應付顧客需求的情況下，結果一部分為了對應

短天期的客戶，只能轉為預測生產，預測錯誤

的話就變成呆滯的商品。

李朝森說：「賭馬下注的時間越短，成功

機率越高」。三個月前下注，賠率高，但變數

大，勝算較小；如三天前下注，賠率低，但贏

的機率提高，二天前下注準確度更高，這也就

是為何L/T越短，準確度越高。

第二個迷思是：買了高貴的設備，為了要

趕快回收成本，不敢讓機器停掉拼命地加工生

產，加工很多卻不見得是市場需要的，可能市

場需求只有1,000個，但卻生產10,000個，結果

造成製造(生產)過剩，庫存很多，庫存算是資

產，理論上不影響公司的營運，但現金有可能

週轉不過來，而不得不關門，這就是所謂的

「黑字倒閉」。

另一個迷思是：現場發現品質有了問題，

傳給相關單位處理，但是處理的狀況無法掌

握；一方面說，電腦上都有，結果沒有人跟

催，什麼時候可以解決也不知道，造成Lead 

Time更加拉長。

針對上述的問題，國瑞汽車的指導首先要

求一台、一台的作業，調查作業停滯的原因及

時間有多少，如果能夠計算真正作業的時間佔

全體時間的比例，就可以知道還有多少的改

善空間；如此一項、一項解決改善的話，Lead 

Time自然就減少，現場佔用的空間也會減少。

另外是情報傳遞的問題，針對每日發生的問

題，相關單位ㄧ起開會解決，減少資訊傳遞的

時間，也促進大家對問題的共同認知，也是一

個很有效的做法。所以有一些公司給這樣的會

議取了有趣的名字叫「碰頭會」，像陸聯精機

就設立了情報中心，最後連營業單位也一起參

與。

汽車加工廠想要的加工機—

便宜、簡單、不會壞、異常會自動

停止

工具機業很努力開發性能很好或是全自動

的新產品，是競爭力的一環，「但如果能站在

消費者(使用者)的立場來思考會更好。」李朝

森提供下列幾點採購指南給機械製造廠參考：

1.多功能雖然很好，但價格也相對高檔，問題

是客戶加工真的需要那麼多的功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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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趨向於多種少量，品種的切替(換)會愈

來愈頻繁，問題是刀具或治具能快速的更換

嗎？陸聯的換模(段取)時間由105分鐘降為15

分鐘以內，才能達到小批量的生產，機械製

造業如能一開始就幫客戶設想會更好。

3.要有人字旁的自働機、即異常時能夠自動停

止，不然，就需要一個人來看顧機台，並沒

有節省到成本。

4.構造簡單容易維修，機器的磨耗能夠有自動

補正或偵測的功能，就不會出現不良品，我

想這也是智慧機械的一部分。

5.購入價格要便宜，才有足夠的競爭力。追加

很多功能的機器，價格越來越高，因價格

高，為了要早日回收，就拼命加工，導致生

產過剩。

TPS與智慧機械併行 事半功倍

TPS的自働化是有人字旁的自働化，即具

有人工智慧的自働化，生產有異常時，機械會

自動判斷停止下來，如此就不會有不良品流

出，另外有異常時，人才去處理就好，因此才

可以做到人機分離，達到省人化。

李朝森表示，目前對大家所談的智慧工廠

並不是很清楚，好像導入機械人、朝向無人化

的工廠，運用大數據處理，決定由哪一台機台

來生產，機械可以自動加工及搬運等等，不知

道能否做到設備故障時，可以自己診斷及修理

的程度。

以做刀具的陸聯來看，初期對客戶的準交

率不到30%，因此顧客需求的刀具什麼時候可

以完成交給客戶，完全無法預測，如此的話即

使用大數據來處理也不準確，後來經過改善，

準交率達到100%，如果能夠再利用物聯網來

做到網路銷售的話，可以相輔相成，事半功

倍，如虎添翼。

在輔導第一期的台灣引興，也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該公司因為實施TPS後，廠房空間節

省很多，本來要另外建廠，後來也不需要了；

另一家慶鴻機電在實施TPS活動後，哪個機型

在哪裡，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都很清楚。到最

後讓公司王董事長拿手機給我看生產的進度、

成品在哪裡等資訊，都一目瞭然；基本改善之

後，再跟行動智慧裝置或電腦結合，對於接單

及生產一定很有幫助。

大部份的廠商進料都是先交到倉庫，組裝

時再由倉庫拿出零件到現場組裝，結果倉庫堆

積很多零件，什麼時候會用到也不知道，保管

了很多零件，「要組裝時，卻找不到零件」。

設置了高貴的自動倉儲，只是將找原料的時

間，利用電腦來縮短，零件庫存的成本還是降

不下來。有一些廠商做了TPS之後，庫存減少

了一半，甚至不要庫房，如果先做TPS的話，

也許就會考慮要不要建自動倉儲了，所以建

智慧工廠之前，可以考慮同時做TPS的改善活

動，或許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生產智慧機械要考慮到客戶端的需求在哪

裡？那汽車零組件加工廠是否會考慮導入智慧

工廠，購買智慧機械呢？李朝森表示，要投

入那麼多成本，機聯網需要(電腦)系統廠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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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修改程式也要受制於人，導致成本墊高，

現在是全球化的競爭，比較的是那一家的成本

最低。

把顧客的需要擺第一，用較低成本、把有

競爭力的產品賣給客戶，全自動化設備相對昂

貴，雖然人力減少，但高額的投資是否划算？

全自動化備也會故障，必須養設備維護人員，

一旦停機影響生產，要如何處置？需要多方面

來考量。汽車零件加工廠會以需求性、基本功

能及價格的合理性來評估購買。

現在政府全力推智慧機械，但沒有幾家可

以做得到；機聯網要電腦系統公司配合，也沒

幾家能做到，這都需要龐大的資金及人力。政

府一直在補助(獎勵)智慧機械，老實講，智慧

機械應該和TPS併行，兩者搭配，不然最後會

變成沒有根。兩者併行，或是TPS做到一個程

度後，再來做智動化及機聯網，幫助應該會很

大。

中心廠與協力廠 共存共榮

幾乎每家機械都會用到鑄件產品，一般認

為要求鑄造廠穩定準時交貨根本是天方夜譚，

不可能的事情，事實上國瑞汽車也成功輔導汽

車零件鑄造廠的案例，工具機廠是否有必要為

了鑄件無法準時交貨而自己設廠來生產，做法

值得商榷。

中心廠與協力廠有沒有「共存共榮」，是

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如果能夠將協力廠視為自

己工程的延伸，就會注意到大批量、不平準的

生產會造成上游廠商負荷的大變動，如此即使

有心要配合，也是很難。中心廠可以把TPS擴

散到1~2家上游零組件廠商，帶動上游廠商一

起來推動，做一個較好的連結。

如果鑄件廠要做TPS，首先還是要瞭解客

戶的需求，縮短自己生產的Lead Time，另外還

有改善換模的時間、縮小批量等，有許多的方

式。在輔導工具機廠時，會觀察到客戶需求的

型態要如何因應，例如陸聯的客戶一次只要一

支或二支滾刀，那可不可以一次生產2~3支，

等到剩下一支時再生產的後補充方式，TPS會

考慮到如何對應客戶的需求。

教廠商釣魚 而不是給魚

在接受國瑞汽車TPS輔導的廠商中，有的

成效卓著，分析主要因素有：

1.想法的改變，從批量生產改為一個流的生

產。

2.有執行的能力，願意去做看看，勇於嘗試。

3.來自公司最高層的理解與支持。

  例如：台灣鑽石公司，因為動線要改

善，打通了7~8面牆，Leader因此被稱為「拆牆

副理」，這樣的做法也獲得藍董事長的支持，

才有可能做到。

針對國瑞汽車TPS的輔導方式與一般顧問

輔導的方式有何不同？李朝森表示，一般顧問

的輔導方式通常是，看了工廠指摘一些問題

點，下回來再確認改善的狀況及效果如何。國

瑞汽車的本業是製造汽車，受工業局委託協助

台灣工具機產業導入TPS活動，提升產業競爭

力。除了協助解決當面實質的問題，「重點在

培育廠商自己有改善的能力及人才」，才能在

輔導期結束後，持續的改善，也就是「教廠商

釣魚的方法，而不是直接給他魚。」

在工廠中大家都已經習慣於現有的環境、

作法，不會感覺到浪費的存在，因此會從系統

面—物的流動開始觀察，教導大家認識浪費，

並到現場現地、現物實地確認、提出質疑，盡

可能讓廠商自己思考、去找答案，練習自己發

現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人才培育反而是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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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的輔導期間設定為一年，以半年為一

期，每3個月舉行發表會一次。李朝森會親自

帶著副總、協理等到場聆聽，現地、現物確認

改善的狀況，確認活動方向是否正確，並適時

給予指導。1年結束後，還有售後服務，會重

返現場，再次確認被輔導廠商獨立運作的狀

態。希望有更多人來做TPS，提升台灣機械產

業的競爭力。

讓員工帶著腦袋上班 快樂做TPS

「國瑞汽車是幸福的所在，讓員工帶著腦

袋來上班！」李朝森說，當員工想到今天還有

什麼可以改善？他就會想上班，很想要去實

現。如果只是工作而已，就會單調乏味，有時

候還會不想上班。所以改善從自身周圍做起，

讓工作可以更輕鬆，國瑞汽車的車門裝配線，

在2016年跟豐田全世界的製造廠比較是組裝工

時最短的一條線。現在這一條產線為了作業的

方便，一部分的工作會改成坐著作業，和其他

公司一整天都坐著作業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就

是讓員工接受挑戰、不斷的去改善。

在國瑞汽車可以看到排氣管供給改善，排

氣管那麼長，如何供應到生產線？又如何從生

產線供應到組裝的地方？現在還會自動搬運到

要裝配的定點，經過5~6次的改善，甚至是使

用機械的「無動力」改善。用智慧來改善，每

改一次都是成就感，國瑞汽車願意讓員工來改

善。

另外，生產線的Andon也是賦與員工自主

管理的例子，有異常、要上廁所就拉線。這跟

學校工業工程所教，工作要設定多少比例的餘

裕量是不相同的，TPS是不考慮餘裕量的。李

朝森說：「就是要把問題顯現出來，才有辦法

改善。」

每個員工針對身邊可以改善的地方改善，

讓自己作業可以更輕鬆，改了有效果提出來，

再給提案獎勵，讓員工做得輕鬆愉快；爬山雖

然很累，但第一次爬了2,000公尺的高山，會

很有成就感，下次可能挑戰2,500公尺高山；

作業的改善也一樣，可能有5件品質不良，改

到剩下2件，會很高興，那下次是否可以再挑

戰沒有不良品。

國瑞汽車無動力改善 零陣痛

TPS強調的是「作業改善優先，再來才是

設備改善。」作業改善可以換方式，現場也可

以自己改，利用智慧，讓現場每個員工人都動

腦筋，每一個人都在做改善，而不是專案改

善，至於設備，買了不能退貨。

一般改善到縮減人員，抽人都是從成績不

好的人開始，也就是最後一名被淘汰或是資

遣。但是TPS是抽好的人出來，一方面會安心

的拼命改善，第一輪好的人被抽出去了，下次

輪到第二輪好的人來表現，好的人出去，可以

再做更好的體質改善，造成良性的循環，反

之，把不好的人抽出去，會造成惡性循環，改

善也就無法持續下去；鼓勵大家以激勵取代懲

罰。

國瑞汽車在2050年要達成碳零排放的目

標。國瑞廠內的作業改善，大多是利用物理原

理達到「無動力」的改善，不會增加太多成

本，節能又環保。如：輪胎拿取也是利用物理

原理「無動力」，在同一高度拿取，符合人體

工學，不用彎腰。李朝森說：「國瑞汽車還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目前廠內有將近200個班

長，每個班長要負責一個無動力的改善。

那機械廠的改善空間，就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