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用 DOE 田口實驗設計達到多目標最佳化
～6 sigma Minitab 黑帶課程～
 課程簡介
「實驗設計」(Design of Experiments， DOE)，係一種安排實驗和分析實驗數據的數理統
計方法；實驗設計主要對實驗進行合理安排，以較小的實驗規模(實驗次數)、較短的實驗周期
和較低的實驗成本，獲得理想的實驗結果以及得出科學的結論。實驗設計是一套非常科學化、
系統化之研發創新之極佳利器，能達到多目標最佳化、大幅縮短新產品的開發時間、快速提高
產品品質、有效降低生產成本等效益，已為各國先進企業廣泛採用。
實驗設計為能達到多目標最佳化等效益，其方法的兩大主流是「因子實驗設計」與「田
口品質工程(田口方法)」，兩者各有其擅長之處，「因子實驗設計」可說是「標準型」實驗設
計，而「田口方法」，可說是「特殊型」實驗設計，可說是田口博士對於「因子實驗設計」之
創新方法。我們對此兩種主流實驗設計應同時學習，應了解此兩種主流於工作上之適用性與互
補性。總體而言，應先學習「因子實驗設計」，再來學習「田口方法」，效果最佳。本課程即以
此順序來進行，並找出「多目標最佳化」實驗設計法之 Xi 操作條件。
為能達到多目標最佳化等效益，本實驗設計課程，主要展開如下:
一. 各種實驗設計方法之差異性比較表(適用性、差異性與互補性)
二. 因子實驗設計:
1. 即是將多種(互為矛盾)Yi 目標(高品質、低成本、短交期、物性、化性等等)一起平衡考
量，同時滿足而得最佳化 Yi 目標之 Xi 操作條件。
2. 多目標最佳化便是以有組織的方式解決工程上，魚與熊掌難以取捨問題的方法。
3. 尤其是在決策者對目標函數的了解不明確，沒有辦法偏好於任何一個目標函數時，多目
標最佳化的選擇是很適合用來求解的方法。
三. 田口方法實驗設計:
1. 田口 SN 比，兩階段最佳化程序，此為田口方法(品質工程)精華所在，並減少實驗次數。
2. 教您如何將控制/雜音因子問題，使用 Minitab 來設計與解析。
3. 教您如何將靜態/動態信號因子，使用 Minitab 來設計與解析。
本課程講授實用案例如下，讓您舉一反三至您工作上的應用:
一. 因子實驗設計:
1.聚合槽內生產化學品，如何實驗確認時間，濃度，壓力，溫度條件來獲取最大良率?
2.積體電路製程，如何實驗確認孔徑，曝光，顯影，光罩，蝕刻條件來改善良率?
3.七個因子只要做八次實驗，為您省時，可快速完成您的研發題目.
4.Y1=高品質，Y2=低成本，Y3=符合規範，同時滿足最佳化 Y1，Y2，Y3 之 Xi(溫度，時間)
操作條件。教您多目標等高圖形堆疊在一起，去找出最佳化實驗設計法之 Xi 操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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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口方法實驗設計:
1.教您田口計量值與計數值 SN 比之各種案例之設計與研討。
2.教您田口靜態與動態信號因子之各種案例之設計與研討。
3.田口直交表與部分因子直交表之差異? 教您看懂兩者之差異。
4.多個 SN 比時，SN 比有加法性，故亦可獲取多目標最佳化之 Xi 操作條件。

 課程目標


教導學員學習如何用Minitab軟體來「設計與解析」各種研發創新題目。



少談理論，多講範例，教您快速學習最高階最實用之〈多目標最佳化〉、〈田口方
法〉實驗設計。

 課程特色


本課程係全新的DOE課程規劃安排，符合普遍工程師於實驗設計上最常碰到的問題、
講授最好用的課程 (工具、手法)。



先簡述課程之基本理論，再來學習每個課程之多個Minitab範例。



讓學員容易使用Minitab軟體來「設計」各種改善與實驗題目。



讓學員容易了解「解析」Minitab軟體運算結果，正確而全面性掌握改善與實驗之結果。

 適合對象


對於研發工作有初步概念者。或對於Minitab軟體有初步概念者。



多目標最佳化: 研發/設計人員學習2K+Nc、多目標最佳化，Minitab可輕鬆進行「設
計與解析」。



田口方法: 研發/設計人員學習田口SN比，Minitab可輕鬆進行多目標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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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
第一天: 因子實驗設計
時間 課程

課程大綱

單元

因
09:30 子
~
設
12:30 計
法

一.各種實驗設計方法之差異性比較表(適用性、差異性與互補性)
二.變異數分析(ANOVA)
1.基本原理
2.單因子(One-way) 變異數分析.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3.兩因子(Two-way) 變異數分析.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三.全因子實驗設計(2K)
1.基本原理
2.三因子兩水準四次重複.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3.四因子兩水準一次重複.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四.部分因子實驗子設計(2K-P)
1.基本原理
2. 24-1 四因子兩水準一次重複.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3. 25-1 五因子兩水準一次重複.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12:30
~
午餐
13:30

反
13:30 應
~
曲
16:30 面
法

五.最佳化實驗設計法(反應曲面法:Response Surface)
1.基本原理
2.一階模式+中心點設計.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3.最陡坡度實驗法.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4.一階模式+中心點設計.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5.二階模式(反應曲面法 CCD).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6.再求得最佳化 Y 之 Xi 操作條件.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六.多目標 (Multiple Responses)最佳化實驗設計法
1.基本原理
2.Y1，Y2，Y3，多目標之個別迴歸方程式.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3.同時滿足最佳化 Y1，Y2，Y3 之 Xi 操作條件.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4.以圖形呈現 Y1，Y2，Y3 之 Xi 操作條件範圍. Minitab 範例研討(設計與解析)
5.依此 Xi 操作條件範圍去實驗驗證 Y1，Y2，Y3 之真實數據.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行程與講師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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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田口方法
時間 課程

課程大綱

單元

田
09:30
口
~
方
12:30
法

1.基本概念
2.田口品質工程學
3.直交表
4.信號雜音比
5.靜態 Minitab 範例(設計與解析)
5.1 計量值案例
5.2 SN 比加法性案例，多目標最佳化
5.3 計數值案例

12:30
~
午餐
13:30
田
13:30
口
~
方
16:30
法

6.動態特性的應用
7.動態 Minitab 範例(設計與解析)
7.1 零點比例式案例
7.2 參考點比例式案例
7.3 非線性動態案例
7.4 雙動態案例

★主辦單位保留調整課程內容、行程與講師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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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簡介
翁顧問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
【經歷】
1. 服務於工業界 35 年， 歷任研發、生產、品保之部門主管諸職，經歷豐富而完備。
2. 對於品質管理與改善系統(ISO9001，ISO/TS16949，Six-sigma)之建立與執行，已有二
十年之寶貴經驗。
3. 使用 Minitab 來從事〈六標準差專案改善活動〉與〈實驗設計與解析〉之上課與輔導
工作已有十五年經驗。
4. 擅長使用 Minitab 軟體來「設計」各種改善與實驗題目。並擅長「解析」Minitab 軟
體運算結果，正確而全面性掌握改善與實驗之結果。
5. 現為企業顧問，從事〈六標準差專案改善活動〉與〈實驗設計與解析〉之上課與輔
導工作。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智慧化學習中心



舉辦地點：工研院光復院區一館 609 教室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21 號一館 609 教室)
* 實際上課地點，請依上課通知為準!



舉辦日期：2020 年 2/26 (三)、2/27 (四)，09:30~16:30，共計 12 小時



報名截止日期：每單元開課前一天



課程費用：一般每人$8,000 元；早鳥(上課前十天，2/17) $7,200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工研院學習服務網：https://college.itri.org.tw/course/all-events/C5705BEA-115A-46EB-A5
80-AF836C802F55.html
或 https://reurl.cc/rl9WdZ
 或電話聯繫陳小姐 03-5743982



課程洽詢：陳小姐，，03-5743982 或 email 至 itri535110@itri.org.tw



注意事項：
1. 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敬請來電洽詢方完成報名。
2. 因課前教材、講義及餐點之準備及需為您進行退款相關事宜，若您不克前來，請於
開課三日前告知，以利行政作業進行並共同愛護資源。
3. 若原報名者因故不克參加，但欲更換他人參加，敬請於開課前二日通知。
4. 學員若能自行攜帶筆電，可下載 Minitab 試用版(免費 30 天試用，請勿太早安裝)，
則其輔助學習效果更佳。本精華班授課亦適用於無攜帶筆電之學員。
請自行安裝 Minitab 試用軟體，本課程不提供該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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