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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貨櫃輪 

l 散裝貨輪 

l 油輪 

l 軍艦 

l 其他及特殊船 

 

台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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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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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船單位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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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單位 



                   
           

船體⼯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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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船體鋼板的組成與電焊⼯工作
包括塗裝皆為船體廠施⼯工。 



                   
           

舾裝⼯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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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船體鋼板的組成與電焊⼯工作
皆為舾裝廠施⼯工。 



                   
           

船裝⼯工場負責項⺫⽬目 
l 舵機(舵) 

l 甲板機械(錨&錨機.絞纜索機.纜索座.甲板吊⾞車) 

l 側推進器 

l 舷梯.領港梯.交通梯 

l 閥.管路.欄杆.扶⼿手.平台.艙⼝口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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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狀況 
 

l 船裝143員。 

l 10年退休48員。 

l 15年退休79員。 

l 知識傳承⾮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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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應⽤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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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應⽤用說明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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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應⽤用說明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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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實⾏行之措施-知識分享與提案改善 
 
 

l ⺫⽬目標(與績效獎⾦金有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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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做過的知識分享及提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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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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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案例⼀一(附件WORD檔1059⻘青空
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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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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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PPT檔 
基隆廠外業⼯工作
流程介紹) 



                   
           

提案改善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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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059/60船⾞車庫⾨門以⻘青空搭載⽅方式安裝 

l (附件WORD檔GPO⾞車庫⾨門) 



                   
           

為何要做?(除了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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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處101年度年輕⼯工程師RECHARGE計劃 

徒弟:林秋廷⼯工程師 專家 :許⽂文俊領班 

應⽤用成果 
(數位師徒制) 



                   
           

師徒簡介---台船資歷 

林秋廷⼯工程師 
•  基隆廠外業⼯工廠⼯工程師--負責船體結構安裝⼯工程。(7年) 
•  ⾼高雄艤裝⼯工廠船裝⼯工場⼯工程師--負責艤品安裝⼯工程。(4年) 

許⽂文俊領班 
•  ⾼高雄艤裝⼯工廠船裝⼯工場鉗⼯工---負責新造船⼯工程。(10年) 
•  ⾼高雄勤業⼯工廠鉗⼯工班⻑⾧長---負責造艦⼯工程。(20年) 
•  ⾼高雄艤裝⼯工廠船裝⼯工場⼯工程師---負責艤品安裝⼯工程。(6年) 
•  ⾼高雄艤裝⼯工廠船裝⼯工場鉗⼯工領班---負責新造船⼯工程(9年)。 



                   
           

台船鉗⼯工簡介 

•  鉗⼯工屬精密加⼯工之⼯工作者。 
•  負責船上甲板機械、遙控閥、舵系、舵機及吊⾞車…等安
裝到測試之⼯工作。 

•  本次專家對於舵系安裝與測試⼯工作詳細地作師徒傳承。 
•  舵系安裝是整條船轉⽅方向的依據。⼀一定要在中⼼心點,AP線
依照中⼼心點到舵的中⼼心，這樣船的⽅方向才會是正確的。 



                   
           

過去如何學習舵系安裝-測試程序 



                   
           

舵葉組裝示意動畫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30�
 

參考⾃自⿈黃政嘉⼯工程師指導之船裝總報告-舵系系統 



                   
           

                        舵系部位名稱�

CARRIER 
STOPPER 

CARRIER LINER 

CARRIER 

CARRIER 蓋子

舵桿 
STOCK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31�
 

參考⾃自⿈黃政嘉⼯工程師指導之船裝總報告-舵系系統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32�
 

參考⾃自⿈黃政嘉⼯工程師指導之船裝總報告-舵系系統 



                   
           



                   
           



                   
           



                   
           



                   
           

經過專家詳細整理說明後再結合X-MIND 

初看中---正看中---裝舵 

舵軸中⼼心初看中、為了抓中⼼心點要做很多修正，會有許
多預留點、從舵機房垂線到AP線。加⼯工、切割、電焊、
都以這個AP線中⼼心為主。 

舵看中⼼心智圖 



                   
           

過去-現在優缺點⽐比較 

•  過去僅了解節點⼯工程。 
•  現在全盤了解舵系安裝與測試⼯工作的流程。 
•  過去繁瑣冗⻑⾧長的⼯工序在現場僅能看到點，無法全⾯面性了
解相關⼯工作是為了什麼，現在利⽤用X-MIND簡單明瞭展現
⼯工作關聯性，再搭配現場實務⼯工作，更快速也更容易習
得這⾨門⼯工程。 

•  過去鉗⼯工要養成舵系安裝與測試⼯工作的流程需要經過多
艘船的經驗，現在有了這些⽂文件可加速幹部養成計畫。 

 



                   
           

在過程中遇到問題的案例分享 

39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39�
 

1037船舵桿安裝失
敗 



                   
           

Stock Fitting Failure Record 

TIME ISSUE MAIN CAUSE Countermeasure 

1st  
time 

2015. 
NOV.23 

Fitting distance reached 3mm,  
oil leaked from the top of gudgeon. 

O-ring damaged O-ring renewed. 
 

2nd  
time  

2015. 
DEC.1 

Fitting distance reached 12mm,  
oil leaked from the top of gudgeon,  
and o-ring came out. 

O-ring damaged 
 

1.  DHMC makers arrived. 
DEC.4 

2.  O-ring renewed 

3rd  time 2015. 
DEC.16 

Fitting distance reached 5mm,  
oil leaked from the top of gudgeon. 

O-ring damaged 
 

1.  VDV maker arrived. 
DEC.18 

2.  O-ring renewed. 

4th  time 2015. 
DEC.19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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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步驟解決問題 

探討
原因 

描述
問題 

1. 機:使⽤用機具或治具是否有不⾜足之處? 
2. 料:廠家來料是否有符合其規範或有瑕疵? 
3. 法:操作⼈人員是否有操作不當或施⼯工⽅方法是否有錯誤? 

評估 
原因 

防患
未然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1�
 

確認
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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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步驟解決問題 

評估
原因 

描述
問題 

1. 機:原使⽤用2台氣動式HYD.PUMP壓舵，是否可改為2台電動式HYD.PUMP，可使輸出壓⼒力較
穩定。 

2. 料:O-RING為對接式，⾮非⼀一體成型，容易斷裂，評估為廠家到料須為⼀一體成型之O-RING。 
3. 法:原本施⼯工⼈人員以過去經驗操作氣動式HYD.PUMP，等到請廠家到廠時直接操作控制電動
式HYD.PUMP(向機裝借)技巧並傳授鉗⼯工，且操作頂昇旋轉平台特別注意，幫助螺帽平衡迫
緊舵桿。 

探討
原因 

防患
未然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2�
 

確認
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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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步驟解決問題 

描述
問題 

1. 在第1~3次失敗時我們接發現O-RING皆出現問題，此為真因。(⼤大
⼩小尺⼨寸不匹配及O-RING為對接⽅方式) 

2. 氣動式⾺馬達⽼老舊應改為電動式以提供穩定輸出壓⼒力。(次因) 

探討
原因 確認 

真因 

防患
未然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3�
 

評估
原因 



                   
           

Failure Main Cause Discussion 

l 1st time failure  
1. O-ring installation is no good. 

l 2nd time failure  
1.O-ring installation is no good. 

2. O-ring is too small to easy to fall out from groove (possible) 

5mm o-ring 

4.5mm

6.5mm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4�
 



                   
           

l 3rd time failure (with DHMC maker’s supervisor) 

1.  O-ring installation is no good.(By maker) 

2.  O-ring is too small to easy to fall out (possible) 

 

 

 

 
l 4th time success (with VDV & DHMC’s supervisor) 

Failure Main Cause Discussion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5�
 



                   
           

描述
問題 

1. 派遣林俊安⼯工程師⾄至韓國DHMC廠參與HNO.1039 RUDDER STOCK
交驗。 

探討
原因 

PART ONE 
團隊⽀支持5% 

PART TWO 
專家領域⼼心智圖35% 

PART THREE 
經驗案例45% 

PART FOUR 
師徒⼼心得分享15% 

CONTENTS 
⺫⽬目錄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6�
 

評估
原因 

確認
真因 防患

未然 



                   
           

出國報告精華節錄-----林俊安⼯工程師 
⼯工作內容 

l 交驗程序及設備與結果審視。 

l ⼯工作程序及操作與準備措施學習及⽐比較。 

l 出貨前產品包裝保護確認及檢查表⾯面損傷有無。 

l ⼯工作流程及細節交流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7�
 



                   
           

出國報告精華節錄-----林俊安⼯工程師 
⼼心得： 

l 此次最主要⺫⽬目的即為來學習FITTING的技巧及設備與注意事項，重點的項⺫⽬目為以下： 

l 前置作業⼗十分重要，⼯工廠內在交驗之前⾮非常重視清潔，共派了三個⼈人清潔了三次STOCK接觸⾯面、HUB
接觸⾯面以及O-ring溝槽 

l STOCK放置進去HUB的過程必須⼗十分⼩小⼼心，避免損傷到接觸⾯面，以及保持四周的間隙均等（保
持ALIGNMENT），但因為DHMC廠內交驗為⽔水平式，於CSBC為垂直式(即STOCK垂直向下吊⼊入HUB)
，差異點在於⽔水平式因為台⾞車送⼊入⽅方式，必須花很久時間（約兩天）調整STOCK進去的⾓角度及四周
間隙。垂直式為使⽤用吊⾞車吊⼊入，雖然花的時間⽐比較少，但是必須著重於STOCK下放時的穩定度及中
⼼心度。 

l STOCK進⼊入HUB快到位時必須注意SOCKET SET NUT必須保持在正中⼼心，如此才能使貼合⾯面點對點，
達到緊密接觸。 

l 設備⽅方⾯面，因操作者必須衡量交驗結果不可超過HUB與NUT的最⼤大承受壓⼒力，所以除了須具備⼗十分的
經驗，PUMP⽅方⾯面必須有穩定度夠及易操作的要求，推薦使⽤用電動PUMP，並且連結遙控器，便於操作
者同時監看STOCK與HUB壓⼒力與Dia-gauge. 

l ⼗十分重要! 強烈建議台船必須購買新的兩組同性能PUMP，專⾨門給此項交驗使⽤用，如此才能增加操作⼈人
員的⼿手感技術，提⾼高成功率。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8�

 



                   
           

BLUE方面的知識讓我們了解舵系安裝前後的流程�
PURPLE方面的知識讓我們知道發生問題後的處理分析之案例說明�

整理出�
1份程序書、1份作業基準、1份技術手冊�
4份參考報告、 2個檔案!!!!!!!!!!�
�

2017.台船 專家黃頁 成果發表 P.49�
 

整理出來的資料放到知識平台 



                   
           

參與的動⼒力 



                   
           

未來 

•  精進舵系⼯工程的內容，尋求改善空間。 
•  導⼊入其它專業領域。 
•  當種⼦子發散。 
 



                   
           ~以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