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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生產線體制是否完善，能否滿足客戶的需求，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基礎。本

研究主要探討個案公司不鏽鋼片加工製程，從作業過程中去紀錄每個流程的時間及工作

方法，再分析找出不順暢的作業方式進行改善。藉由導入精實生產系統及豐田式生產改

善手法，將生產線自動化、省力化、並減少人員負荷、縮減作業區空間，將作業平準化，

讓不良率大幅降低，提升整體的作業品質。改善後前製程不但能及時供應後製程客戶的

作業需求，當不鏽鋼片加工作業完成後，前製程加工站人員還可以支援後製程作業，提

升生產效率，創造更良好的作業品質。 

 
關鍵詞：精實生產、豐田式生產、不鏽鋼片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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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論 

 
由於工業化的來臨，大環境的改變，精實生產成為每間公司要迎接工業 4.0 來臨不

可或缺的生產模式。精實生產是使用最少的時間與最輕鬆的方式來創造最大的價值。精

實生產主要以豐田式生產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七大手法，減少不必要

的浪費及不必要的動作，以及準時將良品交到客戶手中。 

本研究主要分析與改善個案公司風琴課的不鏽鋼片加工製程，這個製程在作業上不

鏽鋼片成型工序多、作業流程加工時間長、批量生產、停滯時間長。在人力方面，上工

上料、人工送料、人工調整尺寸量具。在設備方面，製程工序多，相同的設備卻運用多

種不同的模具在加工作業，因個案公司以客製化服務的經營理念，所以每生產一種產

品，設備上的模具就需要不斷的換模調整，換模頻率高。 

本研究將精實生產系統導入不鏽鋼片加工製程，將整個流程自動化生產，降低設備

的開銷，作業區空間縮減，縮短加工時間與作業平準化，能即時生產滿足客戶需求，最

主要的是整個製程自働化生產，把不必要的動作、設備消除，騰出更多的空間、人力、

資源來做更有用的效益。 

貳、文獻探討 

 
精實生產是一種系統性的生產方法，目標在於減少生產過程中多餘的浪費，為消費

者創造最大的經濟價值。在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價值＂應該定義為消費

者願意為其買單的行為或流程。 

郭玉潔(2009)為改善生產電路板從備料到產出成品所造成的浪費，導入精實生產，

將備料工時從原本 3744 分鐘減少至 1951 分鐘縮短了 47.9%，點料搬運時間也從 2170

分鐘減少到 720 分鐘總共節省了 66.7%的浪費等，並了解導入精實生產最重要的莫過於

上級以及員工們的配合度。王俊元(2013)希望藉由導入精實生產，改善泵浦零組件生產

公司定期訂購原物料所導致的庫存過多，調整生產策略以接單式生產為主，先將所有零

組件逐一標準化的大量生產，再依客戶需求排程組裝。原本生產的前置時間需要 22740

分鐘約為 15.8 天，而生產總工時也需要 10140 分鐘約 7.1 天的時間。林垣成(2008)利用

系統模擬的方式建構一流程式組裝工廠，探討該工廠在採接單後生產的生產環境下，精

實化技巧的導入可能為其帶來的優勢。 

邱郁雅(2013)以電子業的上游材料製造商為研究個案，發現開發新產品試製流程中

有大量浪費，造成原物料可用率只有 19.15%，於是利用精實生產的原則找出隱藏在各

製程中的浪費，並尋求用適合的設備大小來生產，重新佈置單元工程並對人力做一個適

當的調配，結果在品質、成本、交期都有明顯改善。林知慶(2016)以汽車引擎連桿廠為

實例，將單元工程的概念應用於生產線設計，產生出合適且實務可行的改善方案。經過

結果分析與比較，改善方案較現況週期時間改善百分比為 37.67%，在製品數量改善百

分比為 32.17%；而最佳化方案較現況之週期時間改善百分比為 56.65%，在製品數量改

善百分比為 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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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俊臣(2010)提出一種以 supermarket 結合兩段 CONWIP 的架構，並提出精實導入

步驟，以使精實系統達到拉式的設計，並且能夠滿足較高的服務水準與較低的庫存成本

兩項績效指標。鄭雅文(2013)為消除醫院檢驗作業流程的浪費，將國外精實生產系統改

造醫院的經驗，運用到個案醫院的檢驗作業流程。藉由導入精實系統，改善檢驗流程的

浪費，可減少工作人員的負擔，增進檢驗服務效能，進而提升對病人高品質的醫療服務。 

參、個案公司現況分析 

一、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公司於 1983 年創立，目前公司員工人數約 400 人，主要服務內容包括：伸縮

護罩防屑保護系統、風琴護罩防屑保護系統、切屑濾淨處理系統、外觀防護系統等。總

公司位於台中市工業區，因應工具機產業發展，後續陸續推出排屑機、風琴護罩等相關

產品。個案公司在產品上分別有兩種不同的材質，第一種為不鏽鋼片的材質來製造個案

公司的產品，第二種材質為酸洗鈑鈑金材質來製造個案公司的產品，這兩者材質在製造

的使用上有相當大的差異，一者是用個案公司的雷射複合機、鑽床、折床做加工，二者

因鈑金的厚度不到 0.5mm，所以是以油壓式沖床做加工。本研究以個案公司這兩大的製

造流程進行優化製造流程的探討。 

二、不鏽鋼片製造流程現況分析 

個案公司不鏽鋼片製造流程的作業模式是，營業部接受客戶訂單，設計部門與客戶

接洽，生管部門製作工令單，採購部門購買竹符合產品需求之彈簧鋼捲規格，購入後由

品保部門檢驗，倉庫入庫並發料給現場製造生產。 

不鏽鋼片加工流程的作業模式是，當生管部排出生產排單時，同時會把設計圖一起

送過來，首先在製造先要按圖檔，去找出相對應的規格品，使用拖板車將規格品從暫放

區拖至捲料機附近，以人力的方式將原物料搬上捲料機，動用製程站三位同仁的人力搬

運，完成上料的動作。再來是裁切加工，這個製程是將不鏽鋼片鋼捲，運用沖床架設裁

斷模具來加工的，再裁切前要先依圖面的尺寸，調整需要裁切的長度，並且作固定，才

能裁切加工。裁好的不鏽鋼片流到沖孔製程，首先也是要依圖面需求，來調整沖孔的形

狀跟沖孔間距才能加工；接下來是切角製程，同樣也是先依圖面的需求調整模具，達到

需切角的寬度及高度；切角完後再來是倒角製程，這個製程沒有任何的工具可以使用，

只能用眼睛對準要倒 R 角的不鏽鋼片，對準後固定模具才能加工；研磨製程，使用環帶

砂輪機將不鏽鋼片的四個邊輕輕磨過倒角；清潔與整平製程，將研磨後的不鏽鋼片用去

漬油把表面擦乾淨，才能進行整平，因為不鏽鋼片表面有異物，整平後會導致不鏽鋼片

損壞不良；最後將不鏽鋼片發包到折行部門折型，折行後再送回廠內等待上線生產。 

本研究主要是要改善作業上的動作浪費，提升不鏽鋼片前後製程的流暢度，達到精

實生產的目的，不鏽鋼片前後製程的問題點是在裁切、沖孔、切角、倒角，四種模具調

整動作；在個案公司觀察到同仁在調整模具時，雖然有要生產的產品不鏽鋼片治具來作

輔助定位，可是在定位時，利用擋塊固定來作記號，再接下去做下一個孔位的調整，然

而在裁切、沖孔、切角和倒角作業時，依照圖面更換模具，每組模具約 6KG，所以整體

來說相當的費力又耗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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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了解實務上的運作模式，研究人員在個案公司部門實習，發現不鏽鋼片加工製

程除了模具調整的問題，也跟指導員討論，整理了以下幾點： 

1. 原物料上料：首先，都是一板 5 捲鋼捲存放置場內，當要上料時。使用拖板車把原

物料的棧板拖到作業區，每卷約 90Kg 需 3 人一起搬運上料，此作業模式太過費力，

且鋼捲不但重還很鋒利，一個不注意都有可能造成同仁作業上的危害。 

2. 不鏽鋼片裁斷：當不鏽鋼片鋼捲上料後，看圖面裁切的尺寸，拿捲尺測量治具，輔

助調整裁切的長度，在鎖固承靠面的擋塊，之後就可以裁切作業了，根據裁切不良

品的紀錄，有幾筆都是因為治具的承靠面鎖歪掉，導致不良產生。 

3. 不鏽鋼片沖孔：沖孔前會將模具打開，利用產品的鈑金模型跟模具的沖孔做定位的

動作，將要沖的孔一個一個在製具上調整好位置之後進行沖孔。每天光沖孔作業就

要耗一名人力加工，費時又費力，同仁常常因為太累造成人為疏失上的沖孔不良。 

4. 不鏽鋼片導角：不鏽鋼片導角同時也包含了切角，切角時利用產品的鈑金模型跟模

具做調整，再與製具做定位，此流程在作業雖沒有品質上的不良產生，不過每生產

一種機型，產品的鈑金模型就會持續增加，造成環境上的堆積、髒亂。 

5. 不鏽鋼片研磨：不鏽鋼片研磨的目的是將不鏽鋼片邊緣導角，主要是降低被割傷還

有產品再作動時，不鏽鋼片與不鏽鋼片之間的摩擦減少刮痕。 

6. 不鏽鋼片整平：這個是不鏽鋼片在折型一定要經過的流程，要調整好整平機的參

數，不然折型不鏽鋼片後會呈現弧形的狀態，而這種品質是為不良品。 

7. 不鏽鋼片折型：這個製程就是使用折床，依圖面的指示輸入參數，折型後就是不鏽

鋼片加工的半成品了。 

8. 膠膜割斷：不鏽鋼片原物料正面就有一層藍色的膠膜保護，但在折型後需要將不鏽

鋼片的側面用美工刀把膠膜割斷並且撕落，相當的費工，同仁也有可能在作業時使

用美工刀時不慎受傷。 

三、鈑金加工製造流程現況分析 

個案公司鈑金的製造流程順序是，營業部接受客戶訂單，設計部門與客戶接洽，由

設計助理發圖給生管部門，生管將圖本交給排版人員進行排版作業，再送至廠區 1F 雷

射加工部門進行鈑材雷射切割作業，完成後將鈑金送回做鈑金加工的作業，加工完成後

再將鈑金送到 1F 折型加工站進行折型作業，完成後送回等待塗裝作業。 

鈑金加工屬於個案部門前製程的加工作業區，當雷射切割完成後，將鈑金上料給加

工站，但因個案部門在廠區 3F 所以會經過電梯運送才會到達加工站，加工站人員這時

會去收料，然後將鈑金放在暫放區，做分料的動作，整理到台車上面，再以交換台車的

方式進入個案部門鈑金加工區加工。加工內容包括錐坑、攻牙加工，加工完成後再以同

樣的方式利用交換台車，將鈑金件移出個案部門，再推至電梯口，送到廠區 1F 進行折

型加工的作業，作業完成後再推回廠區 3F 等待塗裝作業。其中，在整個製程中分料這

個作業，是將雷射切割後的鈑金做一個區分的動作，分為需要加工以及不需要加工的鈑

金，需要加工的鈑金就是會使用到鑽床，攻牙機等器具的鈑金，而這些鈑金要先經過加

工後才能進行折型作業以及塗裝作業，另一種不需要加工的鈑金會間放置在個案部門的

鈑金暫放區等待，等待個案部門的鈑金加工後再一起送到廠區 1F 折型，之後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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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同仁在做分料作業時小零件常常會有缺件的問題存在，造成重新下料或者是尋找小

零件的時間浪費，導致有時候在送塗裝作業時會因為小零件的短缺延誤到送塗裝時間，

則影響塗裝回廠上線生產的時間，造成日生產排單無法準時達成的現象產生。 

本研究是以精實生產的方式來改善個案公司的作業模式，從個案部門鈑金上料到塗

裝完成動作分析，表 1 是實際作業觀測，並逐一記錄所取得的數據。 

表 1：鈑金加工流程動作分析表 

作業順序 動作 步數 

1 早上 8：00 雷射加工上料鈑金，人員到電梯取料。 50 

2 將鈑金先推到臨時暫放區綻放。 15 

3 拿取交換台車。 10 

4 將鈑金件進行分料，區分有需要加工跟不需要加工的鈑金。 0 

5 再將交換台車推到個案公司部門門口。 15 

6 刷卡，解除門禁。 6 

7 將電動門打開。 6 

8 將部門內的台車與外面的交換台車交換檯面。 2 

9 關閉電動門。 4 

10 將台車推到鈑金加工站加工。 5 

11 開啟電動門。 10 

12 將廠內的交換台車與場外的交換台車檯面交換。 2 

13 將鈑金推到電梯口。 20 

14 將鈑金送至廠區 1F。 0 

15 人員走下樓梯至 1F。 80 

16 到電梯取鈑金台車，推至折型作業區。 30 

17 將台車推至廠區 1F 電梯。 30 

18 人員走上樓梯到 3F。 80 

19 將鈑金台車從電梯推出，移至外包件放置區等待塗裝作業。 20 

 
在鈑金加工流程中，在作業上發現了幾個問題點： 

1. 交換台車太過浪費工時。 

這個交換台車目的是因個案部門有點半無塵室的概念，場內地板採用漆膠的材質，

為了防止外面的髒汙、油汙及廠外台車輪子上的鐵屑進入廠內，刮傷地板表面。 

2. 電動門須不斷的開開關關。 

鐵捲門開啟的時機一般都是在交換台車在進行交換作業的時候，依個案公司一天的

作業中，觀察到鐵捲門開的次數高達 8 次。 

3. 鈑金加工後須送至 1F 折型，走動時間太長。 

當鈑金件加工完成，因 3F 廠區無折床設備，所以必須利用貨梯將鈑金件送到廠區

的 1F 折型區進行折型的作業，人員必須走樓梯到 1F 廠區從貨梯推鈑金台車到折型

區，等待折型的作業，折型完成後再從 1F 廠區推台車到貨梯，爬樓梯到 3F 收台車，

再推到待送塗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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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料作業尋找鈑金 

鈑金雷射上料後大小鈑金件堆疊在一起，大鈑金件小鈑金件混合放，造成在分料的

時候困難，而且小零件有可能在分料的過程中因不容易發現則會有找不到的狀況產

生，時常會有補料，但補完料後又找到鈑金件，導致成本的浪費及作業上的重工。 

肆、改善分析與效益 

一、不鏽鋼片加工流程分析與改善 

個案公司不鏽鋼片加工製程有七個作業流程，分別是裁切作業、沖孔作業、切角作

業、導角作業、研磨作業、整平作業及折型作業，而經過分析發現，在裁切作業、沖孔

作業、切角作業、導角作業中，每經過一個製程都需要依設計圖的需求，去調整模具的

裁切尺寸、沖孔距離等規格，在這個調整的動作在作業上佔了不少的工作時間，而也因

為是人為作業，有時候做出來的不鏽鋼片半成品都會有誤差，造成不良的產出，種種因

素下來，導致整個生產跟不上其他製程的進度，侷限了產出了速度及數量，同時也影響

了出貨的時間。 

本研究到個案公司進行參訪實習，在過程中發現許多的作業不順暢，並與指導員加

以分析討論，把問題點真因呈現出來，利用精實生產的手法來改善個案公司的問題點。 

 
（一）上料作業 

改善前：同仁以人力方式搬運不鏽鋼片鋼捲，架設至捲料機。 

問題點：鋼捲每卷重量 90kg 重，每次搬運需 3 位同仁合力一起搬運相當耗費人力，

且鋼捲周圍非常鋒利，一不小心沒有拿好的話，可能會導致搬運的同仁有危害發生。原

物料整捲為彈簧鋼片，重量共有 96.7 公斤重，若以三位同仁來搬運，平均每人約負擔

32 公斤，相當的重，長期搬運不但作業不方便，也會造成身體不少的負擔及傷害。 

改善方式：個案公司的設計課協助繪畫自製天車所需板材，廠內製造課雷射加工機

切割、焊接、組裝，自製小型天車專屬給鋼捲上下料使用。 

改善後：自製天車是以氣壓作為夾持的動力，再以天車將彈簧鋼捲吊至捲料機。自

製天車的夾爪，動力來源是氣壓，在天車夾爪安裝氣壓閥，將原物料內圈撐開夾持，使

原物料不會脫落。 

 
（二）模具問題 

改善前：在不鏽鋼片加工的製程中，作業順序為裁切作業、沖孔作業、切角作業、

倒角作業為四個主要的製程，在設備方面分別都是以油壓沖床作業，每台沖床上的模具

功能都不一樣，所以在製造上要不斷地轉換模具且調整規格尺寸。 

問題點：個案公司是客製化的經營模式，所以在不鏽鋼片加工方面有多種不同的規

格品，而在加工時模具也會隨著加工條件的不同來做調整，加工流程中有裁切、沖孔、

切角、倒角的模具，在作業上耗費太多的時間調整，導致生產效率不佳，遇到不同廠商

同時下單時，會出現供不應求的狀況，造成後製程組裝及出貨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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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式：個案公司部門與設計部門討論，把規格品統一化，並製作設計模組，例

如產品的沖孔距離及倒角的尺寸做修改，在模具的部分與個案公司指導員進行討論進行

修改，我們選擇裁切模具拿去給發包商做修改整合，將裁切、沖孔、切角、倒角整合為

四合一模具。 

改善後：消除了要不斷地調整模具的動作，在模具方面不但整合為四合一模具減少

模具的數量，且油壓沖床也減少 2 台的使用，縮減了不少的空間及作業時間，達到精實

生產的效果。 

 
（三）作業模式 

個案公司原先在製造上裁切、沖孔、切角、倒角製程都有不同的模具，因個案公司

經營模式是以客制化生產，所以在製作上產品變化極大，每生產不同客戶的產品，模具

就必須從新調整。 

改善前：個案公司在製作時，利用卡尺量測、調整產品所需要的尺寸，再將模具上

的製具固定住，防止尺寸跑掉。 

問題點：再製作的過程中使用游標卡尺做為調整及測量的工具，不但作業麻煩複

雜，且一隻手要拿游標卡尺而另一隻手拿六角板手，還要移動製具的間距，毫無作業準

則，一個不小心就會造成尺寸不準確，浪費作業時間，作業效率也極差。 

改善方式：導入 PCL 系統，將設計圖上的資訊轉化成數據指令，再將指令模組化，

輸入至 PCL 系統裡，取代人工調整的不便。 

改善後，利用可程式控制系統作業，不但降低製作上的時間，同時提升了生產速度，

假設以 100 組量產來說，改善前在製作上一共會有 4 個製程，裁切、沖孔、切角以及倒

角，這 100 組會先在裁切製程批量作業，再到沖孔作業批量作業以此類推，造成個案公

司物料批量作業，導致物料停滯時間過長，每完成 100 組才能在進行下一個作業。改善

後，導入可程式控制系統，捲料機作動，物料碰觸到極限開關，程式會自動送料，再配

合四合一模具，裁切、沖孔、切角以及倒角製程一次性的作業，改善後最大的好處是能

一組一組的生產，降低了改善前每個製程必須停滯的作業時間浪費，並達到精實生產所

帶來的效益。 

二、流程動線 

改善前製造流程動線如圖 1 所示，首先，同仁先到原物料的放置區，3 同仁一起搬

運規格品，移至捲料機上料；在裁切製程是彈簧鋼捲(原物料)裁成產品所需要的長度尺

寸；完成後移至沖孔製程，依產品需求沖出等間距的孔；完成後移至切角製程，這個製

程同時包含了倒角製程，這兩個製程也是依產品的需求，來做切角擊倒角的作業；完成

後將物料移至研磨作業，將周邊的利角磨過；完成後將物料擦拭乾淨，再移至整平機，

進行整平作業，完成後就等待外包折型。 

改善前：在個案公司的設備配置圖看出，由裁斷作業完成後放在台車 1，轉至沖孔

作業，沖孔作業完成後放在台車 2，再到切角及倒角作業，之後放在台車 3，轉至研磨

作業，完成後放置台車 4，再送到整平機加工台車 5，等不鏽鋼片清潔後整平，最後將

整平後的不鏽鋼片放到台車 6，並等待折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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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點：依設備配置圖來看，發現在切角作業後，將台車 3 轉移至研磨加工時，依

動線來說，產生了回流的現象，導致作業的不順暢；另外也發現每個加工作業後都會有

台車流動，雖然是省力又有效率的行為，但台車數量過多，導致在作業上行走不便。 

改善方法：將本研究所新設置的設備(天車)靠近原物料放置區及捲料機，捲料機後

面放 PLC 設備及電腦，再來放油壓沖床，最後是環帶砂輪機。 

原
物
料
放
置
區

捲屑機
油壓沖床

(裁斷作業) 台車 1

油壓沖床
(沖孔作業)

環帶砂輪機
(研磨作業)

台車 4 台車 2

油壓沖床
(切角作業)

台車 3 台車 5

整平機

台車 6

 

圖 1：設備、動線示意圖 

原
物
料
放
置
區

自製天車

捲屑機 PLC設備/沖床 環帶砂輪機 台車 1

台車 2 整平機 台車 3

 

圖 2：改善後設備、動線示意圖 

 
改善後：將一些原有用不到的設備移除，再做動線的規劃與調整，將上下工程靠近

化，並實際請現場同仁進行操作，在同仁的實際操作上發現變得更順暢，從上料到整平

待折型，是以一條龍的設計做更改；在台車的部分，以原本 6 台台車降低至 3 台，在整

個改善中達到動線的流暢，縮減作業範圍同時減少同仁走步數及時間，符合豐田式生產

七大浪費中的搬運的浪費、加工的浪費、庫存的浪費、不良的浪費、動作的浪費，達到

精實生產的成效。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9 

三、鈑金加工製程分析與改善 

鈑金加工製程有分料、錐坑、攻牙、折型、塗裝作業。在分料作業，從雷射上料到

分料，發現雷射切割後，在堆疊鈑金時不分大小隨意擺放，然後就接著送往電梯上料至

廠區 3F，分料人員再區分需要加工跟不需要加工的鈑金件時，依觀察統計，如果加工

的產品有小零件，那人員分料的時間會多出 10-20 分鐘左右，原因是小零件體積不大，

在眾多的鈑金中難以尋找，需花費較長的時間尋找，同時小零件可能會在雷射切割後上

料的途中遺失，造成了分料人員怎麼找也找不到的情況產生，重新補料，造成成本增加。 

 
（一）分料作業 

分料這個作業，雷射切割後，會將 2~3 組的產品堆疊在同一個栈板上，分料主要是

將堆疊再一起的鈑金一組產品跟一組產品逐一分開放置，然後在區分要進個案部門加工

的鈑金件，放置在交換台車上。 

問題點：本研究小組發現小零件因沒有另外的綑綁，或者是拿小盒子裝一起，常常

造成分料作業困難增加 

改善前：鈑金件擺放方式很隨意，大小鈑金件交叉重疊堆放在棧板上，同仁分料時

常常找不到鈑金，延伸的問題就是找不到料工時增加。 

改善後：小零件鈑金堆疊放置最上層，讓分料同仁一目了然，在作業過程中更順暢。 

改善方法：向個案公司反應此現況，與相關單位部門做一個溝通協調的動作，希望

相關部門在堆疊鈑金的時候能將較小的鈑金零件放置在最上層，方便分料人員好作業。 

改善效益：改善前，經統計 2017 年 09-11 月份因鈑金遺失的補料紀錄，發現 09 月

份到 11 月份這三個月中，因遺失補料的件數高達 14 件。 

改善後，在 2017 年 12 月到 2018 年 02 月，一樣三個月做一個統計比較，發現在改

善過後鈑金遺失的件數大大的降低，從原本的 14 件降低為 2 件，而這兩件補料是因為

雷射的排版人員漏排，導致鈑金件缺料，所以此改善達到 100%防止小零件遺失的成效。 

個案公司改善前與改善後的前後減少了 12 件的不良遺失，達到改善的成效，改善

有形成果的部分是將小零件擺放置鈑金最上層後，依照數據的比例統計顯示，明顯的發

現因遺失而補料的件數從原本的 14 件降低為 2 件。改善無形成果的部分是，分料同仁

在作業上變得更方便，不需要再浪費時間找尋鈑金及重工補料的動作。 

 
（二）塗裝作業 

塗裝作業這個製程是將廠內折型好的半成品鈑金送至廠外的烤漆廠進行塗裝作

業，在運送前，鈑金人員會將半成品裝入箱子裡面，目的是方便搬運半成品鈑金。 

改善前，將折型好的半成品放置塑膠桶中堆疊，每箱可裝 36 塊半成品鈑金。 

改善前問題點：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在使用塑膠桶當作運送半成品容器時，塗裝回

來後與送塗裝前擺上的方式一模一樣，而問題點出在於塗裝後又一層漆面，在運送過程

中鈑金跟鈑金互相摩擦，會造成塗裝後的半成品有掉漆的現象產生，導致外觀不良，必

須做補漆的動作，且造成重工、上線生產時間延長，等狀況產生。半成品在堆疊後，要

以人力的方式將裝有半成品的鈑金搬到貨車上，作業方式相當累人且沒效率，一個不注

意可能也會導致同仁安全疑慮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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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製作一台半成品塗裝專用台車，規格是 8 格6 格空間，一共有 48 格，每

格可以放 2 組半成品，相當一層可容納 96 組半成品，而送塗裝的方式，以堆高機器具

來做搬運，運送至貨車上，相當方便。 

改善方法：透過協助，請設計部門規劃半成品塗裝台車的設計圖，在廠內進行雷射

切割、焊接組立的作業程序，才新增這台半成品塗裝專用車。 

改善效益：改善前塗裝作業塗裝不良以 11 月份做統計，發現鈑金因重疊放置而刮

傷的高達 74 件，本身塗裝不良的有 2 件。改善後又在 12 月份做了統計，發現使用塗裝

專用台車後，塗裝刮傷的部分從原本的 74 件降低為 5 件，大幅提升塗裝回廠後的品質，

同時利用堆高機取代同仁以人力搬運半成品到貨車上，達到省時、省力及環境安全。 

四、鈑金加工動線改善 

鈑金加工屬於前製程的加工作業區，當雷射切割鈑金完後，會上料給加工站，但因

個案公司的部門在廠區 3F 所以會經過電梯運送才會到達加工站，加工站人員這時會去

收料，然後將鈑金放在暫放區，做分料的動作，整理到台車上面，再以交換台車的方式

進入個案部門鈑金加工區加工，加工內容包括錐坑、攻牙加工，加工完成後再以同樣的

方式利用交換台車，將鈑金件移出個案部門，再推至電梯，送到廠區 1F 進行折型加工

的作業，作業完成後再推回廠區 3F，等待塗裝作業。 

改善前，加工人員先分好料，在放置交換台車上，推至電動門前，打開電動門，將

個案部門交換台車上鈑金移至個案部門的交換台車上，如圖 45 所示。 

改善後：將原先在個案部門的鈑金加工區移至個案部門外，這樣當雷射上料時，分

完料就直接在個案部門進行加工，不需要再次搬運。 

改善方法：將設置個案部門的鈑金加工區移至個案部門設置，折床的部分是個案公

司原先就有的設備，然後我們提出生產上有折床的需求，個案公司從 1F 挪出一台折床

到廠區 3F 幫忙折型作業。 

改善效益：改善前作業動作流程表，如表 2 所示；改善後結果如表 3 所示。改善前

後移動的步數，原先為 385 步，改善後步數為 105 步，共節省了 280 步的走路時間。 

伍、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是運用精實生產來改善個案公司作業上工序、動線、製程人力及設備

成本等問題，並對這些問題點擬定出初步改善計畫、執行計畫及最後改善後動線測試，

同時分析改善前後的差異及獲得的成效。 

1. 製程作業上達到的改善，在上料作業從原本的 3 人降低為 1 人作業，同時以半自動

天車上料的改善取代原先人力上料，提高作業效率及消除案全上的危害。 

2. 物料送料時，原先以人力的方式手動送料進行後續加工作業，改善後導入 PLC 控

制系統，當感測器觸碰到物料，捲料機自動送料，消除原先需人力送料的動作，達

到省力且高效率的作業。 

3. 作業上使用的模具，原先裁切、沖孔、切角、倒角四個製程站一共有 7 種不同規格

的模具，在製程上不但使用上不方便且占空間，改善後，收集各種模具切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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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整合製作能裁切、沖孔、切角、倒角的模具，消除模具占用的空間及更換模具的

頻率，達到快速生產的成效。 

4. 在製造上原先每組模具會依照產品尺寸需求來做調整的動作，在調整的過程中游標

卡尺作為輔助，以人工調整尺寸量具，作業上工序繁多且沒有效率、拉長工時，改

善後，導入 PLC 控制系統，將圖面上的尺寸轉為數值，並輸入電腦中執行程式，

這樣的模式作業輕鬆、簡單化且達到作業平準化的成效。 

5. 在設備方面，改善前設備有 3 台沖床、1 台環帶砂輪機、7 組模具及 1 台捲料機，

成本大約為 800,000 元新台幣，改善後設備 1 台沖床、1 台環帶砂輪機 1 組模具、

自製天車 1 台、1 台捲料機及 PLC 電腦設備，成本降低為 150,000 元新台幣，在成

本的部分降低了 81%的資金，同時作業區設備從原本占地面積為 26.3m 縮減到

15.7m，達到精實生產前後製程靠近化的成效。 

表 2：改善前流程動作表 

作業順序 動作 步數 

1 早上 8：00 雷射加工上料鈑金，人員到電梯取料。 50 

2 將鈑金先推到臨時暫放區綻放。 15 

3 拿取交換台車。 10 

4 將鈑金件進行分料，區分有需要加工跟不需要加工的鈑金。 0 
5 再將交換台車推到個案公司部門門口。 15 

6 刷卡，解除門禁。 6 
7 將電動門打開。 6 
8 將部門內的台車與外面的交換台車交換檯面。 2 
9 關閉電動門。 4 
10 將台車推到鈑金加工站加工。 5 
11 開啟電動門。 10 

12 將廠內的交換台車與場外的交換台車檯面交換。 2 
13 將鈑金推到電梯口。 20 

14 將鈑金送至廠區 1F。 0 
15 人員走下樓梯至 1F。 80 

16 到電梯取鈑金台車，推至折型作業區。 30 

17 將台車推至廠區 1F 電梯。 30 

18 人員走上樓梯到 3F。 80 

19 將鈑金台車從電梯推出，移至外包件放置區等待塗裝作業。 20 

表 3：改善後流程動作表 

作業順序 動作 步數 

1 早上雷射加工上料鈑金，人員到電梯取料。 50 

2 拿取台車。 10 

3 將鈑金件進行分料，區分有需要加工跟不需要加工的鈑金。 0 
4 將台車推到鈑金加工站加工。 5 
5 加工完後，將鈑金送至廠區折型區折型作業。 20 

6 折型後將鈑金送至待送塗裝區等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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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 of production line is better or not, or can satisfy the customer’s need or not is 

the basis to achiev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an enterpris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to find and improve the 

unsmooth process by recording the processing time and operating methods in the process.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the methods of lean production and Toyota management to the case 

company,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stainless steel plate is balanced, the defective rat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operating quality is mov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ormer 

process can not only timely meet the opera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stomer, but also when 

the processing operations of stainless steel sheet is completed, the station staff can support the 

post process of operation. This research improves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eliminates 

unnecessary waste of the work, and make better production quality for the cas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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