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學報 44 卷(2003)：11-28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七月出版 

11 

知識創造觀點下 TPM 成功因素之研究 
～以台灣日系企業為例～ 

 
張書文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副教授 

shuwenc@ie.thu.edu.tw 

 

 

摘要 

近年來隨著製造現場中設備的比例逐漸升高，人—機．系統配合以及機器設備的維護保養的良莠

與否，對產品品質和交期影響甚鉅。因此，以改善設備以及人員體質為訴求的日本式管理典範-TPM

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為了有系統地推行 TPM，日本設備維護協會（JIPM）發展出 4 階段 12 步驟的推行架構。目前這

個推行架構已成為大多數企業推行 TPM 時遵循的軌跡。儘管截至目前為止，已有不少企業遵循 TPM

的推行架構並獲得 TPM 獎，然而，也有不少企業在推行的過程中默默退出。這顯示企業在推行 TPM

時，除了遵循 TPM 的推行架構外，需有搭配有助於 TPM 推行成功因素。以往已有不少學者探討 TPM

的成功因素和 TPM 成效的關連性。這些研究結果雖可以呈現哪些因素會影響 TPM 的成效，但是卻不

易掌握這些因素和 TPM 推行架構間的時間序列關係，以及不易掌握成功因素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從「知識創造」的觀點切入，將企業導入和推行 TPM 活動的過程視為一種創造 TPM 知識

的過程。本研究首先透過知識創造相關文獻以及 TPM 相關文獻探討，以演繹法和歸納法並用的方式

整理出 2 項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因素 “組織＂ “情境＂，以及和這 2 項主要因素有關的子因素。

接著根據這些因素，配合台弟和台中三洋電子等兩家日系企業進行實證研究的內容，探討 TPM 成功

因素與 TPM 推行架構間的時間序列關係，以及各因素間如何互動以創造 TPM 知識。 

 

關鍵字：TPM、知識創造、組織、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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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論 
 

近年來隨著製造現場中設備的比例逐漸升

高，人-機或人-系統配合以及機器設備的維護保養

的良莠與否，對產品品質和交期影響甚鉅。因此，

以改善設備以及人員體質為訴求的日本式管理典

範-TPM（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逐漸受到世

界各國的重視。目前除了日本國內的企業外，亞

洲、歐洲、美國、南美洲等地區的企業也紛紛導入

TPM，獲得 TPM 各項獎項的企業數目也在逐年增

加中（參考圖 1）。台灣亦從 1990 年代以後，以日

系企業或與日本關係緊密的企業為首率先引進

TPM，之後亦陸續有企業獲得 TPM 獎（參考表 1）。

其中大部份得獎企業仍以日系企業為主或與日系

企業有生意往來之本土企業為主。

圖１: 歷年來ＴＰＭ獎得獎廠商數推移圖
資料來源：中衛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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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企業 TPM 獎得獎企業數統計 
年份 1993 1995 1996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計

Ⅰ 
類 

中華映管 山葉機車  台中三洋電

子 
正新橡膠 

士林電機 台灣日立化

成* 
名佳利* 
愛普生工業

奇美 

燁輝企業；

三陽工業；

健生；士林

電機電電裝

廠；中華汽

車新竹廠 

光陽工業 
裕隆汽車 

16 優

秀

獎 
Ⅱ 
類 

     寶馨 
統益 
艾艾西 

信通交通 植大 
造隆 6 

Ⅰ 
類 

  中華映管  山葉機車  台中三洋電

子；正新橡

膠 

愛普生 
5 繼

續

獎 Ⅱ 
類 

        
0 

合計 1 1 1 2 2 7 8 5 27 

出處：本研究根據 JIPM 和中衛發展中心資料整理 



 13

為了有系統地推行 TPM，日本設備維護協會

（Japan Institute of Plant Maintenance：JIPM）發展

出 4 階段 12 步驟的推行架構（以下在本論文中簡

稱 TPM program）。目前此推行架構已成為大多數

企業推行 TPM 時遵循的軌跡。儘管截至目前為止，

已有不少企業遵循 TPM Program 並獲得 TPM 獎，

然而，也有不少企業即便遵循 TPM Program 卻仍不

免在推行的過程中默默退出。這顯示企業在推行

TPM 時，除了遵循 TPM Program 之外，必須搭配

其他因素才能獲致成功（以下簡稱TPM成功因素）。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不少 TPM 的相關文獻或

報導，但是就內容而言則偏重於描述 TPM 的概念

或 TPM 的效益，例如，中嶋 et al.(1982)，Hartman

（1992），Patterson et al.（1996）等學者的研究屬之。

有一部份學者的研究重點放在 TPM 實施績效的評估。  

例如，Carannante et al.（1996），張遠茂（1999）、

等學者的研究屬之。另外有一部份學者將重點放在

TPM 具備的知識管理功能。例如，張書文（2001， 

2002）、李琪琛（2002）以及黃湘翎（2003）等學

者的研究屬之。而圓川 and Miyake(1996) 以及圓川 

and 安達（1997）等學者則將研究焦點放在 TPM

與其他日本式管理典範，如 TQC 和 JIT 的關係。 

此外，國內外有不少研究或相關報導將焦點放

在釐清「影響 TPM 推行成功之因素」。在國外方面，

Maggard et al.（1992），Hartman（1992）以及 Patterson 

et al.，（1995），水町 and 中村（1996），Windle（1997）

以及 McKon et al.（1999）等學者的研究屬之。而

在國內方面，則多以報導 TPM 推行機構（例如，

CSD[註 1]）的相關人員發表的 TPM 獎獲獎廠商的

推行 TPM 經驗或日本 JIPM 專家的意見。例如，張

為華（1996），王培楠（1996），陳見蕙（1996），

李瓊瑤（1999），林怡君（1999）；而國內學者的研

究則有張遠茂（1999），馮修源（2000）等。 

關於國內外學者確立 TPM 成功因素的方法方

面，有不少學者先透過文獻探討，找出可能影響

TPM 的成功因素以及衡量 TPM 推行績效的因素

後，再以統計問卷方式確立出對 TPM 推行績效有

關的因素。例如， McKone et al.（1999）和馮修源

（2000）等。雖然以往這些學者的研究結果大致上

能掌握哪些因素和代表 TPM 推行績效的某些指標

間的關連性，但仍存在下列問題： 

(1) 對於 TPM 成功因素和 TPM Program 的時間序

列關係探討不足：以往學者提出的成功因素，多屬

片段性的結論。例如，要有經營者和管理階層的支

持，TPM 才容易成功；應聘請 TPM 顧問等。導出

的結論並無法說明成功因素和 TPM 推行架構的時

間序列關係。例如，哪些因素在第哪個階段比較重

要，哪些因素在整個階段中都很重要等。 

(2) 對於 TPM 成功因素間的互動關係探討不足︰

以往學者大都只探討因素對 TPM 推行成效的影

響，對於各因素間的互動關係較少觸及。例如，TPM 

Program 中各項“活動＂，需要在何種“環境＂或

“情境＂下進行才容易產生效用？ 組織成員在何

種環境下比較容易學習 TPM 相關知識？ 

為了彌補以往 TPM 成功因素相關研究之不

足，本研究將嘗試採用「知識創造的觀點」探討上

述問題。亦即將企業導入和推行 TPM 活動的過程

視為一種創造 TPM 知識的過程。首先將透過知識

創造相關文獻和 TPM 相關文獻探討，以演繹法和

歸納法並用的方式確立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因

素。接著根據組織知識創造的觀點，依 TPM 

Program 的順序，佐以台弟和台中三洋電子等兩家

日系企業的實證研究結果，說明 TPM 成功因素與

TPM Program 間的時間序列關係，以及各因素間的

互動關係。 

 

二、確立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 
 

以往國內外學者在確立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

時，其方法大概分成兩大類：一類方法為歸納法，

即「收集國內外各種關於 TPM 文獻或報導，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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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歸納出可能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例如，

馮修源（2000）的研究方法屬之；另一類方法為

演繹法，即「從相關理論切入，接著指出可能影

響 TPM 成功的因素」。例如，McKone et al.（1999）

的研究方法屬之。本研究將整合這兩組學者的研

究方法，推導出 TPM 成功因素。 

關於演繹法方面，首先將探討「TPM 的相關

文獻」，推導出部份影響 TPM 成功的背景因素。

接著以「知識創造」的觀點切入，探討「組織知

識創造的相關文獻」，以推導出影響 TPM 成功的

因素，再整合這兩部份的推導結果。關於歸納法

方面，將收集國內外各種與 TPM 成功因素有關

的文獻或報導，並以歸納的方式推導出「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最後，本研究將再整合以演

繹法和歸納法導出的結果，作為 TPM 成功的因

素。茲詳述如下： 

 

2.1 關於 TPM 成功因素的演繹式推導 

McKone et al.（1999）曾嘗試以演繹的方式，

推導出可能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McKone et al. 

分析了 Lawrence & Lorsch （1967）以及 Campbell

（1974，1990）兩派學者的共通觀點—「透過組

織所處的環境和組織的特質有助於說明該組織

為何可以達成最佳的經營管理」。據此，McKone 

et al. （1999）推導出「組織」和「環境」這兩

個會影響企業組織經營的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此外，McKone et al. （1999） 亦引用

了 Schonberger（1986）的觀點—「JIT， TQM， 

EI 和 TPM 是達成世界級製造（World Class 

Manufacturing）的關鍵因素。因此，相信擁有世

界級製造水準的公司，將更可能成功地推行

TPM，反之亦然」，導出了另一項主要因素—「其

他管理方法」。本研究將參考 McKone et al.提出

的「組織」「環境」和「其他管理方法」等三項

主要因素，並在往後的章節中，整合本研究導出

的結果後再作取捨。 

另一方面，本論文將從「知識創造」觀點切

入，而採用此觀點的基本思惟在於—「未導入

TPM 的企業將整個 TPM 相關知識導入該企業，

使其在該企業組織中推行、落實，並取得成效的

過程，可視為在該企業組織進行的“TPM 知識創

造＂過程」。這個思惟隱含著「有助於組織知識

創造的條件，亦將有助於 TPM 的推行；由組織

知識創造過程及所需的條件可推導出 TPM 成功

因素」的意味。因此，以下將探討組織知識創造

的相關文獻，包括，a)知識的定義和特性；b)知

識轉換模式和知識螺旋﹔c) 組織知識創造螺

旋﹔d) 有利於知識創造的情境。藉此以釐清知識

的種類、有哪些形式、知識如何由個人擴及至團

體或組織、哪些情境有利於知識創造，以推導出

TPM 成功的因素。 

a) 知識的定義和特性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知識論

的兩大學派—理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對於什麼才

是知識的真正來源有極端不同的看法：理性主義

主張知識係經由心智建構觀念、定律或其他理論

演繹而來。經驗主義則認為知識係經由特殊的感

官經驗歸納而來。儘管雙方存在歧見，但均同意

知識是「合理、可接受的真實信仰」。這兩位日

本學者並指出「知識是一種辯證的信念，可增加

個體（包括個人或集合體）產生有效行動的能

力」。而 Zack（1999）則認為「根據資訊而相信

或重視的事物就是知識」。 

知識具備內隱（tacit）和外顯（explicit）的

特性（Polanyi，1966;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Polanyi 指出「內隱知識是屬於個人的，

與特別的情境有關，且不易形式化與溝通的知

識；外顯知識則是指可以用形式化與制度化的言

語加以傳達的知識」。Nonaka and Takeuchi（1995）

亦指出「內隱知識為無法用文字或句子表達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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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且實質的知識。極為個人化且難以形式化，深

植於個人的行動、經驗、理想、價值和感情中，

故不易溝通或與他人分享；外顯知識是關於過去

的事件或涉及非此時此地的對象，和特殊的現實

情境較無關聯，可以用文字和數字來表達，並且

容易溝通和分享。」 

張書文（2001）曾將 TPM 知識分成內隱的

知識和外顯的知識。內隱的 TPM 知識包括認知、

意圖、信念、共識、經驗或技能。例如，對 TPM

成效的“認知＂；在完成某項改善後，產生能勝

任並完成工作的“信念＂；或全體員工支持 TPM

活動的“共識＂；維修保養的經驗或技能。外顯

的 TPM 知識包括 TPM 實施概況書、One-point 

Lesson、各種點檢手冊、表單或教育訓練資料等，

以及文字、影音媒體、現場環境或設備管理實

況，或使設備正常稼動所需的機械、電機、電子、

控制等的相關知原理、原則等。本論文中將引用

張書文（2001）提出的 TPM 知識分類。 

b-1) 知識的轉換模式與知識螺旋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內隱和

外顯知識並非分離，而是相輔相成的實體；人類

知識係藉由內隱和外顯知識的社會互動創造出

來並發揚光大，這種互動稱為知識轉換」。他提

出了 4 種不同的知識轉換模式（簡稱 SECI 模式，

參考圖 2）：1.共同化（Socialization：內隱知識

內隱知識）；2.外化（Externalization：內隱知識

外顯知識）；3.結合（Combination：外顯知識

外顯知識）；4.內化（Internalization：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共同化是透過經驗分享而達到創造內隱知

識的過程，其重點在於建立“互動的場＂（Field 

of Interaction），這個“場＂（Field）有助於成員

共享經驗和心智模式。外化是將內隱知識明白表

現為外顯觀念的過程，通常透過對話或共同思

考，並利用適當的隱喻或類比來協助成員說出難

以溝通的內隱知識。結合是將觀念加以系統化而

形成知識體系的過程，牽涉到結合不同的外顯知

識，特別是結合新創的和組織其他部門已有的知

識。內化是將外顯知識轉化為內隱知識的過程，

其重點在於「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而

如圖 2 所示，組織知識創造是內隱知識和外顯知

識持續螺旋地互動的結果（Nonaka and Takeuchi , 

1995）。 

  共同化（共鳴知識）
以共同的經驗分享內隱知識
．對TPM成效的認知
．推動TPM的自信
．活動進行時的活力、熱情等
．個人的技能和know how

   外化（觀念知識）
以文字、比喻等方式將知識外顯
．TPM專家將腦中的TPM知識外顯
．組織成員將對設備的知識、技
  能外顯成個別的口頭或文件

  內化（操作知識）
將內隱知識嵌入、
形成組織活動和例行事務
．know how融入日常操作、維修
．例行事務
．組織文化

     結合（系統知識）

       系統地整理外顯知識

       ．TPM實施概況書
       ．各種點檢手冊、標準書
       ．各種表單

內
隱
知
識

內
隱
知
識

外
顯
知
識

外
顯
知
識

內隱知識 內隱知識

外顯知識 外顯知識

對 話
（共同思考）

設立互動
的"場"

邊做邊學
（藉由行動來學習）

外顯知識
的連結

圖 2：四種知識轉換模式 (SECI)與知識螺旋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p93 &p107) 整理  

b-2) 個人或群體分享、創造和共享知識的情

境——“Ba＂  

Polanyi 指出「內隱知識是屬於個人的，與特

別的“情境＂有關」。而 Nonaka et al.（2000）指

出「知識創造是透過個人之間或個人與其所在的

“環境＂間的互動而來」；他亦指出「知識創造

過程需要特定的“情境＂（context）」。Nonaka et 

al.（2000）指出「“Ba＂[註 2]是可以提供這些

互動，分享、創造和使用知識的情境；“Ba＂並

不僅是一個實質的場所，也可以是一個特定的時

間與空間」。Nonaka et al.提出如圖 3 所示之 4 種

有助於 SECI 模式的情境—“Ba＂：Originating 

“Ba”，Dialoging “Ba”， Systemizing “Ba”以及 

Exercising “Ba”。這 4 種 Ba 分別與 4 個 SECI 模

式對應，並支援 SECI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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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ting "Ba" Dialoging "Ba"

 Systemizing "Ba" Exercising "Ba"

面對面

虛擬

媒
體

個人 群體
互動的類型

．有助於共同化的情境
．分享感情、情緒、經
    驗、心智模式
．排除自我與他人之間障
    礙

．有助於外化的情境
．面對面互動﹐透過對話 
   將個人的心智模式和技 
   能分享出來﹐並轉換成  
   常識

．有助於結合的情境
．群體透過虛擬的互動﹐
    將既有的外顯知識結合

．有助於內化的情境
．個人透過虛擬的媒體將 
   外顯知識轉入個人

        圖 3：四種型式的”Ba”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Nonaka et al. (2000) 

c-1) 組織知識創造螺旋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本身

並無法創造知識，個人的內隱知識是組織知識創

造的基礎。組織必須動員個人層次所創造和累積

的內隱知識，並經由動員的內隱知識由 SECI 模

式在組織內部加以擴大[註 3]。當組織知識的創

造即為螺旋過程，由個人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並

擴大互動範圍，超越單位、部門和整個組織的界

限（參考圖 4）。本研究發現 TPM 知識亦有這種

現象，從外部 TPM 專家移轉到企業內的個人、

團隊、組織或整個企業集團（詳述於第 3 章）。 

c-2) 促進組織層次知識螺旋的情境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組織必須

提供適合的情境，以促進如圖 4 所示之組織層次

的知識螺旋現象，因此，他提出 5 種可以促進組

織層次知識螺旋的情境： 

(1)意圖：知識螺旋的推力乃來自組織的意圖，即

組織達成目的的企圖心，達成目標的努力通常

以策略方式出現。水町 and 中村（1996）的研

究結果指出，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

是促使經營者導入 TPM 的動機。 

認識論
構面

本體論
構面

外顯
知識

內隱

知識

團體個人 組織之間組織

結合
外化

內化
共同化

知識層次

          圖 4：組織知識創造的螺旋 

資料來源：Nonaka & Takeuchi (1995) 

(2) 自主權：讓員工享有自主權，可增加員工自  

動創造新知識的動機，並由個人擴散到小組

之間，成為組織的觀念。自主保養活動中亦

可見到類似概念。 

(3) 波動和創造性混沌：有助於刺激組織和外在

環境互動。波動通常會帶動組織內的瓦解，

進而創造新知；混沌常發生在組織面臨真正

危機的時候，或組織領導人對成員提出挑戰

性的目標，以刻意營造「危機意識」。這點與

水町 and 中村（1996）的研究結果吻合。水

町 et al.指出經營者導入 TPM 的動機除了來

自內部與外部環境變化的壓力外，為了解決

問題和為了達成目標亦是重要理由。 

(4) 重複：刻意讓有關企業的活動、管理職責、

以及整體公司的資訊有所重疊。這樣可促進

內隱知識的分享。因為個人可藉此理解其他

人企圖表達什麼。並藉由入侵他人的領域而

促進學習。例如，在自主保養活動中，作業

員分擔部份維護保養工作，能提高設備穩定

度，並協助早期發現設備異常，並提出對策。

這個例子也可以說明第(5)項。 

(5) 必備的多樣才能：組織成員必須具備多樣的

才能，方能應付各種突發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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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組織知識創造和有助於知識創造

情境的文獻探討的結果，不難發現在知識創造的

過程中，「組織」及「情境（環境、Ba）」這兩個

主要因素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而這項結果也暗

示，企業組織要導入 TPM 並使其成功，必須重

視「組織」和「情境」兩個主要因素的互動。亦

即，企業組織想要自外部獲取 TPM 知識，並使

其在組織內部生根，組織必須營造有利 TPM 知

識創造的情境—「Ba」。而這個結果與上述

McKone et al.（1999）提出的「組織」和「環境」

兩項主要因素類似。因此，在本論文中將採用「組

織」和「情境」作為探討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

因素。 

 

2.2 關於 TPM 成功因素的歸納式推導 

除了透過上述演繹式的推導，找出 TPM 成

功因素的方式之外，在本節中將以歸納式的推導

方式推導出 TPM 成功因素。為此，本研究收集

了國內外關於 TPM 的文獻或報導共 16 篇，從其

中選出關於 TPM 推行成功或失敗的內容約 70

項。並且依下列步驟歸納 TPM 成功因素（歸納

過程如附錄 1 和附錄 2）。 

(1) 逐條分析文獻中關於 TPM 推行成功或失敗

的內容，挑選出關鍵字詞。針對收集到的

「TPM 成功或失敗的內容」，根據前節導出

的「組織」和「情境」兩項主要因素為指標，

挑選關鍵字詞（標示底線者）。例如， 

（欲使 TPM 推行成功，必須…）有嚴密

的推行組織（張維華, 1994） 

推行組織 

安排公司的幹部實地觀摩標竿企業，可激

勵幹部，引發挑戰的動機（呂素姮, 1999） 

標竿企業 

(2) 根據關鍵字或關鍵詞的性質加以群組分類，

歸納出影響 TPM 成功的子因素。將焦點鎖定

在步驟(1)挑選出的關鍵詞上，接著根據該關

鍵詞是屬於「組織」或「Ba」等因素的哪一

類粗略地作大分類後，分別再從大分類中找

出類似的關鍵詞分成數個小分類。這些小分

類即為可用來定義「組織」或「情境」等的

子因素。 

 

2.3 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因素和子因素 

根據前兩節中的演繹式和歸納式推導，可以

導出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因素和子因素。茲簡

述如下： 

A.組織因素： 

在本論文中將探討人的部份，而不探討體制的

部份—TPM 推行組織。人的部份可分成“個

人＂和“群體＂兩項。個人方面的探討對象包

括 經營者﹔ TPM 專家﹔ TPM 專案靈魂

人物。團體方面的探討對象包括 TPM 種子部

隊和 TPM 小組。 

B.情境因素： 

這個因素主要在探討何種情境有利於組織中

的 TPM 知識創造。情境因素包括： 

促使經營者導入 TPM 的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TPM 活動的推力和指針—TPM 願景．計畫； 

TPM 知識分享、創造的情境（Ba）。 

 

三、TPM 成功因素與 TPM Program 間

的時間序列關係探討 
 

本章中將依循如表 2 所示之 TPM Program 的

推行架構，探討 TPM Program 的各個階段中，哪

些 TPM 成功因素較為重要。同時，也要探討各

階段中 TPM 成功因素如何互動以創造 TPM 知

識。為了加深對內容的理解，將佐以台弟和台中

三洋電子等兩家日系企業的 TPM 推行事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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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說明。不過限於篇幅關係，本研究將重點放在

探討階段：Ⅰ.導入準備階段 和Ⅱ.導入開始階

段。Ⅲ.導入實施階段只探討自主保養活動。至於

最後的落實階段則不予以探討。 

Ⅰ）導入準備階段： 

這個階段應包含五大部份 1) 促使企業導入

TPM 的背景因素形成（步驟 0） ﹔2)經營者萌生

導入 TPM 的意圖，並宣佈導入 TPM 的決心（步

驟 1）﹔3) 實施教育及宣導，使組織內部達成初

步共識（步驟 2）﹔ 4) 成立推行組織，透過實

做建立推行信心（步驟 3）﹔5) 建立 TPM 願景

和推行主計畫（步驟 4，步驟 5）。茲詳述如下︰ 

步驟 0︰促使企業導入 TPM 的背景因素形成 

企業之所以導入 TPM，通常源自於各自的背

景因素之影響。水町 et al.（1996）曾針對 1993

年獲得 TPM 獎的 71 個事業單位中的 52 家之經

營高層進行導入 TPM 動機之研究，發現這些事

業單位單位導入 TPM 的動機主要有 a) 為了因應 

 

外部環境或內部環境變化；b) 為了解決問題﹔及 

c) 為了實現某種目標等 3 大類。 

相關的因素︰組織—經營者；情境—內部外部

經營環境。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內部外

部經營環境變化會促使經營者萌生必須解決

問題的“念頭＂（內隱的 TPM 知識）。 

企業實例︰促使台弟導入 TPM 的背景因素有

內部品質低落和鑄造設備停機問題嚴重以及

鑄造工場 3D[註 4]問題；台中三洋電子則受到

日本三洋電機在大陸和泰國設立水平分工據

點，所形成的勞務成本競爭壓力；一部份背景

因素則為日本母公司—三洋電機的要求、政府

經費補助以及透過導入 TPM 凝聚共識等。 

步驟 1︰（經營者萌生導入 TPM 的意圖，）經營

者宣佈導入 TPM 的決心 

內容和目的︰企業面臨來自內部或外部經營環

境等壓力之後，經營者透過相關的管道理解 T 

表 2：TPM Program（共 4 階段﹐12 步驟） 

階 段 步驟及內涵 

1.經營者宣佈導入 TPM 的決心 
2.實施 TPM 導入教育與宣導活動 
3.建立 TPM 推進組織與選定示範對象 

Ⅰ.導入準備階段 

4.設定 TPM 的基本方針及目標 
5.製作推展 TPM 的主計畫 

Ⅱ.導入開始階段 6.TPM 全面推展大會 
7.建立製造部門的效率化體制 
7.1 個別改善 
7.2 自主保養 

Ⅲ.導入實施階段 

7.3 計畫保養 
7.4 操作、保養技能的提升訓練 
8.建立新產品、新設備初期管理體制 
9.建立品質保養體制 
10.建立事務間接部門的效率化體制 
11.建立安全、衛生和環境的管理體制 

Ⅳ.落實階段 12.徹底實施 TPM 並提高水準 

     資料來源︰本研究轉譯自『新ＴＰＭ展開プログラム 加工組立編, p14』(中嶋 and 白勢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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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的成效，萌生導入 TPM 的意圖後，透過公

司集會或刊物向全體員工宣佈導入 TPM 的決

心。例如，透過外部機構的教育訓練，理解 TPM

的成效；或透過聽取 TPM 模範企業[註 5]經營

者的現身說法；或實際參觀 TPM 模範企業的

現場，感受 TPM 的成效；或過去曾經參與母

公司 TPM 活動而產生對 TPM 成效的認知。 

TPM 成功因素間的互動情形︰（參考圖 5） 

在經營者參觀 TPM 模範企業的過程中，經營

者和模範企業（Ba）間產生了互動，對 TPM

推行成效有所認知，最後萌生導入 TPM 的“意

圖＂（內隱的 TPM 知識）。經營者也可以透過

和 TPM 模範企業經營者的對話，理解 TPM 活

動的成效，這同樣有助於萌生導入 TPM 的“意

圖＂。 

企業實例︰台弟和台中三洋電子等兩家日系企 

業的日本母公司均已獲得 TPM 獎。台弟的小

島總經理曾在日本接受過 TPM 教育訓練課程 

；而台中三洋電子的柏木宏董事長則曾經擔任

母公司自主保養分科會的負責人，因此在導入

TPM 前對 TPM 的成效都有直接或間接認知。 

外 顯 知 識

內 隱 知 識

對 話 ． 交 流

參 觀 、 參 與

情 境 — （ Ba） ︰ TPM 模 範 企 業

組 織 — 經 營 者
（ 欲 導 入 TPM 的 企 業 ）

情 境 — （ 環 境 ） ︰ 企 業 內 部 外 部 經 營 環 境

組 織 — 經 營 者
（ TPM 模 範 企 業 ）

圖 5：TPM Program 步驟 1 中，成功因素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步驟 2︰實施 TPM 導入教育與宣導活動 

內容和目的︰讓經營幹部和領班理解 TPM 的

意涵，以便讓公司上下取得一致的共識。除了

透過教育訓練課程外，也在公司各處設置與

TPM 活動有關的布條、旗幟、看板、海報、標

語等，加強員工對 TPM 印象和並營造推行

TPM 的氣氛。 

相關的因素︰組織—主要為 TPM 專家、經營

幹部（含 TPM 專案靈魂人物、TPM 種子部隊

成員、領班）；情境—TPM 知識分享、創造的

情境（Ba）︰教育訓練地點或 TPM 模範企業。

例如，例如，台弟當年主要參觀了 Brother-JP 港

工場和相關壓鑄工場、豐田汽車等。而台中三

洋電子也參觀了台灣山葉機車、中華映管、清

水化學及羽生三洋（日本）等。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組織成

員會在教育練地點（Ba），透過聽課或與外部

TPM 專家互動的方式，或透過閱讀 TPM 教材

獲取 TPM 知識，對 TPM 產生初步認知，以便

取得和經營者相同的“共識＂（內隱的 TPM

知識）。 

企業實例︰台弟曾經遴選副課長級以上的幹

部，到日本母公司的“港工場＂接受教育訓

練，此外，也由日本母公司自行培養的 TPM

專家齊田安信氏和高橋榮一氏到台弟內部進

行教育。台中三洋電子亦曾派遣經理和課長級

以上幹部，到 CSD 指定的地點上課，當時的

講師為來自 JIPM 的顧問杉浦政好氏以及坂口

光生氏。此外，JIPM 顧問若林龍雄氏亦到台中

三洋電子做內部 TPM 教育訓練。 

步驟 3︰建立推行 TPM 組織與選定示範對象 

內容和目的(1)︰設置推行 TPM 的專責機構以

推展 TPM 活動。例如，全公司 TPM 推行委員

會，部門別、工廠別的 TPM 推行事務室。有

時亦視需要設置工作小組（稱為 TPM 專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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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或部會），而全公司推行 TPM 的組織架構

為重複小集團組織。 

內容和目的(2)︰由經營者、廠長、經理、課長、

幕僚、負責人等成員，選定示範設備，實施自

主保養和個別改善，作為日後全面推展時的模

範。 

相關的因素︰如圖 6 所示，組織因素的子因素

包括經營者、TPM 專家、TPM 專案靈魂人物、

TPM 種子部隊成員；而情境因素的子因素則為

TPM 知識分享、創造的情境（Ba）︰TPM 推

行事務局、示範設備或示範線。除此之外，整

個活動仍受到內部和外部經營環境的影響。 

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對話．交流

參觀、參與

情境—（Ba）︰TPM模範企業／示範設備／事務室

組織—
（個人）
    經營者、TPM 專案靈魂人物
（群體）
    TPM種子部隊成員

情境—（環境）︰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組織—TPM專家
（個人）

情境—（Ba）︰內部和外部教育訓練活動和場所

指導

圖 6：TPM Program 步驟 2，步驟 3 中，成功因 

素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成立事

務局後，組織相關成員可以在 TPM 事務局辦

公室中彼此對話，分享問題的解決方法以及

TPM 相關知識。另一方面，組織成員可透過在

示範設備實施的自主保養和個別改善等實作

方式，邊做邊學，自 TPM 專家或母公司的 TPM

實施概況書處獲得相關的 TPM 知識，或透過

小組對話的方式，獲得自主保養相關知識、設

備的個別改善方法或設備的構造原理等。而這

也是該企業創造屬於本身的 TPM 知識的開

始。這些 TPM 知識除隱含於成員的腦中之外，

亦透過示範設備或文件的方式呈現（外顯的

TPM 知識）。進行示範設備活動時，若經營者

集合各單位幹部一同參與的話，將可促進 TPM

的推行，並擴大 TPM 的組織知識螺旋效果。

另一方面，組織成員蓄積的 TPM 知識和成果

越多，則越能建立解決問題的“自信＂（內隱

的 TPM 知識），成為日後推行 TPM 的助力。 

企業實例︰ 

(1)台弟設有專責的 TPM 推行組織，並遴選曾

歷任台弟情報機器事業部、縫紉機事業部直

接部門和間接部門的張家興副理（當時年資

約 18 年），以專職的方式擔任 TPM 事務局

局長。之後，先對壓鑄工廠實施「職場綠化

大作戰」，由小島總經理親自率領幹部對鑄

造現場和示範設備外觀徹底進行 5S 活動，

改 變 壓 鑄 工 廠 的 3D （ 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形象。此外，接受設備專家的

指導，對示範設備自主保養和個別改善活

動，對機齡 17 年的壓鑄設備實施全面分解

大修，大幅降低壓鑄設備的故障。而整個活

動自始至終，小島總經理都給予人員全面的

“支持＂，使得分解大修工作得以順利。此

外，為了讓維修人員和具備機電知識的管理

幹部學習 TPM 知識，小島總經理要求相關

人員全員參加清掃和大修活動，透過邊做邊

學、對話的方式，達成技能、技術交流。此

外，由於壓鑄設備的活動成功，所有參與人

員產生了能夠解決問題的“信念＂（內隱的

TPM 知識）。 

(2)台中三洋電子方面亦設立專責的 TPM 推行

組織。並遴選曾歷任設備改善、設備開發、

ＱＡ（推動 ISO 9002）的林安定協理（當時

職位為經理，年資約 16 年）擔任 TPM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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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長。此外，成立 8 個分科會，由經理和

課長級以上幹部擔任分科會長。此外，台中

三洋電子從三種主要產品的生產設備中各

選擇一台設備當作示範設備，實施自主保養

和個別改善。 

步驟 4︰設定 TPM 的基本方針和目標 

內容和目的：設定 TPM 的基本方針和目標以

作為推行 TPM 的準則。方針相當於 TPM 活動

的願景，而目標則為 TPM 活動須達成的目標

值，例如，傷害件數 0 件。 

相關的因素︰組織因素—整個企業組織；情境

因素—（願景．計畫）和情境因素—（環境）：

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方針和

目標可以視為企業欲透過 TPM 達成的願景

（Vision），可視為能促進 TPM 知識創造活動

的情境因素（參考圖 7）。 

企業實例︰台弟公司方針為「在全員參加的

PM 活動中，把零故障、零不良、零災害作為

目標，謀求設備的總和效率化和成本的減低，

透過該活動而推行全員的意識改革」；台中三

洋電子基本方針為「全員參與 TPM 活動，改

善人與設備的體質，使台中三洋公司成為加工

區 No.1 的企業……。」 

步驟 5︰製作推展 TPM 的主計畫 

內容和目的：製作從 TPM 導入準備階段到落

實階段，到接受 TPM 獎評審為止的日程計畫，

作為實施 TPM 活動以及進度跟催的依據。主

計畫應依 TPM 的主要活動別（例如，八大支

柱），列出詳細項目，標示出開始和完成的日

期。這個步驟的的功用和步驟 4 類似。 

相關的因素︰組織因素—整個企業組織；TPM

專家；情境因素—（願景．計畫）和情境因素—

（環境）：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主計畫

可以視為企業實施 TPM 活動以及進度跟催的

依據，可視為能促進 TPM 知識創造活動的情

境因素（參考圖 7）。 

 

Ⅱ）導入開始階段 

步驟 6︰TPM 全面推展大會 

內容和目的：TPM 全面推展大會主要的目的在

於向所有的從業人員、協力廠及其他有往來的

業者、客戶，展示示範設備推行的個別改善和

自主保養成果，證明 TPM 的成效和能夠實施

的信心。並且由經營者和從業人員共同宣示導

入 TPM 的決心。 

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對話．交流

情境—（TPM 願景．計畫）︰方針、目標、主計畫

組織—組織全體（群體）

                  含供應商﹐顧客

情境—（環境）︰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組織—經營者
（個人）

情境—（Ba）︰TPM 全面推展大會和會場／示範設備

宣示

成果展示

組織外 組織內

圖 7：TPM Program 步驟 6 中，成功因素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相關的因素︰組織（內部）—經營者和全體員

工、工會代表；組織（外部）—供應商或客戶；

情境—（Ba）︰TPM 全面推展大會和會場，示

範設備等，外顯的 TPM 知識—示範設備推行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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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組織成

員會在 TPM 全面推展大會和會場、獲得 TPM

成效之示範設備（Ba）等，對 TPM 亦能在本

身的企業內獲得成效，有新的認知。除此之

外，經營者和全體員工間能夠透過大會活動，

凝聚全面推展 TPM 活動的“共識＂（參考圖

7）。 

 

Ⅲ）導入實施階段 

進入這個階段之後，通常會全面實施 TPM

的八大支柱（步驟 7.1～7.4，步驟 8～步驟 11），

包括個別改善、自主保養、計畫保養和操作保養

技能的提升訓練等（參考表 2）。限於篇幅關係，

本論文中僅舉自主保養為例進行說明。 

步驟 7.2︰自主保養 

內容和目的：自主保養是以製造部門作業員組

成的小集團為主進行的活動，包括「初期清

掃、對發生源和困難部位採取對策、制訂自主

保養暫行對策、總點檢、自主點檢、標準化、

貫徹自主管理」等七大步驟。通常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推展，亦即推行一個步驟，經由管理者

和幕僚組成診斷小組對推行結果實施診斷，合

格後才進行下一個步驟。主要目的在於培養精

通設備的作業員，使作業員能夠分擔日常維護

保養工作，減少設備退化，延長設備壽命。 

相關的因素︰組織—作業員、TPM 種子部隊

成員、維護保養人員、TPM 專家、TPM 專案

靈魂人物、經營者；情境—（Ba）︰各個製造

現場的設備。 

因素間的互動以及形成的 TPM 知識︰TPM 全

面推展大會結束後，自主保養活動由示範設備

擴散至現場其他設備，而相關的組織成員亦由

中高階幹部層級往第一線作業員展開。第一線

幹部或作業員在廠內其他設備（Ba）進行自主

保養活動時，外部 TPM 專家會搭配 TPM 專案

靈魂人物和種子部隊成員也開始釋出在示範

設備蓄積的知識或 TPM 模範企業參觀過程中

獲得的知識。TPM 知識除了蓄積在作業員、

TPM 種子部隊成員、TPM 專案靈魂人物身上

之外，也大量以文件表單方式被記錄下來（外

顯的 TPM 知識）。例如，各種點檢手冊、

One-Point-Lesson 等。或以照片、錄影帶等記

錄保存。（參考圖 8） 

 

外顯知識

內隱知識

對話．交流

情境—（TPM 願景．計畫）︰方針、目標、主計畫

TPM小組

情境—（環境）︰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情境—（Ba）︰現場設備

TPM 種子部隊

TPM 專家

各種手冊

內隱知識

經營者
TPM專案
靈魂人物

圖 8：TPM Program 步驟 7.2 中，成功因素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結論、涵義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於第三章中嘗試採用知識創造觀

點，並利用演繹法和歸納法的方式，導出「組織」

和「情境」等兩項影響 TPM 成功的主要因素。

並且又針對組織因素進一步導出 經營者、

TPM 專家、 TPM 專案靈魂人物、 TPM 種

子部隊、 TPM 小組等 5 項子因素；針對情境因

素進一步導出 環境—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Ba—分享、創造 TPM 知識的 Ba、 TPM 願景．

計畫等 3 項子因素。 

第三章中依循 TPM Program 的推行架構，藉

由 TPM 成功因素間的互動關係以及 TPM 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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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過程，說明了 TPM 成功因素和 TPM Program

的時間序列關係。本研究發現：在導入準備階

段，經營者以及 TPM 專案靈魂人物、TPM 種子

部隊間，均透過參觀 TPM 模範企業或教育訓練，

形成對 TPM 的認知（亦即形成內隱的 TPM 知

識）。此時，如何營造有助於分享、創造 TPM 知

識的情境（Ba）為這幾個階段的關鍵。例如，選

擇適當的 TPM 模範企業進行觀摩。有經驗的

TPM 專家（講師）亦可協助營造有助於理解 TPM

涵義的情境。此外，由於示範設備亦屬於有助於

分享、創造 TPM 知識的情境（Ba）。因此，推行

TPM 的企業在選擇示範設備時亦不可草率，最好

是能容易呈現改善成效者，如此才能提高組織成

員的信心。接著，在導入開始階段，所有的組織

成員在最高經營者的帶領，以及供應商客戶等的

見證下舉行 Kick-off 大會，宣誓全面投入 TPM

活動。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是準備所有在導入準

備階段各步驟（步驟 1～步驟 5）的成果並加以

展現，形成「推行 TPM 有助於企業體質改善和

解決問題」的情境，以及組織全員一致的推行決

心。而在導入實施階段中，活動範圍逐漸擴大，

由示範設備擴散至現場其他設備。而相關的組織

成員亦由中高階幹部層級往第一線作業員展

開。此階段的重點在於營造組織成員創造和分享

TPM 知識的情境（Ba）。包括例如進行自主保養

活動的廠內其他設備所形成的 Ba，以及由企業的

方針、目標和主計畫所形成的 Ba 等（參考圖

5-4）。在這些情境（Ba）中，外部 TPM 專家搭

配 TPM 專案靈魂人物和種子部隊成員開始釋出

在示範設備蓄積的知識或 TPM 模範企業參觀過

程中獲得的知識給第一線人員，使得 TPM 知識

逐步在組織中擴大。訪談過程發現，如果組織中

的「個人」或「團隊」──外部 TPM 專家搭配

TPM 專案靈魂人物和種子部隊成員不積極塑造

分享 TPM 知識的情境，則 TPM 活動容易遭致失

敗。 

如表 1 所示，台灣推行 TPM 的企業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然而 TPM 活動從導入到成功，往

往需要花費鉅額成本以及漫長的時間（保守估計

需要 3 年）。因此，本研究的上述結論有助於提

供欲導入 TPM 的台灣本土企業或其他日系企業

導入 TPM 時，除遵循 TPM Program 的推行架構

之外，應留意哪些 TPM 成功因素並使其互動良

好，形成 TPM 知識。然而，限於時間的關係未

能深入對每一 TPM Program 的步驟進行探討，今

後有必要對導入實施階段中和落實階段中的各

項細部活動，進行深入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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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 

主要因素 子因素 與 TPM 推行成功或失敗有關的文獻或報導內容 

組織 

（體制）

TPM 推行組織 
．TPM 事務局／事務局組織／事務局 
．推行組織／推動組織／推進部門 
．生產線組織 

．重新檢討最適宜的組織體與體制（葉錦堂, 1990） 
．有嚴密的推行組織（張維華, 1994）；推動組織（事務局）之適當人選（CSD, 1996） 
．未建立推動組織與全體共識，易遇到挫折與基層反抗（王培楠，1996）。 
．TPM 推行組織缺乏妥善規劃（郭瑋奇, 1997）；羅致人才，創設可信賴的推進部門（葉錦堂, 1990） 
．專業專職的事務局組織（林怡君, 1999）；事務局能否充分發揮靈活度（林怡君, 1999） 
．完善的 TPM 幕僚和生產線組織（Hartman, 1992） 

經營者 
．Top 層／、最高主管 

．Top 層對 TPM 活動的支持度（林怡君, 1999）； ．高階對 TPM 的全盤了解與支持（CSD, 1996） 
．最高主管的推動決心與高階主管的親身參與（張維華, 1994） 

TPM 專家 
．專業人士／輔導資源 
．顧問／指導顧問 

．專業人士的指導（劉季旋，1994）；引進輔導資源，吸取其經驗（林怡君，1999）。 
．聘請顧問進行指導（張維華, 1994）；指導顧問的鞭策（李瓊瑤, 1999） 
．推行 TPM 常不易獲得優秀且能勝任指導工作的顧問（Yamashina, 2000） 

組織 

（個人）

TPM 專案靈魂人物 
．TPM 推動事務局人選／專責的 TPM 協調者

．專責的 TPM 協調者與管理者（Maggard, 1992）；．創設可信賴的推進部門，羅致人才（葉謹堂, 1990） 
．TPM 推動事務局人選不當（王培楠, 1996）；推動組織（事務局）之適當人選（CSD, 1996） 

TPM 種子部隊（TPM Seeds） 
．TPM 種子人員／自有師資 
．高階管理者／高階主管／高階人員 
．各級幹部（經理、課長、組長） 
．管理者／資深管理者 
 

．廠內缺乏推動 TPM 的師資種子人員（王培楠, 1996）；企業內自有師資之培養（CSD, 1999） 
．公司之高階人員對 TPM 活動不太了解，不夠支持（王培楠, 1996） 
．導入準備階段中，須獲得高階管理者的支持與全員的共識（張維華 et al.,1994） 
．高層及各級幹部必須親自參加清掃（林怡君，1999） 
．高階管理者長期對 TPM 的承諾（Hartman, 1992；葉錦堂, 1990） 
．推行 TPM 常缺乏高階管理者的長期承諾（Yamashina, 2000） 
．高階主管的親身參與（張維華, 1994）； 
．高階主管親身參與、並自始至終密切掌握狀況，並給予實際的支持凝聚推動氣勢（陳見蕙, 1999） 
．高階主管的督導不佳（郭瑋奇, 1997）；高階的實際支持（林怡君, 1999） 
．推行 TPM 常面臨資深管理者興趣缺缺的情況（Yamashina, 2000） 
．管理者願意提供所需的資源（Maggard, 1992）；專責的團隊領導者與訓練者（Maggard, 1992） 
．獲得有能力的保養和品質管理者，是推行 TPM 成功的關鍵（Yamashina, 2000） 

組織 

（群體）

TPM 小組 
．示範團隊／Model 示範圈 
．小集團／團隊 

．以示範團隊方式展開（Maggard, 1992）；．結合現有體制，成立專案小組（劉季旋, 1994）； 
．以示範圈扮演引導功能，帶動企業內各階層全面地展開（張維華, 1994） 
．自主保養活動中，小集團的組織運作（陳培煌,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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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影響 TPM 成功的因素 

主要因素 子因素 與 TPM 推行成功或失敗相關內容及文獻出處 

情境 

（環境） 

企業內部外部經營環境 
．內部經營環境／．外部經營環境 
．外界資源／．公司文化 

．內部經營環境變化（水町 et al., 1996）；外部經營環境變化（水町 et al., 1996） 
．為了解決問題或為了實現某種目標（水町 et al., 1996） 
．充分運用外界資源（林怡君, 1999）；政府經費補助（張書文, 2001） 
．母公司或中心廠要求；透過導入管理典範凝聚公司向心力（張書文, 2001） 

TPM 願景．計畫 
．願景 
．策略 
．活動方針 

．建立願景、任務聲明、關鍵成效區域、評價及改善等計畫（Maggard, 1992） 
．台中三洋電子在推進展開期，建立 TPM 活動實施的願景（林怡君，1999） 
．發展一種適合公司環境、公司設備及產品的策略，而且能獲得員工的支持（Hartman, 1992）

．具明確的 TPM 活動方針、目標及工作計畫（張維華, 1994） 
情境 

（願景．計畫） 
．導入計畫／計畫 
．目標／工作計畫／保養政策 
．績效管理計畫 

．訂定全面性、長期性的目標和挑戰的獎項（劉季旋, 1994） 
．具有明確的挑戰標竿—申請 TPM 獎（張維華, 1994）； 
．發展有效的導入計畫（Hartman, 1992）；有彈性的計畫（Maggard, 1992） 
．每家公司必須發展出自有的行動計畫（McAdam，1996）。 
．預防保養政策之制定不周延（郭瑋奇, 1997）； 
．以績效管理計畫確認成效並強化員工的態度（Maggard,1992） 

情境 

（Ba） 

分享、創造知識的 Ba 
．教育訓練 
．TPM 交流會，研習會 
．TPM 模範企業（標竿企業） 
．示範活動／幹部示範活動 
．TPM 全面推展大會 
．自主保養—7 步驟活動 
．個別改善活動 
．計畫保養—7 步驟活動等 

．多處觀摩，多方學習（林怡君, 1999） 
．安排公司的幹部實地觀摩標竿企業，可激勵幹部，引發挑戰的動機（呂素姮, 1999） 
．缺乏 TPM 導入教育（郭瑋奇, 1997） 
．實施教育訓練（劉季旋, 1994）；持續性的教育訓練，配合活動展開（陳培煌, 1994） 
．操作人員和保養人員訓練（Maggard, 1992）；教育訓練之規劃與實施（CSD, 1996） 
．將 TPM 活動融入組織結構的管理模式中；並與績效評估結合（呂素姮, 1998） 
．活動的活性化（張維華, 1994）；活性化的活動手法（林怡君, 1999） 
．未從幹部示範活動做起，因此無法引發從業人員的熱烈參與（王培楠, 1996） 
．推動規模由小而大，循序漸進（CSD, 1996） 
．重視自主保養之落實（CSD, 1996） 
．TPM 活動的相互交流（CSD, 199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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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equipped rate on the work floor, whether the man-machine system 

working well or the goodness of the maintenance of machine equipment has impact on both of the delivery 

and quality of products.  Thus it is worldwide noticeable to have TPM—the Japanese managerial paradigm, 

which is to pursue improvement in the equipment and human quality. 

To promote TPM systematically, Japan Institute of Plant Maintenance (JIPM) had developed the 

promotion structure of four stages and twelve steps, with which most enterprises have been following upon.  

Although quite a few won the TPM prizes with the structure following up, many still failed during the 

process.  It obviously showed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other factors helpful to promote TPM successfully 

besides the TPM promotion structure itself.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successful factors 

and the co-relation of effectiveness to TPM by scholars which do have reveal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PM.  However the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of time series to TPM promotion structure,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factors are non-controllable. 

Viewing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TPM activity and seeing the whole process as TPM 

“Knowledge Creation”, we started out from reviewing relevant references and articles of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PM.  Then referring and inferring out two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success of 

TPM—“Organization” and “Ba” as well as the related sub fa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factors, along 

with the field study of Japanese firms of Taiwan Brother and Taichung Sanyo, and so on, we search for how 

the knowledge is creat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ccessful factors and the time series 

of TPM promotion structure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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