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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描述六標準差改善流程的界定、衡量、分析、改善、控制（DMAIC）等

五個階段對生產線生產力的提昇之探討。因此以下就這五個階段分別加以說明之。 

第一節 界定階段 

進行六標準差管理手法時，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清楚的界定問題，也是界定階段的主

要目的。界定階段的工作便是決定要改善的流程或產品之問題，因此首先要界定主要的

顧客或顧客群，進一步了解顧客的要求，由顧客透露的心聲對產品的要求，了解顧客所

需求的關鍵品質特性 (critical to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CTQ)，以做為改善的目標，並決

定問題的範圍。 

 

而本研究界定階段之作業流程如圖 3-1 所示，有關此階段的流程詳述如下。 

 
圖 3-1 界定階段流程圖，本研究整理 

一、定義專案範疇 

透過與高階主管的討論瞭解現行作業流程的問題，同時使用高層級流程圖（Supply

－Input－Process－Output－Customer，SIPOC 讀做sye-pahk）來使整個專案範疇更

定義專案範疇 

成立專案團隊 

確認關鍵影響因素 

訂定改善計畫時程表 

完成 DMAIC 專案章程作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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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明確。SIPOC流程模型是流程管理和改進最常用也是最有用的技術，主要能使工

作流動一目了然，其包含了五個主要項目： 

1.供給（Supply）：提供關鍵資訊、原料或其他資源給流程的人或團體。 

2.投入（Input）：供給者所提供的東西。 

3.流程（Process）：轉換投入創造附加價值的一套步驟。 

4.產出（Output）：流程最後的產品。 

5.顧客（Customer）：接受產出的人、團體或流程。 

 

在 DMAIC 的界定階段，SIPOC 通常被當成繪製重要業務流程和確認可能衡量圖

的方法。SIPOC 圖通常和流程架構一起用來顯示業務流程中的重要活動或某企業流程

中的次級流程， 以供應商、投入、產出和顧客為代表。SIPOC 圖能有助於界定流程的

界線和構成要件，避免發生見樹不見林的問題。此圖流程的部分由幾個高層級的活動來

代表，如圖 3-2 所示。 

 
圖 3-2 高層級流程圖 

 

二、成立專案團隊 

專案負責人將相關的部門人員納入此六標準差流程改善專案，使專案的推動能更切

合需求與順暢。 

三、確認關鍵影響因素 

六標準差會透過 Y=f（X）這個公式來瞭解問題（Y）與關鍵因素（X）之間的關

係為何，其使用的手法包括了腦力激盪、簡單的數據蒐集與歷史資料的分析。 

四、訂定改善計畫時程表 

S P C O 產出 I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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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團隊要明確描述此改善專案所要進行的各個作業活動，並且要明訂各個活動

所需要的時間與必須要完成的日期。 

五、完成 DMAIC 專案章程作業表 

DMAIC 專案章程作業表內容主要包括了以下八個項目：  

1.專案名稱 

2.專案領導人 

3.小組成員 

4.專案重要性 

5.問題/機會聲明 

6.目標聲明 

7.專案限制 

8.利益關係人 

一般專案章程作業表格式如表 3-1 所示： 

表3-1 DMAIC專案章程作業表 

DMAIC 專案章程作業表 

專案名稱：  

專案領導人：  小組成員：  

專案重要性：  

問題/機會聲明：  

目標聲明：  

專案限制：  

利益關係人：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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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衡量階段 

量測階段的目的主要是在建立當前過程中有關數據的技巧，以滿足 CTQ。在衡量階

段中的主要任務，則是要以量化的資料 衡量問題之嚴重性，亦即衡量產品或過程特性

之情況，並分析問題流程之衝擊性，藉以精化問題並開始尋找問題之根源。 

 

本研究在量測階段的程序包含了以下步驟： 

一、確定量測標的 

在界定階段訂定專案的範疇後，則從此範疇中選擇專案所要改善的標的，然後確認

針對改善標的的量測項目。 

 

二、決定數據類型 

數據的類型有分成離散的與連續的，連續資料的衡量，是指那些能夠被「無限可除

計數」和連續體如重量、高度、時間、分貝、溫度來加以衡量的要素；而離散資料

的衡量，就是凡非適合連續標準皆是，如教育水準、產品類型、滿意度等。以統計

來說，比起離散的資料，連續性的資料較可以製作更多潛藏性的分析表格，也可以

因此觀察到更多重要的資訊。 

 

三、發展數據蒐集和抽樣計畫 

本研究透過抽樣的方法來蒐集量測標的數據，一般而言，理想的抽樣需滿足所抽得

的樣本能代表母體，意即由樣本推估母體之特性能正確且能計算其可靠度，還有抽

樣成本低兩大特色，而抽樣方法最常見的有以下四種方式： 

1.簡單隨機抽樣（Sample Random Sampling） 

係指母體中的每一個體皆有同等被抽中的機會，或每一個可能樣本出現的機會是

均等的，實務上可採用亂數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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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係指將母體區分為幾個層別，在每一層中按其比例隨機抽取樣本，此法是希望層

內（within）差異小，層間（between）差異大，及層內資料性質相同，層間資料性

質不       

同。 

 

3.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 

係指將母體之所有個體依序排列，每隔若干個個體抽取一個為樣本。 

 

4.集體抽樣法（Cluster Sampling） 

係指將母體個體依特殊標準合成若干集體，以集體為抽樣單位，用簡單隨機抽樣

法自這些集體中抽取一個或數個集體做為樣本。此法與分層隨機抽樣法相反，是

希望層內差異大層間差異小，即層內資料性質不同，層間資料性質相同。 

 

四、進行量測系統分析 

任何時候進行一個製程的數據量測，都會有變異的存在，這些變異主要來自兩部分

－任何製程所產生的零件之間一定會有變異，以及量測方法的不盡完美，因此就算

重複量測同一個物件，不一定會得到相同的結果，而這兩種變異的總和稱為總變

異，其關係式如下所示： 

總變異＝量測變異（人與機台）＋產品（製程）變異。 

 

當量測系統變異太大時，會影響我們對真實製程變異的判斷，因此進行量測系統分析的

目的主要有兩點： 

一、確認量測系統能滿足製程的使用需求：確認是否能提供客觀及正確的分析評價，以

評估量測設備的適用性，確保製程數據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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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辨出統計製程控制中製程的特殊原因：如果量測系統本身誤差很大，則在使用製

程控制時，特殊原因所造成的變異可能為量測系統的變異所掩蓋，而無法分辨出特

殊原因而加以掩蓋。 

 

量測系統的精確度或指量測的變異可以分解為兩部分： 

一、再現性（Repeatability）：因量測儀器所產生的變異，即當同一位操作人員以同一

部儀器重複量測同一個零件時，所得的觀測變異。 

 

二、再生性（Reproducibility）：因量測人員所產生的變異，即當不同操作人員以同一部

儀器重複量測同一個零件時，所得的觀測變異。 

 

Gage R&R（Gage Repeatability & Reproducibility）是一項量測精確度指標，是用來

判斷製程上的變異有多少是由量測系統所產生的，其分析與判定的方式可以透過全距法

（Xbar-R）與 ANOVA 分析法來進行，簡要說明如下： 

一、全距法（Xbar-R）將全面的變異分解成三部分－零件對零件、再現性與再生性。 

二、ANOVA 分析法是更深入一步，將再現性分解為操作員、操作員與零件/物料間的交

互作用。 

嚴格上來說，ANOVA 分析法會比全距法的方法較為正確，因為有考慮到操作人員與物

件/物料間的交互作用，而本研究所採用的量測系統分析即採用 ANOVA 分析法來進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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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分析的架構如圖 3-3 所示： 

 

圖 3-3 Gage R&R 研究示意圖 

 

Gage R&R 執行所需注意的事項： 

一、操作員：隨機選取幾個使用量具的操作員，這可以評估量具對不同操作員的敏感

度。 

二、零件：自同一規格的零件中隨機選取 5 至 10 個零件進行測量。 

三、反覆量測的次數：每一個零件的量測特性被每一個操作員反覆測量至少二次。 

 

第三節 分析階段 

分析階段的目的是使團隊能細密的研究數據，以進一步把握改善的機會，一般而

言，分析之類別主要可分為兩類，第一類是資料分析，因六標準差改善方法所講求的不

是以經驗、直覺或上級長官意見做為決策之依據，是以事實為判斷準則，而事實所反應

出的即是數據資料，因此資料分析在六標準差改善方法裡，成為專案是否能成功的見因

素之一；另一類分析方式則為流程分析，強調流程分析也是六標準差改善方法的特色之

全面的變異 

量測系統的變異 零件間的變異 

來自量具的變異 來自操作員的變異 

再現性 再生性 

操作員與零件的交互作用 操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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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若無法針對問題流程作審慎研究，則容易忽略問題的真正肇因，無法完全根治問題，

唯有審視問題之所有流程，才能正確地追蹤到問題之肇因所在。 

 

本研究在分析階段的程序包含了以下步驟： 

一、應用圖形與統計工具來分析 

透過各式的圖形及統計工具，可協助本研究找出問題之肇因所在，其常使用的圖形

與統計工具說明如下： 

1.柏拉圖 

係用以比較不同類的問題或肇因的次數和影響，是利用「80/20 法則」，也就是大約有

80%的問題其實是來自於 20%的原因，因此只要能消除前面 20 的肇因，就能解決 80%

的問題，在實務運用上則需注意，有時比率最高的問題可能受限於環境、成本等因素，

無法進行改善，此時可從第二順位之問題進行改善，不過仍須注意成本與效果是否符

合經濟效益。 

 

2.盒型圖 

盒型圖（Box plot）主要在比較不同數據間的分散度及分配形狀，同時也可用來判別數

據是否有異常點（outliers）的存在，一般而言，盒型圖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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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盒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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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的部分會在中位數的位置畫一條橫越盒子的線，異常點是超過上界與下界的資料

點，以星號「＊」標示出來。盒子的底線與頂線的部分，預設分別是第一個四分位數（Q1）

與第三個四分位數（Q3），鬚線是由盒子的底部與頂部延伸到鄰近的資料點，所謂鄰近

的資料點是指仍在下列定義範圍內的資料點： 

下界＝Q1－1.5×（Q3－Q1） 

下界＝Q1＋1.5×（Q3－Q1） 

 

盒型圖的判讀方法如下： 

一、以盒子表示從第一四方位數至第三四方位數的數值質料，其盒型的長度即為四分位

距，並在盒型內標示出中位數的位置，因此在盒型內包括了 50%的數值資料。 

二、介於第一四分位數與最小值之間佔了全部資料的 25%，介於第三四分位數與最大值

之間佔了全部資料的 25%。 

三、連接最小值到長方形左邊中點的水平線稱為左鬍鬚，連接最大值到長方形右邊的水

平線稱為右鬍鬚，若左鬍鬚遠之長度遠大於右鬍鬚之長度，則我們說資料是左偏

（left skew）；相反地，若右鬍鬚之長度遠大於左鬍鬚之長度，則我們說資料是右

偏（right skew），因此，利用盒型圖可以看出資料的偏態。 

四、盒型圖也可用於幫助辨認出觀察值是否為異常值（outlier），若觀察職位於長方形

左右邊三倍四分位距之外，則稱為異常值，它會在盒型圖中標示出「星星」，這些

數值在統計分析時可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所以宜特別注意。 

 

3.推移圖 

推移圖是利用中位數兩邊連續點的序列繪製而成，實務上，若想從推移圖得到較可靠

解釋至少需有 20～25 個資料點。觀察推移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分辨推移圖中所顯

示之肇因是屬於隨機、一般或是特別變異，若是推移圖所顯示之肇因屬於隨機型，由

於影響範圍不大，且控制難度較高，一般而言都不會師以改進措施，若是屬於一般肇

因則代表流程之中長期存在著問題，若想進行改善，則必須找出長期存在於流程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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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若發現的是屬於特別肇因，則代表流程在某一時間點開始出現某一問題，改善

方法則是利用觀察該時間點之相關條件變化找出問題之肇因，這一類的改善方法通常

所耗用之資源最少，改善效果也最顯著。推移圖通常主要分析以下五個重點： 

（1）趨勢（Trend） 

製程數值持續的朝上或朝下改變，表示製程將要超出控制，趨勢的變異原因可能來

自於以下幾點： 

 工具的磨損 

 機台無法保持設定參數 

 操作員週期性的輪班。 

 

（2）震盪（Oscillation） 

製程突然的改變與跳動，顯示製程呈現不穩定狀態，震盪的原因可能來自於以下

幾點： 

 進料的變異加大 

 機器方面的小故障 

 非預期的製程設定改變 

 新的操作員 

 量測方法的改變。 

 

（3）混合（Mixture） 

指資料是兩個母體分配的混合或是兩個不同水準設定的製程，其可能的原因為： 

 不同的物料來源 

 兩台或兩台以上的機器使用同一個控制圖 

 測試的方法或設備不一樣 

 不同的操作或量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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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串集（Cluster） 

表示因特殊效應所造成的變異，會使資料點群集在圖上的一個區域，其可能的原

因來自於： 

 量測誤差 

 抽樣到不良的樣本 

 

（5）循環性週期（Cyclic Patterns） 

指數據的呈現在圖上的點顯示出一個波形或是週期性的高低點，其可能的原因來

自於： 

 進料的季節性影響 

 溫度、濕度的循環性影響 

 週期性的機台 

 操作員的週期性輪調 

 

4.變異數分析 

變異數分析主要用以檢查幾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平均數的統計差異，並檢查該差異是

隨機原因造成，還是特殊原因造成。變異數分析用統計量決定因素內的變異比因素間

的變異小或大，如果因素間的變異比因素內的變異大，則稱該因素顯著，而在進行變

異數分析之前，需確定資料是否呈現常態分配，否則將無法使用此工具來進行分析。 

 

二、進行製程能力分析 

在進行製程改善前須對現有的製程能力有所了解，所以要先依現有的製程條件，蒐

集所進行作業的製程水準，以了解現有的製程能力。 

製程能力的衡量，須先進行資料收集，並詳細的記錄製程條件，以利進行資料分析，資

料收集的條件如下： 

1.先決定改善的對象，以便針對該產品收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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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詳細記錄所收集的製程條件。 

3. 收集樣本量測現有的製程結果並記錄之，以利統計分析。 

4. 統計計算出平均值、標準差及製程能力指標，了解製程改善前之現況。 

 

三、鑑定變異來源 

從前面的圖形與統計工具分析後，再透過製程能力的表現，可以發現變異的來源為

何，瞭解變異來源後，則需作更深入的探討以解決問題並發展出改善方案。 

 

第四節 改善階段 

在改善階段中，最重要的任務為借重改善小組在專業方面的技能及其對問題流程之

運作經驗，共同研討改善之方法，而改善階段的目標，是要藉由減少流程變異或防止問

題發生之解決方案，以排除問題。 

 

本研究在改善階段的程序包含了以下步驟： 

一、提出改善方案 

透過分析階段針對 CTQ 進行數據的分析與變異的原因探討後，即可針對問題提出

合適的解決方案。 

 

二、驗證改善方案 

由於所試行的改善方案並不一定是最佳解，因此必須再透過數據的蒐集與分析，來

驗證所提出的改善方案是否可行。 

 

三、建立新的作業流程圖在 

改善方案驗證可以滿足此專案的目標後，即要重新建立此改善流程的新作業流程

圖，使其作業人員能遵循新的改善方法，有效地執行新的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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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控制階段 

控制階段是一種透過採用回饋系統、以消除缺點的機會或監測過程績效的方式，來

保持改善的方法。 

 

本研究在控制階段的程序包含了以下步驟： 

一、發展控制計畫 

制定控制計畫在控制階段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在改善過程中幾乎都是由改善小組全

程參與，而最後負責接受改善計畫之流程擁有者（Process Owner），則大多因為涉

獵改善計畫的程度不深，故無法一窺全貌，而最終執行改善計畫的人員，更是無法

瞭解改善之計畫精神之所在。因此為了確保新的流程能順利地運轉並監控是否會隨

著作業時間或作業人員的不同而產生新的變異，在改善專案完成後，必須制定一套

控制計畫來監控流程的績效是否能符合預計的績效，如果已經失控，則此控制計畫

來加以解決。 

 

二、進行專案移轉 

當 DMAIC 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必須設法讓該專案繼續維持下去，並將專案變成日

常作業很重要的工作，因此專案團隊必須將必須專案的成果進行移轉給流程擁有

者，並將專案的成果書面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