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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Z與田口方法 TM 蘇學恭

從全球規模的角度來看，各產業在技術與服務的競爭上是日益嚴峻的。這是個

充滿各種危機的年代也是個充滿機會的年代。在任何一個產業的技術與服務領域

上，只有那些能夠經由創造出新構想並儘快落實構想的企業才能夠存活下來。這

種創意問題解決的能力是所有組織和個人所不可或缺的同時也是被積極追求的。  

然而，個人的創造力和組織解決問題的能力，基本上都是種以人類心智為基礎

的抽象能力。即使是受過良好高等教育的技術者與研究人員也不見得總是有足夠

的創造性。  

對創造來說，”靈感”通常是必要的。個別的技術者與研究人員在各自的專業上

像化學、機械、電腦科學等領域上累積它們的知識與經驗。但就在此同時他們通

常也逐漸失去了他們的創造能力。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讓我們自己能夠增加”創

造能力”呢？我們其實並不太知道有關如何讓我們更有創造力的各種方法。我們

該如何獲得”靈感”，除了從智力課程與 know-hows 之外，我們很少學習到具體

的方法論。    

‧關於 TRIZ 

 

"TRIZ" (發音為/tri:z/)。"TRIZ" 是以英語方式將俄文中”創意問題解決

理論－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的字首縮寫。在 1946

年，一位年輕的技術者 Mr. Genrich Altshuller(1926-1998)在前蘇聯

得到了有關 TRIZ 的第一個構想，這 50 多年來帶著他的學生和工作夥伴一起從

事 TRIZ 的開發和使用。  

在冷戰結束後，許多 TRIZ 的專家移民到了歐洲和美國等地；因此在西方國家

裡的人開始學習它。自從大概是 1992 年，TRIZ 相關的顧問活動和軟體工具開

發開始在美國出現。最近 TRIZ 已經被導入到美國的大型企業內。在日本，TRIZ

也已在 1997 年夏天被導入和推廣。 

Altshuller 當他 20 歲那年為前蘇聯海軍專利局工作時，獲得最初 TRIZ

的原始構想。藉由審查大數量的各種專利，他發現在問題解決上(或各解決方案

之間)有一些模式可資遵循，即便是那些獨特且初創的創新發明也是如此。於是

他想到：”一旦我們分析大量的好專利並將他們解決問題的模式抽離出來之後，

人們就可以學習這些模式並獲得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能力(亦即，創造能力)"。接

著他真的開始著手去做這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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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0 年代他在巴庫(Baku)這個地方開辦了 TRIZ 學校並教導了幾百個學

生。一些表現好的學生日後成了他的助手，其他的學生則散佈到整個前蘇聯；

TRIZ 的教導和運用就以這樣的方式持續著。各產業的工程師和大學生志願的在

他的學校裡學習，有短期兩個月的研討會形式和長達兩年課程的形式。  

源自於從大量好專利裡的分析，Altshuller 抽取出各種構想的本質，這些

本質正是構成傳統技術的各種突破，並將他們精心整理成”40 個創新發明原

理”。註 1。 

‧TRIZ 中的技術矛盾 

 

各產業在運用本身所屬的各種固有技術進行產品與製程的開發或設計時，通常

會遭遇到這樣的情況：”當我們想要改善系統中的某一方面時，系統卻在另一

方面變差”。 在 TRIZ 中，將上述的情境定義成”技術矛盾－Technical 

Contradiction”，並試圖透過”消除”該矛盾的方式來找到突破性的解決方

案。但這種狀況通常被叫做”取捨(trade-offs)”的方法來將矛盾消除掉，

亦即一般的處理方式是藉由在這兩方面的各需求之間找到一些妥協，換言之，

沒法充分滿足這兩者之間的任何一個。當我想要一個更好的解決方案時，我們

可能用數學的研究去尋找最佳妥協，在這個最佳妥協裡讓一些預設的目的機能

在現行的架構裡可以最大化；這種技巧被叫做”最佳化－optimization”。

‧TRIZ 中的物體矛盾 

 

TRIZ 也發現另一種形式的矛盾，被命名為"物理矛盾－Physical 

Contradictions"。物理矛盾是指：〝該系統在問題上被要求在一面向上要

朝向某一方向發展，但同一系統的同一面向又要求要朝向反方向發展〞。譬如

說，有一個這樣的需求是”要能清楚的看見”而在此同時，卻又有著相反得需求

是”不要被看到”。當我們被要求要在同一時間裡同時滿足這兩個對立需求時，

我們典型的思考答案是”這是不可能的”。 

‧關於 TM 

 

TM 是田口方法，Taiguchi Method 的字首縮寫，是美國在 1981 年導入日

本田口玄一博士的品質工程時的稱謂，另一稱法為穩健性設計(Robust 

Design)。註 2。  

田口方法中最為人所津津樂道的是其參數設計，而參數設計中又分為：靜態特

性與動態特性。靜態特性適合一般產品與製程之改良或改善，可對應到望目特

性、望大特性與望小特性這一類品質特型值的問題。至於動態特性則又有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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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動態特性與雙信號動態特性之別，田口博士則鼓勵將動態特性應用於產品與

製程的開發設計上。 

‧TRIZ 的技術矛盾與 TM 

 

當我們從事產品與製程的設計與改善時，經常會遭遇到在 TRIZ 中所謂的的技

術矛盾，誠如一般人所熟知的在不懂或是未運用 TM 時，是採取所謂的『取捨

trade-offs』的方案來解決問題。在一般坊間的田口工具書中甚少論及此種

狀況，而實務上常常在應用 TM 時，品管人員、技術改善者乃至研發設計人員，

所要處理的問題往往並非如工具書中的範例那樣是單一品質特特性值的問

題，通常都是多品質特性值的問題。  

譬如說，一個射出成型的個案，品管人員、技術改善者乃至研發設計人員所面

對的射出後的品質特性值，可能是填充不足、毛邊、流痕…等等不一而足的多

個品質特性值。而且必須要同時滿足各項品質特性的要求。此時，在 TM 方法

的步驟中進行到因子水準輔助圖的步驟之後，就可看出 TRIZ 的技術矛盾。 

  

 

 

 

圖一.S/N 比因子水準輔助圖 

假設射出成型的某可控制因子 L，它的 3 個水準(L1、L2、L3)。依據 TM 的

選取最佳條件的法則→永遠選 S/N 比大者。此時在品質特性值 1 中，應該要

選 L3；而在品質特性值 2 中，應該要選 L1。此時，就發生 TRIZ 的技術矛盾。

‧TRIZ 的物理矛盾與 TM 

 

同樣的當運用 TM 的動態特性來進行產品與製程的設計時，其實田口的動態特

性就是在解 TRIZ 的物理矛盾。依據 TRIZ 的物理矛盾定義是：『該系統在問

題上被要求在一面向上要朝向某一方向發展，但同一系統的同一面向又要求要

朝向反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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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動態特性示意圖 

解決或應用 TM 的動態特性，首要的考慮就是選定信號因子 M(至少要有 3 個水

準)，M1 是要求信號量小、M3 則要求信號量要大。因此，透過動態特性的最

佳條件讓 M1 到 M3 之間能夠形成線性，同時 M1~M3 之內的範圍可以被滿足。

譬如說，仍以射出成型為例，射出模上對各種尺寸的要求，既要大尺寸也要小

尺寸，大小尺寸必須同時被滿足。而這正是 TRIZ 的物理矛盾。 

‧TM 與 TRIZ 

 

田口  

        平均值平方  

S/N = -------------  

          變異  

TRIZ 

            有利(Useful)總和  

理想值 = -------------------- 

            有害(Harmful)總和  

在 TRIZ 中，要改善某一現存的系統使之更趨近於理想化，有兩個主要的方

法：  

(a) “改善 or 強化”有用作動的局部或無效率部分  

(b) “消除”有害作動/效應  

而有害動作可以有 3 種可能的方式來將之消滅：  

1.消除有害動作的”根本”原因  

2.消除有害”動作”這個動作本身  

3.消除有害動作所產生的效應(effects)  

在 TRIZ 中想要針對第 1 點，做到“根本”原因的辨識與消除，在方法可能會是”

理想主義”或無法落實的空想，而針對第 2 點消除”動作”本身可能亦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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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需要尋找更為實際可行的方式─那就是讓動作造成的危害依舊存在

但卻消除有害效應！而這正是田口方法和穩健性設計的核心原則，亦即，讓影

響品質變異的各種噪音存在，但不會對品質特性值產生影響。所以，第 3 選項

能充分的吻合田口方法。 

結論  

TRIZ 在蘇聯已經發展了超過半個世紀，並約在 1992 年進入美國；TM(品質

工程)也在日本發展超過了半個世紀，並在約 1981 年進入美國。  

比對 TRIZ 的內容和 TM 的內容，有異有同。它們同樣都追求理想最終結果、

各種資源的有效運用、針對各種狀況有著各種不同的應用工具。正如 TRIZ 中強

調由巨觀(marco)層次進入微觀(micro)層次一般，TRIZ 是巨觀層次的，而

TM 是微觀層次的。  

田口博士強調解決問題需要在『理想機能』多下工夫，但田口博士對『理想機

能』的思考方式卻甚少論述，只是在各種場合裡強調其重要性。而『理想機能』

又正是想要運用動態特性這項工具成功與否的關鍵。加上田口博士一開始就強調

設計有 3 種，分別是：系統設計、參數設計與允差設計。而 TM 不處理系統設計

這一部份。  

我們若能在產品與製程的設計或改善時，將 TRIZ 與 TM 針對問題不同的性質

與階段，交互結合運用必能又快又好的迅速解決所遭遇的棘手問題。以個人多年

長期從事 TM(田口品質工程)的輔導經驗與心得，TRIZ 的質─場分析與 TM 的理

想機能，是銜接這兩項偉大工具的一個優異的介面，TRIZ 的質─場分析點破了

解決問題所需要的定性分析的面向，而 TM 的參數設計則點破了解決問題所需要

的定量分析的面向。在過去 TRIZ 尚未出現前，使用 TM 往往需要依靠解決問題

者的『神來之筆─看出理想機能的靈光乍現』，加上外界一直將實驗計劃(D.O.E)

和 TM 混為一體，致使 TM 這項好用的工具，被誤解或不使用的情形也不在少數，

殊屬可惜！  

台灣各產業從事代工的營運模式似乎也到了窮途末路的時候了。創新研發和品

牌通路或許是下一階段生存的契機，品牌通路除了市場的佈建、掌握之外，更需

要依賴創新研發作為堅實的後盾。而創新研發後盾的建立，以 TRIZ 開頭、以

TM 來落實中段、再加上可靠度作收尾，對追求永續經營的產業界應該是個比較

快速且實際可行的道路。  

註 1：詳細內容見品質月刊 93 年 3 月號 

註 2：詳細內容見品質月刊 93 年 7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