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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the IE knowledge effectively through Sim-Factory system 

透過 Sim-Factory 系統有效地學習工業工程知識 

Simfactory™  is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which simulates a real production line and allow 

trainees to arrange resources and make decisions immediately to complete a production order. 

According to our training experience, if trainees only learn the knowledge from lectures, but no 
immediate practice are followed, th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upon them will be discounted. Thus, 

we use the Simfactory™ training program as a practice platform together with our interactive 

coaching methods to form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training program. Trainees could view their 
performance report based on their decisions, arrangements and layouts...etc. Moreover, internal 
trainer could give trainees instant comments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reports which may benefit 
trainees most. 

This training program enables the participants to learn and apply line balancing knowledge, to 

improve skills, tools and techniques instantly through lecture along with Simfactory™ program. 

 

Simfactory™ 是一個模擬真實生產線及可供學員即時安排資源及作出決策以完成生產通知

單的教學系統。 

在我們的培訓經驗中，倘若學員只在課堂學習了知識而沒有得到即時的實踐，培訓的成效

將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利用 Simfactory™ 培訓系統作為實踐平台，並配合互動式的輔導

教學以完成有效的培訓。 學員可在系統中查看他們在決策、安排、佈局等的表現報告，教

練可就學員的報告即時給予意見，使他們得到最大的裨益。 

本培訓課程給予參加者利用課堂及 Simfactory™系統以學習及即時實踐生產線平衡知識、改善技

巧及方法。 

 

Content 內容 :  

 Introduction of IE Knowledge which are adopted in the system 
介紹模擬工廠內應用的工業工程知識 

 
 Understanding of SimFactory™ production line constraints 

了解模擬工廠生產線的限制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technique 

生產計劃和控制技巧 

 
 Kanban, takt time and pitch time knowledge application  

看板管理/節拍時間/間距時間認識及應用 

 
 Ways to evaluate and control the process 

流程評估和監控方法 

 
 Theory of constraint 

約束理論應用 

 

 Data Analysis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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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格  (傳真 : 2795 0452) 

 

課程名稱：透過 Sim-Factory 系統有效地學習工業工程知識 

費 用：   每位港幣 900 元  *HKRITA 會員優惠每位港幣 810 元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職 位：      電 郵：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電 話：  傳 真：  

 

選擇拒絕使用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  

 

我們擬使用你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及電郵地址以促銷由本局主辦／協辦／支持的教育及培訓課程、比賽、問卷調查、

活動概覽。 

⃞ 本人不希望貴局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 

 

以上代表 閣下目前就是否希望收到直接促銷聯繫或資訊的選擇，並取代 閣下於本申請前向貴局傳達的任何選擇。您可隨

時電郵至 unsubscribe@cita.org.hk 取消這項接受宣傳資料服務的安排。 

開課日期及時間 : 2014 年 4 月 4 日  (星期五) 上午 9 時 30 分 至 下午 4 時 30 分 

上課地點 : 九龍九龍灣大業街 63 號製衣業訓練局 

學費 : 每位港幣 900 元    *HKRITA 會員優惠每位港幣 810 元 

講者 : 製衣業訓練局資深導師 

授課語言 : 廣東話 (中文講義) 

報名手續 : 1. 請先將填妥的報名表格傳真至(852) 2795 0452 留位 

2. 再將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書明支付  [Clothing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或 [製衣業訓練局] 寄往: 九龍九

龍灣大業街 63 號製衣業訓練局教學行政部梁小姐收。 

查詢 : 梁小姐，(電話: (852)2263 6384  電郵: annieleung@cita.org.h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