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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運作感人之處，就是透過所有

人來完成一項任務，平日大家分工於各

單位，透過活動來融合運作，是很難得，

除了合作之外，更要專注才能順利達成

任務，團隊運作總是有人付出較多，感

恩這些付出苦工的同事，成就了團體，

更提升了你們自己。

只有自己會阻擋自己的成功，追求

夢想是沒有年紀的，夢想與成功、動力

來自於成就感。然而成就感對工作的持

續與進步影響相當巨大，不只可以提升

自己工作表現，還可以幫助部門達成工

作目標。

團體合作、互助、失敗中求勝利，

找出問題、解決問題、預防問題、接受

各位同仁的意見、執行、修正，找到最

好的方式，最完美的物，是需要不斷的

修正。全新投入的人數，決定企業的成

敗比例，夥伴投入的速度，決定企業的

成長速度，企業的競爭力需要靠人員的

自我提升為基礎。

課程活動目的 :

1. 凝聚團隊學習意志，激勵小組拼搏動能。

2. 協助學員體悟「用有限資源，達成績 

   效目標」的關鍵心態

3. 強化「團隊合作，使命必達」的企圖心

第一項活動 『金字塔』：

了解每項任務不僅需要有領導人，還需

要盡自己的本分，與團隊成員相互溝通、

協調、合作，才能有效快速的達成目標。

第二項活動『三點過河』：

將課程中所學到的依賴、獨立與互助，

及解決問題的三步驟，實際運用於活動

當中，並更加凝聚團隊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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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帶大家探索震虎 2017 年的新網

頁以及許多新的功能和訊息。

我們使它簡單化，一次瀏灠所有震虎

資訊。

● 首頁：ㄧ進頁面就可看到震虎理念、廠

內實景、最新及熱銷的產品、以及我們的

最新的各式活動！

● 關於震虎：娓娓道來震虎的使命及願景，

以及我們的里程碑及各式專利與獎章。此

外，各地經銷商的資訊這裡也看得到喔！

● 最新消息：參展訊息、切削影片、媒體

報導等，隨時更新。

● 產品系列：

清晰的分類，

能讓熟悉震虎

產品的客戶，

可 直 覺 性 找

到您需要的產

品，包含該系

列詳細的介紹、規格及建議切削條件。

● 應用索引： 

高效的應用篩

選，方便您快

速而輕鬆地找

到需要的適合

刀具，包含該

系列詳細的介

紹、規格及建

議切削條件，讓您省下更多搜尋力氣，更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 —您的生產力。

● 下載專區：線上型錄及載點，還有每

2 個月出刊的雙月刊。

● 人才招募：員工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人才是推動企業成長最重要的關鍵

因素！有興趣加入震虎大家庭的夥伴

們，請上震虎官網查閱職務內容，謝謝。

● 聯絡我們：震虎全球網絡聯繫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建議或需求，歡迎上震虎官

網留下您的寶貴訊息及聯絡方式，我們將

盡快與您聯絡，謝謝。

以上更新都是為了協助訪客導覽複雜的金

屬加工項目跟流程，我們將不斷簡化、並

加強訪客在 speedtiger.com.tw 的體驗，

以達到震虎的使命跟願景：成為「切削領

域的技術知識供應者」，並成為刀具市場

中最卓越的華人廠商，協助企業使用現代

高效刀具走向高品質、創新產品。 

震虎相關網站

● FB 公開社團：Speedtiger 好康報報 - 

切削刀具信息交流和震虎好康道燒脯 

( 台語發音 )

  從 2017 年 4 月 10 日開始，每個星期一 

的晚間 6 點，舉辦直播拍賣活動，精彩內

容包含實切應用影片分享、震虎出品優質

刀具好康拍賣，而且，只要分享就能抽好

康喔！！！

● FB 粉絲團 ( 中文 ) Speed Tiger

追求卓越、以客為尊

品質推展演化從努力生產（出貨優先）→

檢驗導向（不良擋下來）→製造出來（把

東西做好）→設計進去（把產品做對）→

經營出來（廣義品質）→習慣自然而然

（文化的一部份），因此追求品質最終對

個人是正面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對公司

是平衡發展的正面文化，若此正面文化已

成，可塑造新進員工往正面方向發展，即

使不懂品質的新員工，自然也有追求完美

的工作態度，這就是企業文化的力量。

● FB 粉絲團 ( 英文 )Speed Tiger Global 

最新參展資訊、新品介紹、客戶們的回

饋、及各個活動的幕後花絮，都會在這與

外國朋友們分享。

  以上網站不定時更新，歡迎大家按讚

加追蹤，小編在這裡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愛

護，期待某天直播活動與大家相見。

SPEED TIGER 
好康報報 QR CODE

SPEED TIGER 
QR CODE

SPEED TIGER Global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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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體育、汽車、建築，日常生活都

有鈦及鈦合金的應用。而且今後鈦的事

業這塊蛋糕會越做越大，發展越來越

快，應用越來越廣泛。

現在也已經廣泛的應用在民用及日

用產品上。遍及各個行業。下面從 12 個

方面講：

1. 航空領域：

（一）是發動機，每一個發動機用	

	鈦量占發動機總重量的20～30%，	

	主要是壓氣機的部件，包括葉片、	

輪轂、入口導向閥和外殼。

各位讀者大家好 ~ 還記得在第 17

期的月刊我們和大家談了鈦合金的

種類與刀具選用，本期我們就來了

解一下目前鈦合金應用知識，希望

大家都能更了解鈦合金的應用，我

司也即將舉辦鈦合金刀具的發表會

敬請期待

鈦合金的應用知識 ( 上 )

一 . 鈦的應用  

我們現在在這工作的每一個人對鈦

都有一個初步的認識，都知道鈦是一種比

重輕，耐腐蝕，耐熱性好等許多優良性

能，被譽為“未來金屬”“二十一世紀金

屬”是具有發展前途的新型結構材料。它

有類是鋁材的金屬色澤，大家也解了一些

鈦材的有關知識。

在中國化工用鈦是第一大戶，占全國

用鈦量的 44% 左右，航空航太占 17%
左右，體育休閒領域的用鈦量為 16%，

排行第三。

在美國歐洲，鈦材主要用於航空航

太領域，約占 60%，在日本，鈦材主要

用於化工 . 電力等領域，約占 50%。而

在中國，主要應用於化工 . 體有休閒等

領域，約占 70%。國外主要鈦材生產企

業有美國鈦金屬，Timet,RTI 國際金屬

公司，Al legheny，日本的神戶制鐵 . 住
友 鈦 和 新 日 鐵。 俄 羅 斯 的 VSMPO-
AVISMA。

其實鈦元素在地球上並不是一個

稀缺元素，在所有元素中排行老十，之

所以把它排入稀有金屬，主要是冶煉困

難，工藝複雜，造成生產成本高，所以

市場售價就高。鈦材的價格大約是不銹

鋼的十倍，是普通鋼的 100 倍左右。一

般的地方是用不起的，到現在為止也只

是用在航太航空軍工化工醫療等用得起

或者非用不可的地方。中國民用市場在

70 年代中期才大量推廣應用。現在隨著

鈦金屬應用越來越廣泛，以及鈦的產能

逐年大幅提高，知道和認識鈦的人越來

越多了。現在鈦的應用除了國防工業的

飛機、火箭、導彈、潛艇以外、化工、

霸凌

最近受親戚長輩之託協助其長孫女
在校內被霸凌事件處理，才猛然覺醒，
霸凌事件就在您我周遭，只是我們沒
有仔細的探討及參與其中，所以就視
而不見選擇忽視它。

霸凌的方式千百種，以前大多是肢
體的暴力，但現在網路霸凌危害更深，
為此我特別稍做研究，在柯心譯先生
所著《校園暴力：別讓孩子成為沉默
的受害者》書中就定義，霸凌是一種

有意圖的攻擊性行為，通常會發生在

力量 ( 生理力量、社交力量等 ) 不對稱

的學生間。  較常被接受霸凌的定義是

挪威學者 Dan Olweus 的定義：「一

個學生長時間並重複地暴露於一個或

多個學生主導的負面行為之下。」，

而《維基百科》更進一步的說明校園

霸 凌（ 英 語：School bul ly ing），

又稱學校霸凌、欺負或暴力，指的是

一種長時間持續的、並對個人在心理

造成恐懼、身體和言語遭受惡意的攻

擊，且因為受害者與霸凌者之間的權

力或體型等因素不對等，而不敢有效

的反抗。校園霸凌的霸凌者可以是個

人，也可以是群體，透過對受害人身

心的攻擊，造成受害人感到痛苦、羞

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而校園霸

淩所帶來的傷害往往是不可逆轉的。

校園霸凌不只發生在校園，因同儕而

起的校園霸凌也可能發生在校外，甚

至在網際網路上。隨著科技進步，即

時通訊軟體、網路論壇、BBS、部落

格等交流平臺也成為霸凌事件的發生

場所，霸凌者藉網路或電信設備以文

字和多媒體長期、反覆攻擊受害人，

稱為網路霸凌。霸凌對受害人造成的

後遺症相當多，包括逃家、逃學、出

現慢性疾病、自殺和飲食不正常等，

並且會造成自尊降低、時常焦慮不安、

悲觀思維與高度渴求關懷心理。

在處理過程中確實也發現到被害

人的焦慮不安 ( 一直無意識的撥弄指

甲 )、不敢去上廁所、不敢去上學、甚

至隨時隨地都要有人陪伴，其無形的

傷害比身體有形傷害 ( 醫院驗傷單 ) 更
為嚴重，其家人全部都希望轉學，避

免繼續被霸凌，但因下學期轉學需重

新開始，會慢一個學年，又必須適應

新的環境、新同學，只有我獨排眾議，

請所有吵鬧的家長們退出協商，讓同

學們 ( 五位加害人、一位受害人 ) 自行

和解，並化干戈為玉帛，極力留被害

人繼續到校上課，經過兩小時的溝通，

也藉由彼此的握手、擁抱，重新做為

好朋友，希望藉此讓傷害降至最小，

也不會造成十七歲的年輕小女孩留下

心理陰影，人生道路還很長，期待未

來一路順遂！而在職場上的我們，除

了要注意性騷擾之外，也要特別注意

霸凌，讓我們的工作職場是一個充滿

關懷的友善環境，大家一起加油！

震虎精密科技  監察人

劉昌奇

Charles 觀點

（二）是飛機骨架，這方面用鈦的量

也很大，因為鈦合金的比強度高，做

骨架鈦是所有金屬材料中的首選。

（三）是起落架.支撐架等。飛機許多

失事就是在起落之時，因為飛機起落

時負荷和衝擊力很大，所以對起落架

的要求很高。選擇鈦合金既保證高強

度耐衝擊的性能要求，也比選用優質

鋼材重量輕。

（四）是機翼外皮和內部固定用的鉚

接件，有的飛機選擇鈦材料做機翼外

皮，主要是一些軍用飛機，一架飛機

上的鉚釘和緊固件上萬個。

2. 航太領域；

鈦和鈦合金在火箭 . 導彈及太空船工

業中，可用於高壓容器，燃料貯箱，火箭

發動機及導彈殼體。飛船艙蒙皮及結構骨

架 . 主起落架 . 登月艙等。

目前世界上每年用於宇宙航行的鈦已

經達到一千噸以上。航太產品使用鈦量接

近於航空，美國太空梭比普通軍用及民用

飛機用鈦更多，美國哥倫比亞太空梭的機

身 . 發動機支架和發動機的壓氣機 . 垂直尾

翼 . 升降舵輔助翼全部都是鈦材料制做的。

 3. 其他軍工領域

在海洋的腐蝕環境下，軍艦和潛艇

都廣泛的選用鈦材料，例如潛艇的耐壓殼

體 . 船舵，軸托架，球閥 . 滅火泵 . 熱交

換器 . 冷卻器，船殼聲納導流罩，動力裝

置的噴水推進系統的推進器和推進器軸，

艦船管道系統 . 鑄件等。除了武器系統外

很多地方都是鈦材料做成的。

4. 化工系統

在石油化工 . 化肥 . 酸堿 . 鈉 . 氯氣

及海水淡化等工業中，鈦及鈦合金可用

作製造熱交換器 . 反應塔 . 蒸餾器 . 洗滌

塔 . 合成器 . 高壓釜 . 閥門 . 導管 . 泵 . 管
道等。用量來講，化工系統是鈦行業在

民用方面的一個大用戶，2007 年全國

10 家大型鈦設備企業的產值就達 13 億

6 千 181 萬元，由於鈦及鈦合金在許多

酸，堿，鹽類介質中具有優異的耐蝕性，

同時具有重量輕，比強度高等優點，因

此在化工，石油，海洋工程等領域被廣

泛應用。雖然用鈦材成本要高一些，但

綜合壽命週期，強度，環境影響這幾方

面，使用鈦材還是划算一些，可以獲得

顯著的經濟效益。

5. 鈦設備在石油工業中的應用

石油通過精煉生產出汽油，柴油，煤

油等產品，但是原油中含有硫化物，氯化

物，對設備腐蝕十分嚴重，尤其是石油精

煉設備如初餾塔，常壓塔頂部，塔頂冷凝

器採用鈦材製造的上述設備取得良好的效

果，基本上解決了設備的腐蝕問題。

 6. 鈦設備在冶金工業的應用

隨著冶金工業的快速發展，鈦材作為

強度高，耐腐蝕的結構材料得到了推廣和

應用。在濕法冶金過程中，由於設備接觸

堿，酸及各種腐蝕性強的氣體，煙塵，傳

統的鋁合金，耐酸不銹鋼等材料不能滿足

生產工藝的需要，限制了濕法冶金的發展。

鈦設備的使用，對於提高生產效率，解決

濕法冶金常見的跑，冒，滴，漏等現象及

減少環境污染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未完待續…

壽命更長! 震虎鈦合金專用刀壽命可增加200%! 銑出良好的加工表面
Speed Tiger New Series for Titanium Application can prolong too life to 200% with finishing surface.

工具 Tool PVE1T1004

工件 Work Material Titanium Ti-6Al-4V

加工方式 Milling Type 側銑 Side milling

切削速度 Milling Speed 79m/min

轉速 Rotation Speed (S) 2500rpm

進給速度 Feed Rate (F) 450mm/min

每刃進給量 Feed of teeth (fz) 0.045mm

切深 Depth of cut ap=20mm  
ae=3mm

冷卻方式 
Coolant

水冷
water coolant

使用機台 Machine 立式綜合加工機  Vertical Machining Center 

切削長度 Milling Length

PVE1T 1004 
(Ø10mm)

他牌Competitor 
(Ø10mm)

(m)

3倍 
3 times!!

speed tiger

speed tiger

PVE1T 1004：加工33M的損耗照片
PVE1T 1004：Picture of wear after 
　　　　　　 milling 33m

WIXXX

WIXXX

他牌：加工11M的損耗照片
Competitor：Picture of wear after 
                    milling 11m

33米

11米

PVE1T1004：加工表面良好
Favorable Machined Surface

他牌：一般加工表面
Competitor：General Machined  
                     Surface

● 鈦合金專用銑刀實切展示
● 新品刀具體驗 & 現場超優惠接單價
● 大朋友小朋友好朋友一起手牽手來參加         																Coming s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