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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學會會員服務
本學會為非營利社團法人團體，會員是本學會的基石，也是主要服務對象

。本學會之任務依章程包括舉行品質有關之研討、講習、訓練、觀摩、參

與國際品質組織活動、協助政府推行品質政策等，也因此針對學會會員，

本學會之服務方向如下：

團體會員
對於團體會員，本學會作為輔助產業發展的角色，期望引導企業機構

學習並引進品質管理的新觀念、新知識、新方法。

團體會員可透過會訊刊物、研討會、講座或免費諮詢服務等來提升企

業的軟實力。當企業機構內部需要提升專業能力時，學會亦提供培訓

課程及專業認證考試。除此之外，本學會亦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鼓

勵會員參加品質相關的國際會議、提供貴企業機構在國際上交流的舞

台。

個人會員
對於個人會員，學會目標在提供給有志於此領域人士一個專業的知識

體系及有效的操作工具。

本學會奠基歷史悠久，學會作為經驗交流的場域，除每月可由品質月

刊獲得領域知識外，本學會透過提供培訓課程、舉辦年會、各類獎勵

表揚、舉辦講座、業界交流、企業參訪等活動等，提供個人會員得以

汲取豐富經驗、強化自身專業知識及實戰能力的場所。

品質學會沿革
本學會由李國鼎先生創立於民國53年3月28日，並由李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

，創立至今已近55年。本學會致力於品質相關理念、管理及技術之研究發展與

推廣，促進國家經濟貿易發展，藉以提升國家社會整體品質經營水準為宗旨。

自創立起就扮演協助企業提升產品品質，以及經營管理品質的重責大任。

為了全面性的推動品質，本學會成立之初，即成立「出版委員會」發行品質管

制月刊（現為品質月刊），向企業界及社會大眾推廣品管理念、品管新知及品

質管理方法與工具。此外，更需要協助企業培養品管人才，除了積極辦理許多

品質相關課程的教育訓練之外，更為重大貢獻的是自民國65年起開始辦理品管

技術師(CQT)及品管工程師(CQE)認證考試，之後又陸續的辦理可靠度工程師

(CQR)、品質管理師(CQM)、軟體品質工程師(CSQE)、服務業品質專業師(CSQP) 

、及品質顧問師(CQC)等認證考試，迄今已認證近三萬名業界專業人員。

學會於成立之初就受到政府的重視。為提升企業的品質與經營績效，在民國65

年由經濟部長孫運璿先生核定於本會設立「經濟部部長品管獎」，以表揚國內

推行品管的績優廠商（後更名為卓越經營品質獎），至今已有超過140家企業

及機關團體獲得此項殊榮。本學會現亦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標準化團體，

協助我國品管相關國家標準之調和及政策方向研究。

會員代表
大會

理監事會議
理事長

秘書處
秘書長

品質獎委員會

諮議委員會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

國際關係委員會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

課程規劃委員會

可靠度委員會

經營品質委員會

服務品質推行委員會

考試委員會

論文委員會

標準化委員會

軟體品質委員會

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

中區工作委員會

行政
管理組

高雄分會

工作
委員會

教育
訓練組

輔導
服務組

刊物
發行組

品質學會組織架構圖



為產業鑑定最優質的品質人才

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考試
品質學會是我國唯一的品質專業認證考試之機構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肩負國內品質發展與推廣之任務，因而推動品質類專業資格之認證

考試。自民國65年起逐步創辦各類資格認證考試，迄今通過考試發證書總數已近

30,000張，這些經過「嚴格考驗」的品管專業人士，匯集成為我國產業最寶貴的品質

專業人才。

各類考試每年於6月、12月同時於台北∕台中∕高雄舉行兩次（品質技術師、品質工程

師增設9月舉行一次）考前三個月開放於本學會網站報名。本學會資格認證考試如下：

品質專業人才育成的搖籃

教育訓練課程
品質專業人才育成的搖籃

教育訓練課程

品質技術師 (CQT)

品質工程師 (CQE)

可靠度工程師 (CRE)

品質管理師 (CQM)

軟體品質工程師 (CSQE)

服務品質專業師 (CSQP)

軟體測試工程師 (CSTE)

品質顧問師 (CQC)

六標準差綠帶 (SSGB)

六標準差黑帶 (SSBB)

AI 品質工程師 (AIQE)

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考試系列課程

品質管理專業課程

擁有最優良之品質管理與實務經營的堅強師資，負責為國內外企業規劃與執

行課程計畫，分公開班、企業機構專案內訓班等，主要課程內容如下：

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考試系列課程

品質管理專業課程

擁有最優良之品質管理與實務經營的堅強師資，負責為國內外企業規劃與執

行課程計畫，分公開班、企業機構專案內訓班等，主要課程內容如下：

課　程　名　稱 時數 預計每年開班時間

品質技術師 (CQT) 75hr  2月, 5月, 8月

品質工程師 (CQE) 90hr  2月, 7月

可靠度工程師 (CRE) 60hr  3月, 8月

品質管理師 (CQM) 84hr  2月, 7月

服務品質專業師 (CSQP) 60hr  3月, 9月

六標準差綠帶認證課程 48hr 3月, 6月, 9月

˙ 品質改善手法、問題分析、思考方法

˙ 失效模式與關鍵效應分析 (FMEA)

˙ 品質成本管理與實務應用

˙ 問題分析改進實務

˙ 流程管理與改善

˙ 卓越經營模式系列指引與自評師訓練

˙ 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 (物理∕電子)

˙ 抽樣檢驗應用

˙ 供應鏈管理與採購品保 (含進料管制)

˙ 量測系統分析與統計製程管制

˙ 製程能力分析

˙ 目視管理、現場改善、防呆法

˙ 顧客滿意度衡量分析與顧客關係管理

˙ QC七大手法、8D

˙ 突破創新之研發管理流程 (TRIZ)

˙ 品質機能展開 (QFD) 與失效模式效應分析 

(FMEA) 整合

˙ 可靠度工程

˙ 環境試驗與可靠度加速壽命

˙ 產品可靠度與壽命評估實務

˙ 可靠度設計 (DFR)

˙ 品質改善手法、問題分析、思考方法

˙ 失效模式與關鍵效應分析 (FMEA)

˙ 品質成本管理與實務應用

˙ 問題分析改進實務

˙ 流程管理與改善

˙ 卓越經營模式系列指引與自評師訓練

˙ 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 (物理∕電子)

˙ 抽樣檢驗應用

˙ 供應鏈管理與採購品保 (含進料管制)

˙ 量測系統分析與統計製程管制

˙ 製程能力分析

˙ 目視管理、現場改善、防呆法

˙ 顧客滿意度衡量分析與顧客關係管理

˙ QC七大手法、8D

˙ 突破創新之研發管理流程 (TRIZ)

˙ 品質機能展開 (QFD) 與失效模式效應分析 

(FMEA) 整合

˙ 可靠度工程

˙ 環境試驗與可靠度加速壽命

˙ 產品可靠度與壽命評估實務

˙ 可靠度設計 (DFR)

˙ 失效分析

˙ 維護度工程與保固設計

˙ 實驗設計 (DOE)

˙ 田口式品質工程

˙ ISO 9000系列主導評審員 (中文班)

˙ ISO 9001：2015內部品質系統稽核

˙ IATF 16949 主導評審員

˙ IATF 16949 內部稽核

˙ 標準管理系統整合與實務應用

˙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

˙ 六標準差綠帶認證課程

˙ 六標準差黑帶認證課程



永遠為企業解決經營與管理上的問題

企業廠商輔導
擁有卓越專業顧問群，且秉持『優質服務，創新成長』之心，為企業（製造業、

服務業）解決問題、改善體質、提昇績效。

提升品質知識的領航員，潛藏書籍寶庫

國內最專業最權威的
品質管理相關書籍
●品質管制與檢測

˙統計方法

˙抽樣檢驗（增訂版）

˙管制圖與製程管制

˙計數值檢驗抽樣程序及抽樣表(105E)

˙計量值檢驗抽樣程序及抽樣表(414)

˙品質管制之相關與迴歸分析

˙工業實驗計劃法

˙品管組織與標準化

˙品質小組活動實踐指南

˙品管檢測技術與校正實務－量測儀具應用

˙品管檢測技術與校正實務－非破壞檢測應用

˙量具校正程序撰寫指引

˙SPC統計製程管制持續改善

˙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背景、概念、

用語、要求事項)

˙品質計劃與品質改進

˙品質成本管理

˙品質管制（增訂版）

品質月刊為本學會會訊，本著「從學術裡找

實際的應用，在行動中求理論的實踐」之具

體指導原則，提供與品質及管理相關領域之

理論、觀念、技術、標準和方法之解析介紹

及實務應用，文章以淺顯易懂為原則，並且

輔以產業實例說明所要表達之觀念與方法，

為品質界入門雜誌刊物。

品質學報提供與品質及績效改善相關領域之學

術研究、技術和方法的應用、個案研究和文

獻調查與評論。所刊登之論文使用嚴格的研

究標準進行品質管理、品質工程、品質技

術、品質發展和績效改善等領域的探討，

為品質學術領域提供學術發表與交流的

園地，尤其鼓勵作者採用

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探

討各項製造業或服務業相

關之品質議題，並獲收錄

於國際期刊指標之工程索

引資料庫（EI）。

學會提供如下列之專業診斷及輔導（企業內課程）服務：
˙ 製程品管之導入與推動

˙ 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與輔導

˙ 卓越經營績效品質獎申請

˙ 經營品質策略規劃與方針管理（整體規劃、KPI制定、執行運作）

˙ 流程改善與精進再造管理（整體規劃、方法制定、執行運作）

˙ 六標準差（6 Sigma）專案

˙ 品質成本方法與制度（整體規劃、方法制定、執行運作）

˙ 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工具（研發制度、QFD、FMEA、TRIZ、DOE、可靠度、維護度與

保固）

˙ 可靠度工程（規畫、設計、驗證、分析）

˙ 精實生產之輔導

˙ 品管圈活動與改善手法之輔導（規畫、方法制定、執行運作）

˙ 國際管理（品質∕安全∕環境）系統標準（含ISO 9001/14001, IATF 16949, ISO 45001）

●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教材用書)  ˙品質經營實戰

˙方針管理  ˙品管三十六計

˙品質人語  ˙服務業品質管理

˙管理工具手冊  ˙品質與策略

●創新與研發

˙精實生產教戰手則

˙維護度工程與系統妥善度

˙可靠度保證－工程與管理技術之應用

˙可靠度技術手冊 ˙可靠度工程與管理

˙可靠度工程與管理手冊 ̇ 預防性失效分析

˙田口式品質工程導論 ˙品質工程(田口方法)

˙品質管制月刊(全年12期)

˙品管漫畫一套12張

˙品管標語一套20張

˙中華民國品質發展史

˙各年度國際品質管理會議論文集

品質學報
Journal of Quality

品質月刊
Quality Monthly CSQ



全國首創歷史悠久、最優良企業口碑

卓越經營品質獎（前身為品質團體獎）設立於1965年，迄今已

55載，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品質獎項，表彰卓越經營績效之企業

機構以及在品質管理推動上有卓有貢獻的個人（品質個人獎）及

學術論文（品質論文獎）。

每年四月至七月申請，八、九月審查，十一月於學會年會頒獎。

『卓越經營品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