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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地球展第三站—印度 - 清奈 

2014 年印度工具機暨自動化零組

件展 ACMEE 於 6 月 23 日圓滿落幕。

本 次 展 出 的 新 產 品 除 了 有「600 

PLUS」高效泛用專立銑刀、「小霸王」

可替換式專利銑刀，高效圓溝鋁用刀之

外，同時也展示了於 2014 年 3 月推出的

各式捨棄式銑刀片與車刀片，其可快速替

換的優點可減少停機、換刀時間，大幅提

升加工效率，在當地也受到熱烈的回響。

震虎所生產的捨棄式刀片經過精密

研磨後提高刀片精度，其壽命與效能均

大幅超越一般市售等級。刃口經特殊強

化處理，能在切削時提高進給，達到高

移除率。並搭配本公司之 PVD 奈米級

塗層 - nACo，此塗層擁有完整的薄膜結

構、超高硬度、高附著力，nACo 的結

構中更加入矽 (Si)，使其原子結構更加

完整，更具耐磨耗性，使刀具有更長之

壽命，絕對可以滿足現代高效、精密、

環保的加工需求，並降低刀具成本，滿

足顧客的經濟效益需求。

認識印度文化 - 種姓制度 :

印度河谷文化是世界最古老文化之

一。約發源於西元前 1500 年，說到印

度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種姓制度。

種性制度發源於西元前 600 年左

右 ,  阿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後，為了維護

其血統上的純潔和執政的安穩，發展出

了種姓制度以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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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文化是世界最古老文化之一。約

發源於西元前 1500 年，說到印度最令人匪夷

所思的就是種姓制度。

種性制度發源於西元前 600 年左右 , 阿利

安人入侵印度之後，為了維護其血統上的純潔

和執政的安穩，發展出了種姓制度以維持自身

的統治地位。

種姓制度將社會區分為四個階級：

第一階層為「婆羅門」，屬於僧侶階級，

代表神的頭部；

第二為「剎帝利」，為國王、武士的貴族

階級，代表神的雙手；

第三是吠舍， 為從事農工商的平民階級，

代表神的兩腿；

第四為首陀

羅， 是 沒 有 人

身自由的奴僕，

負責提供各種

服 務， 為 神 的

兩腳。

此外還有一

種最令人無法

理解的賤民階

級， 他 們 被 排

除於種性制度

外， 比 奴 隸 還

不 如， 被 刻 意

貶低和放逐。

 種姓制度不但劃分了等級、規範了職業、

住所，與印度的社會體系、宇宙觀、宗教與人

際關係更是息息相關。而在血統上是世襲的，

彼此之間不可通婚、因此階級幾乎是代代相

傳。雖然我們分不出來，但印度人種姓階級可

從其姓氏就一清二楚，哪些人屬於什麼種姓？

該做那些事？均不能逾越。

舉例來說每個階級都有屬於自己的場所，

一旦被發現假冒高種性的人或走錯位置，輕者

可能被毆成傷，重者因此而喪命也時有所聞。

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不及全印度總人口

的百分之四，卻擁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

的國會席次。而賤民約佔四分之一，多達二億

人，而低種性與賤民受到的歧視與迫害是不可

忽視的重大人權問題。雖然就某種層面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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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大家一起成長，一起學習的時

光，這次上課的主題為贏在態度。從早上的

齊眉棍游戲中大家都體會團隊若要快速的完

成任務，光靠一個人或少數人是無法的，需

要大家都動起來，互相的去幫助、了解才能

夠順利且圓滿的完成任務。接下來的成功特

質課程中，讓我們能夠靜下心來的去思考公

司內的同事們有何成功的特質，每一個同事

都有我們可以學習的成功特質，而我們應該

要多看同事們的優點，互相學習，補足自己

較弱的部分。下午的課程中單元中，贏家的

自我形象及積極的態度與成就，在告訴我們

要正向、積極、感恩，相信我們只要不斷的

正向思考，鼓勵自己和他人，擁有積極的態

度，懷抱著感恩心，就自然而然的能夠慢慢

迎向成功。一整天的學習時間讓我覺得很充

實，看到公司的同事們都那麼認真在學習真

得很快樂，希望大家都能珍惜這份緣分，讓

我們一同成長。

2014 年 8 月 10 日出版

黃 雅 芳

      今日的課程很多都

在態度的選擇上，老師也提到

很重要的一點，知道與做到是

有很大差別的，重點在於轉

念。現在的自己是由過去的選擇而成就的，

要不一樣的生活需要先轉換角度。

      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後的感恩時刻，很少

有時間會讓自己靜下心來去想想要感謝的

人，有時人做久了的事很容易被當成理所

當然，靜下心來想要感謝的人真的不少，

期待自己能帶著感恩的心帶人處事。

林 高 民

      態度決定很多，所

表現的態度都會改變我們的生

活，想要更好的生活就要用更

好的態度面對自己。

林 勝 雄

輸入決定輸出，讓我們

做出選擇，態度對了，幸福就

來了 ! 改變自己重新選擇，需

智慧、不同角度、不同方式、

不同選擇、會有不同的答案，

人一出生有很多包袱，如果脫離就會有成功

的特質，讓自己快樂，把快樂帶給別人。

許 妙 月
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

30 種成功態度，我覺得自信是

首選 ! 因為信心事成功態度之

重要元素 ! 讚美、親切的笑容、

肯定。感受最深就是感恩的心，感謝的真得

很多，持續感謝下去 ( 謝謝大家 )。

林 素 瑛

團隊合作是簡單說，

但做起來不容易，且完成任務

更難，另外體會到放下身段，

放軟自身的壓力。態度讓我覺

得反省自己有時可能受到外在環境就容易音

量大聲，感覺給人的態度很不好，但沒那意

思，只希望讓事件完成及圓滿。

種姓層級可說是傳統印度最重要的社會制度和

規範，明確的社會分工也對印度的社會秩序穩

定有相當的影響，然而這種觀點只存在既得利

益的高種性階層心中。即使法律上早已廢止了

種姓制度，但深植千年的觀念，仍頑固地存在

著，無法立即改變，凌駕於憲法之上，殘留著

巨大影響。

「賤民」達利（Dalit）位於印度的社會底

層，不屬於任何種姓，多由罪犯、戰俘或是跨

種姓婚姻者及其後裔組成，他們被視為是不潔

的一群人，最不乾淨的職業，都由這些人來

做，賤民甚至被其他種姓視為不可接觸者，以

免玷汙他人。他們的身分世代相傳，不能受教

育、不可穿鞋、也幾乎沒有社會地位，只能從

事 非常卑賤的工作，例如清潔穢物或搬運屍

體…等工作。自古以來便深受種姓制度的迫害

的賤民，直到民主的今天，達利人的處境仍然

未獲得大幅的改善，幾乎毫無人權可言。高種

性的人經常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的剝奪達利人

的人權甚至是生命，例如高種性的人會搶奪賤

民的土地，使其變成奴隸。天災時，因政府刻

意的忽略而得不救援，這也使得達利婦女與兒

童暴露在更高的暴力性侵與殺害的風險之中。

為達利人爭取權益的達利人基金會 (Dalit 
Foundation) 指出：平均每一個小時就有兩位

達利人遭受到暴力相待；每一天就有三位達利

婦女被強暴，兩位達利人被殺害，兩戶達利人

家被燒毀。而這樣隨時可以被剝奪人權的人口

達 1 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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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及相關工作經驗的

要求，並成功通過專業知識考試；另一方面，獲

得 PMP 證書的專業人員應持續從事專案工作，

參與“再教育訓練”及“專案管理”的相關活動

以取得每三年一次的資格更新 ( renew)。
在這種制度下，讓 PMP 成為目前全球熱門的

國際管理認證。隨著專案大型化、國際化的趨勢，

經理人藉由取得國際性的專案管理認證，證明自

己具備國際級的專案管理能力已是成為高階管理

者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亞洲地區的國家中，以中國大陸推展專案

管理 (PMP) 最為積極，並將專案管理納入國家七

大證照之一，甚至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工程的承

包廠商必須要有 PMP 證照才具備承包工程的資

格，中國大陸持續並積極的培養專案管理人才。

10. 利害關係人管理

是辨識可能對專案造

成衝擊的個人、團體或

組織；分析他們對專案

的期望與影響，並依此

發展管理策略，使這

些利害關係人適切的

參與專案決策及執行。

以上就是專案管理

10 大知識領域的簡介，這 10 大知識領域，是為

一個專案管理人必須要具備的知識，並且須清楚

知道各領域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在現在國內專

案管理的專業人員不斷的再增加，但主要都要政

府機關、台積電、群創、營造業、中華電信、日

月光等大企業，為什麼他們會如此重視此等專業

的證照，主要原因有幾個 : 
1. 透過專業的專案管理人員，降低專案的成本、 

 風險，提高專案的成功率。

2. 跟國際用一樣的專案管理語言進行溝通。

3. 接案需求，因客戶有要求必須要有專案管理人 
 員承接專案，故進行專案管理人才的培育。

當然不只是以上這三點原因，每間公司的需

求畢竟都不盡相同，但每一位專案管理人員都必

須清楚的認知，自己必須透過以下五點來滿足企

業對專案的目標 : 
1. 五大流程。

2. 十大知識。

3. 技能。

4. 工具。

5. 專業技術。

許多企業有充滿的技能、專業技術的人才，

但並非就代表該員是適合的專案管理人，但一個

專案管理人，也必須要具有該產業的基本技能跟

技術，因為以上這五點，才更顯的專案管理人的

珍貴；在未來，必定是走向國際化，如要與國際

大廠接軌，透過專案管理知識的養成，在未來，

是公司中高階管理人員必備的能力之一。

以上資料出處為長宏專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淺談專案管理 (PMP)

在 2007 年，即將結束大學生涯的我，越到

畢業前夕，越是感到焦慮，於是跑去跟交情較好

的系上教授聊天，究竟在未來的產業界中，工業

工程管理系所畢業的我能夠做些什麼 ? 一把刷子

夠嗎 ? 還是要選擇外派 ? 乾脆去賣年輕又新鮮

的肝臟吧 !!
教授語重心長的說，「在未來，只有一把刷

子就要等著被淘汰，除了本職學能外，一定要

培養第二甚至第三專長；再來，工管系學的廣、

雜、淺，我們有學會計、工安、心理學、生管、

倉管、品管等，總而言之跟工業生產、管理相關

的都學，這是工管系的缺點，但也是優點，建議

可以去瞭解一下專案管理、RFID 這兩個東西，

對你會有幫助。」

在 2008 年出社會，正好碰到金融海嘯，每個人

深怕會被裁員，身為新人的我更是害怕，所以我開

始進修、考照，那其中也包含了專案管理的證照，

在本篇文章中，我會說明一下專案管理的 5 大流程、

10 大知識，以及為什麼專案管理會這麼受歡迎。

專案管理證照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P M I ( P r o j e c t  M a n a g e m e n t 
Institute, 美國專案管理協會 ) 成立於 1969 年，

總部設在美國賓州，是全球專案管理專業領域

的權威機構。PMI 於 1984 年制定專案管理的

知 識 體 系 指 南（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在專案管理的知識體系指南 ( 以下簡稱 PMBOK)
中，將一專案分為 5 大流程，各流程重點如下 :

1. 起始流程 : 界定並核准專案或專案起始階段。

2. 規劃流程 : 界定和將目標明確化，並為實現專 
 案而要達到的目標和完成專案處理範圍而規劃 
 必要的行動。

3. 執行流程 : 將人與其他資源結合為整體實施專 
 案管理計畫。

4. 監控流程 : 定期檢視並監視專案進展，以辨識 
 與專案管理計畫之差異，在必要時，採取矯正 
 措施來實現專案的目標。

5. 結案流程 : 正式驗收產品、服務或成果，並有 
 條不紊地結束專案或專案階段。

些流程群組並不是專案階段，而是專案管理

的階段。不因專案之產業特性或應用領域不同，

幾乎所有專案��是按照這一套順序來進行專案管

理。在專案結束之前，個別的流程群組以及其所

包含的個別流程會不斷地反覆，個別的流程不只

會和同一流程群組的其他流程互動，也會和其他

流程群組的流程互動。

支撐著每個流程運作的是 10 大知識領域，在

這 10 大知識領域裡面，又可以再分為 47 個子流

程，在各領域跟各流程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牽

一髮而動全身，每個流程緊密相關，互相支援而

又相互影響，在這邊我會介紹 10 大知識領域的內

Knowledge，簡稱 PMBOK），其內容包括整合

管理、範疇管理、時間管理、品質管理、人資管

理、溝通管理、風險管理、採購管理及利害關係

人管理等 10 大知識體系及 5 大流程，這些知識

不只對現今專案管理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更被廣

泛的用於各管理領域。世界標準組織 ISO 也於

1987 年參考了 PMBOK 的架構制定 ISO10006
標準，更奠定 PMI 在全球專案管理領域的權威。

PMI 有鑒於全球對於高品質的專案管理

人才需求，自 1984 年推出專案管理師認證

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乃是

嚴格評估專案管理人員知識技能是否具有高品質

的資格認證考試，其目的是為了給專案管理人員

提供統一的專業標準。要想獲得 PMP 專業認證，

考生須符合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對學歷、

容，而不細談 47 個子流程 :
1. 整合管理

包含辨別、定義、結合、統一及協調專案管理流

程組中所有的流程與活動。在整合管理，要將專

案的資源做合理的分配，以確保可以達成、滿足

專案的目標。

2. 範疇管理

定義與控制專案的範疇，以確保完成專案所需執

行的相關活動，僅有必要的活動，已完整納入專

案範疇中；因為每增加不必要的活動，將會造成

專案的成本增加，但如果沒有將必要執行的相關

活動納入範疇中，則有可能無法達成專案目標。

3. 時間管理

確保專案能夠如期完成。當專案有發生任何會影

響專案時程的事件或者變更，須透過時間來進行

確認。

4. 成本管理

對專案成本進行規劃、制定、預算、管控活動，編

列適當的專案預算，使專案能在核定的預算內完成。

5. 品質管理

確認專案所有活動與流程符合當初所訂定的品質目

標及規範，以確保當初專案承接的目的能確實達成。

6. 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領導、管理專案的團隊，使團隊成員能夠

各司其職，完成專案目標。

7. 溝通管理

確保專案資訊可以即時建立、蒐集、發佈、備份、檢

索、搜尋及最終處置。專案內的訊息可以在適當的時

候即時提供給正確的人，讓訊息可以充分發揮功用。

8. 風險管理

對專案執行過程中，可能預見的風險，進行一規

劃、風險辨識、風險影響程度分析、回應與控制

的管理流程。

9. 採購管理

專案外部採購或取得產品、服務或流程等資源，

來完成專案工作、活動或者目標的流程。

分   享
分   享

各位親愛的讀者大家好，又到兩月一次的分享時間。想必大家對機械

業的常用語的轉換有些困擾吧 ! 我們特選了幾個常用語轉換，希望對

大家有幫助，接下來幾期友都會陸續提供。^^

鎢鋼刀具、刀片、鍍膜用靶材所應用的

技術都與真空燒結息息相關。這次特別挑選了

真空燒結的簡單相關知識供各位參考了解。

真空燒結知識

一．工作原理：

真空燒結是針對粉狀及塊狀材料進行
成型（成品及半成品）燒結的工藝。 

基本工藝過程是：將被燒結的材料
（粉狀或塊狀）放置於真空爐內，關好爐
門進行爐內抽真空。將爐內真空度抽至所
需要的工作真空度（一般為 3×10-3 Pa）
立即充氣，完成燒結的整個工藝。

二．真空燒結的特色 

真空燒結工藝過程：粉狀材料經過配

料混合壓制成各種需要的形狀，將壓制成

型的坯料，放入真空燒結爐內，關閉爐門

抽真空，真空度達到所需的工作

真空度（一般為 2 ～ 3×10-3 Pa）
開始加熱，（由於材料的不同所採取的工

藝過程不同）加熱按工藝曲線加至燒結溫

度，充氣冷卻，至出爐溫度，打開爐門取

出工件，完成整個燒結過程。 

三．真空燒結特點 

1. 燒結產品緻密性好，硬度高，性能穩定。 
2. 抽真空系統組態性能優越，具有大抽 
 氣量、抽速快，能解決原材料放氣量大 
 的問題。 
3. 能滿足不同工藝曲線要求，自動化程度 
 高，檢測系統完善，能避免由於一些人 

 為因素造成的不良影響。

4. 燒結工藝靈活，可根據不同合同燒結出 
 不同形狀的產品。 

四．真空燒結設備目前可分兩型式 

1. 真空燒結爐 （內迴圈形式） 
2. 真空燒結爐 （外迴圈形式）

切削加工 Machining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國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國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國語 英　語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切削 切削 cutting 切削　熱 切削熱 cutting heat 構成刃先 積屑瘤 built-up edge 倣い加工 倣形加工 copy milling

切削条件 切削条件 cutting 
condition 切削　油 切削油 cutting oil 脱落 剥落 peel off NC加工 数控加工

NC machining,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切削条件が合
わない

切削条件 
不適合

not suitable 
cutting 
condition

切削　力 切削力 (低 ) cutting force チッピング 小崩刃 chipping NC加工ソフト 数控加工軟件 NC machining 
software

条件を下げる 条件降低 reduse cutting 
conditions 寿命 寿命（長） life 熱亀裂 熱亀裂 heat crack 被削材 被加工材料 work piece

切削　速度 切削速度 cutting speed 旋削 車削 turning 磨耗 磨損 wear ピック・フィード 周期進給量 pick feed

切削速度　 
を上げる 提高切削速度 increase 

cutting speed 剪断加工域 剪切区 shearing zone 境界　磨耗 辺界磨損 boundary frank 
wear 磨耗 磨損、磨耗 wear

切削速度　 
を下げる

降低切削速度 
減少切削速度

decrease 
cutting speed 損傷 工具的損傷 

、刀具破損
wear & 
breakage 逃げ面　磨耗 外周刃后磨損 frank wear リーマ加工 鋏削 reaming

切削　抵抗 切削阻力 (小） cutting 
resistance 欠け、欠損 欠損、大崩刃 breakage 溶着 熔附 welding 冷却液・ 

クーラント 冷却液 coolant

断続　切削 間歇性切削 interrupted 
cutting

真空燒結設備簡易圖

充氣系統
外循環系統

真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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