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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六標準差 

一、六標準差定義 

雖然許多學者對於六標準差有不同的意義詮釋，然而經過本研究歸納後，大致可以

將目前學者對於六標準差的定義分類成三種角度的探討：統計的角度、流程改善的角

度、經營管理的角度。 

（一）統計的角度 

標準差（Sigma）符號為σ，其意義代表變異性(Variability)，當標準差(σ)值越大，

代表變異程度越大，也就是越不穩定。但在標準差前面加上數字，則其意義完全改

變，改變為標準差水準(Sigma Leve1)，即為製程能力(Process Capability)的一項指

標。所以六標準差不是代表六倍的標準差，而是六標準差的能力水準，而根據

Motorola的定義，六標準差的能力水準所代表的是每百萬次的機率下出現的不良品

只有3.4次，然而，統計所定義的六標準差與Motorola的六標準差是不同的，為了要

能進一步瞭解六標準差的定義，Hendericks & Kelbaugh（1998）對此作了解釋：用

標準差（Sigma）來描述製程產品品質的水準時，即表示當有K倍標準差的品質水準

存在於製程中時，則代表量測產品生產特性將有一半的公差相等於K倍標準差，所

以K＊（製程標準差）＝1/2規格公差值，但不包括製程的中心。一般而言，製程的

目標值代表的是客戶所要求的上限值及下限值的中間點，當製程有所偏移時是表示

製程的平均值X不等於製程的目標值T，置於製程的平均目標偏移中心值多少，則

是以標準差（Sigma）來作量測。 

 

Tadikamala（1994）使用表2-1中來顯示製程中的缺點數與標準差（品質水準）及製

程偏差之間的關係，從表中可以看出製程品質水準的數值是當製程校中時（穩定時）的

缺點數，舉例來說，當偏離中心值是0標準差，在六標準差仍有0.002缺點/每百萬。換句

話說，Motorola所指的六標準差品質水準是代表容許製造過程中有1.5個標準差的中心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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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量，即每百萬次不會發現超過3.4個缺點，而此也意指製程品質水準介於4-5個標準差

之間。Anonymous（1998a）認為這就是Motorola所介紹並將之普及化的觀念。 

 

表2-1 六標準差與製程偏差和缺點數對照表 

Sigma/Quality Level 

Off-center 3 sigma 3.5 sigma 4 sigma 4.5 sigma 5 sigma 5.5 sigma 6 sigma 

0 2,700 465 63 6.8 0.57 0.034 0.002 

0.25 sigma 3,577 666 99 12.8 1.02 0.1056 0.0063 

0.5 sigma 6,440 1,382 236 32 3.4 0.71 0.019 

0.75 sigma 12,288 3,011 665 88.5 11 1.02 0.1 

1.0 sigma 22,832 6,433 1,350 233 32 3.4 0.39 

1.25 sigma 40,111 12,201 3,000 577 88.5 10.7 1 

1.5 sigma 66,803 22,800 6,200 1,350 233 32 3.4 

1.75 sigma 105,601 40,100 12,200 3,000 577 88.4 11 

2.0 sigma 158,700 66,800 22,800 62,00 1,300 233 32 

Sigma DPMOa 
2 
3b 
4 
5 
6 

308,537 
66,803 
6,200 
233 
3.4 

a：Defects Per Million Opportunities 

b：Most US businesses operate at the 3 sigma level 

資料來源：Tadikamala，The confusion over Six Sigma quality，1994 

 

（二）流程改善的角度 

至於從流程改善角度來定義六標準差的學者，本研究將其歸納整理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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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從流程改善角度來定義的六標準差 

學者 定義 

Hakan（2002） 將「六標準差」簡短定義為『改善內部及外部客戶滿意的

效益衡量方法』 

R.D.Snee（2000） 六標準差是一種企業改進的手法，其著重發現並消除流程

中之失誤或不良率，以滿足顧客對流程產出之關鍵需求。

Breyfogle III, Cupello, 

Meadows（2001） 

「六標準差」是把基本統計與高級統計方法應用到企業的

品質活動，並認為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改良後的全面品質管

理活動，強調企業應結合經營智慧與統計方法持續追求改

善組織的效能與效率，創造供應商與顧客雙嬴的局面。 

Linderman 等（2003） 六標準差是一種有組織且有系統的方法，不論是應用在流

程的改善或是新產品的設計上皆然。其中用於流程改善上

比較常用的步驟是使用 DMAIC－定義（Define）、衡量

（Measure）、分析（Analyze）、改善（Improve）與管制

（Control），而對於新產品與新流程所設計的執行步驟則

是 DMADV－定義（Define）、衡量（Measure）、分析

（Analyze）、設計（Design）與驗證（Verify），其目的

都是以改善目前的狀況與提高企業的競爭力為目標。 

呂執中（民 92） 六標準差為一系列的改善步驟，降低、控制變異讓不良率

趨近於零的系統化管理方法，六標準差是統計方法的實

踐，為一品質鏈的品質衡量基準。 

Pyzdek（2001） 六標準差是努力的將流程的變異減少到最小的方法，以使

得流程具有一致性地滿足或超越顧客的期望與需求。 

黃思傑（2002） 從管理學的觀點將六標準差視為一種管理手法，引導組織

減少缺失的產生，以顧客為主，以減少製程的浪費、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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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本。 

曾慶毅（2003） 六標準差是在近乎完美地達成客戶之需求，而執行之方法

是採用界定、衡量、分析、改進、控制五個階段，循環進

行不斷改善。 

Harry & Schroeder（2000） 六標準差是一種使用嚴謹手法，經由專案管理方式進行資

料蒐集、統計分析以瞭解誤差來源，並加以排除。 

本研究整理 

 

（三）經營管理的角度 

而從經營管理角度來定義六標準差的學者與所提出的定義，本研究則整理如下表

2-3所示： 

表2-3 從經營管理角度來定義的六標準差 

學者 定義 

陳憲章（2003） 六標準差是一種邏輯理念及改善手法，運用策略、文

化改變及各種管理與統計工具整合一起使用，而達到

顧客滿意、成本降低、獲利增加及追求完美的目標。 

Peter等（2000） 六標準差為一全面且具彈性的系統，可用於獲取、維

持和擴大企業的成功，而六標準差的驅動要素，在於

洞悉顧客所需、嚴格使用事實、資料和統計分析，以

及全力關注業務流程的管理、改善和創新。 

Harry（1997） 六標準差的方法為公司提供了一連串的手法與統計工

具，帶領公司有突發性的獲利能力及品質上的增進策

略，不管公司的產品是商品或服務，均可使用六標準

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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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per & Harrison（2000） 六標準差是應用統計方法將產品或服務在開發或生產

階段，將顧客需求的資訊轉換為產品或服務的規格。 

張公緒、孫靜（2001） 六標準差實質上是一項突出追求嚴格品質的系統工

程，六標準差的目的在使企業能快速正確地反應環境

與顧客的需求，適時採取行動與變革。 

Pyzdek（2004） 六標準差要求的是結果，這些結果透過緊密連結客戶

需求及企業策略的專案來完成交付。 

Roger（1998） 六標準差是一種極大提高顧客滿意度和股東持股價值

的工具，它透過減少業務中各方面的的變異，來實現

企業目標。 

李弘暉、吳瓊治(民92) 六標準差是使顧客滿意的管理哲學，同時是降低成本

的經營策略，用以達成企業的長久競爭優勢的一套管

理系統，獲致頂尖績效的一個改善方案；用以界定所

有流程功能的一種衡量標準；藉以達成品質完美境界

的一項改進目標 

Hummer（2002） 

 

六標準差管理是徹底分析關鍵流程如何影響到流程產

出，而採取此管理哲學可以對於企業運作的複雜性，

予以問題結構化（DMAIC）處理，進而明確定義企業

運作的問題、選擇最適當人員解決問題並教育訓練改

善人員。 

本研究整理 

 

小結 

綜合多位專家及文章對六標準差的看法，六標準差所傳達不僅是單純的統計數字而

已，六標準差也是一項完全的管理承諾，是以追求卓越、顧客為重、流程精進並以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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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的導向，而不是一切憑直覺。六標準差是以如何讓組織裡的每個層級領域都能更適

切地面對其顧客、市場和外在環境的變化，同時又讓員工、顧客和利益關係人等都受益，

所以在以廣義的定義來看，它是一種以管理為導向的系統手法或過程改善的科學方法，

可創造突破性的財務績效及顧客滿意，而基本上，六標準差也是一項技術，在推動時必

須配合管理上的措施，以增加企業的競爭力，達到賺錢的目的。此外，六標準差也可以

作為一項願景、標竿、經營理念、工具、量測指標、價值、目標及方法學，其要點是在

於透過顧客聲音得知其需求，以統計的觀點來看問題、發現問題，並蒐集相關的數據與

運用統計分析的技術來建構改善模式，追求近乎完美的產品作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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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六標準差執行程序 

Slater（2000）整理奇異公司在推行六標準差管理手法時，其最早的問題管理流程MAIC

歷程如下：  

（一）評量（Measurement）： 

評量每一個操作步驟與運作流程。 

（二）分析（Analysis）：  

分析每一個操作步驟與運作流程。 

（三）改善（Improvement）： 

努力改善每一個操作步驟與運作流程。  

（四）控制（Control）： 

一旦這些操作步驟與運作流程都改善了之後，就要嚴密地控制，其維持下去。  

 

Mach & Guagueta（2001）說明Motorola的問題管理流程DMAIC，其流程如下所示：  

（一）界定（Define）： 

確認核心流程、顧客需求與設定目標。 

（二）評量（Measure）： 

驗證問題及流程、衡量關鍵步驟及投入。 

（三）分析（Analyze）： 

發展因果假設、確認幾個關鍵問題根源與驗證假設。 

（四）改善（Improve）： 

設法根除問題、測試解決方案、解決方案標準化並衡量結果。 

（五）控制（Control）： 

設立維持績效的衡量標準、視需要修正問題。 

 

Peter等（2000）對於六標準差的DMAIC流程，則進行如下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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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Define）： 

確定核心企業流程與關鍵顧客需求，藉由組織流程圖進而界定問題。 

（二）衡量（Measure）： 

蒐集資料，依顧客要求規劃衡量標準，即以品質關鍵性來評估整個作業流程，產

生誤差的機會。 

（三）分析（Analysis）： 

分析數據，評估流程中最主要的問題肇因，並設訂欲達到之目標數據。 

（四）改善（Improve）： 

針對未達期望的「品質關鍵性」要項，排定優先順序逐步擬定解決分案，並加以

執行新工作流程。 

（五）控制（Control）： 

執行持續的衡量和行動以維持改進成效，界定流程擁有權和管理責任，進而執行

「封閉環圈」管理及邁向六標準差流程管理系統。 

 

Francis（2001）則使用「七步驟方法」來解釋將六標準差的執行步驟，簡單來說，

就是界定問題，找出原因及分析，制定方法及實行，從而檢討及把方法制度化等。 

第一步：尋找問題（Select a Problem and Describe it Clearly）。把要改善的問題找出來，

當目標鎖定後便召集有關員工，成為改善主力，並選出首領，作為改善的負責

人，跟著便制定時間表跟進。  

第二步：研究現時生產方法（Study the Present System）。收集現時生產方法的數據，並

作整理。  

第三步：找出各種原因(Identify Possible Causes) 。結合各個有經驗的工人，利用腦力激

盪(Brainstorming)、品質管製表(Control Chart)和魚骨圖表(Cause and Effect 

Diagram)，找出每一個可能發生問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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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計劃及制定解決方法(Plan and Implement a Solution) 。再利用各有經驗員工和

技術專才，通過腦力激盪和各種檢驗方法，找出各解決方法。當方法設計完成

後，便立即實行。  

第五步：檢查效果(Evaluate Effects) 。通過數據收集、分析、檢查其解決方法是否有效

和達到什麼效果。  

第六步：把有效方法制度化(Standardize any Effective Solutions) 。當方法證明有效後，

便制定為工作守則，各員工必須遵守。  

第七步：檢討成效並發展新目標(Reflect on Process and Develop Future Plans) 。當以上問

題解決後，總結其成效，並制定解決其它問題方案。 

 

George（2002）針對DMAIC的各個階段提出了執行的作業如下表2-4所示： 

表2-4 DMAIC流程的作業活動 

流程 作業活動 

界定（Define） 1. 制定小組章程 

2. 確定負責人和小組資源 

3. 做好準備工作 

衡量（Measure） 4. 確認小組目標 

5. 界定當前狀況 

6. 蒐集和展示資料 

分析（Analysis） 7. 確定流程功能和速度 

8. 確認變異來源和時間瓶頸 

改進（Improve） 9. 提出構想 

10. 進行實驗 

11. 打造模型 

12. 列舉成本和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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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制定行動計畫 

14. 執行 

控制（Control） 15. 制定控制計畫 

16. 監控績效 

17. 錯誤防範流程 

資料來源：George著，樂為良譯，精實六標準差，20001 

而Peter等（2000）又進一步將DMAIC整合成為六標準差管理系統，而其執行流程如下

表2-5所示： 

表2-5 六標準差執行流程 

主步驟 子步驟 

1.確認核心事業流程 

2.定義流程產出及關鍵顧客 確認核心流程與關鍵顧客 

3.建立高階核心流程圖（SIPOC） 

4.蒐集顧客資料，擬定顧客心聲（VOC）策略 

5.發展績效標準及需求說明 定義顧客需求 

6.分析及排定需求的優先順序並與策略連結 

7.以顧客要求規劃和衡量績效 
量測現有績效 

8.進行誤差衡量並確認改善機會 

9.選擇改善專案 
六標準差流程改進 

10.分析、發展並執行針對根本原因的解決方案 

11.執行持續的衡量和行動以維持改進成效 

12.界定流程擁有和管理的責任 擴充並整合六標準差系統 

13.執行封閉迴圈管理並邁向六標準差 

資料來源：Peter等著，The Six Sigma Way，2000，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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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and Schroeder（2000）將六標準差的執行程序也是以系統的角度來詮釋，其

分為八個步驟，分別是：（一）認知(Recognize)；（二）界定(Define)；（三）評量(Measure)；

（四）分析(Analyze)；（五）改善(Improve)；（六）管制(Control)；（七）標準化(Standardize)；

（八）整合(Integrate)，如下表2-6所示。 

表2-6 六標準差推動路程圖 

階段 步驟 目標 

確認（Identification） 
1. 認知（Recognize） 

2. 界定（Define） 
確認企業關鍵課題 

特性化（Characterization） 
3. 衡量（Measure） 

4. 分析（Analyze） 
瞭解目前績效水準 

最佳化（Optimization） 
5. 改善（Improve） 

6. 控制（Control） 
進行突破改善 

整合化（Institutionalization） 
7. 標準化（Standardize） 

8. 整合（Integrate） 
移轉至日常作業 

資料來源：Harry and Schroeder，Six Sigma : The Breakthrough Management Strategy 

Revolutionizing the World’s Top Corporations，2000 

DMAIC是執行六標準差方法的五個標準步驟，而其較關注於問題技術面本身的個

體微觀（Micro Approach），而RDMAICSI則是關切公司所有過程的總體巨觀（Macro 

Approach），也就是將個體微觀的改善結果與整體系統整合在一起，故二者並不相互矛

盾。 

 

在 RDMAICSI 循環當中，首先認知（Recognize）就是態度上的突破，強調發現問

題，並確認改善專案的必要性，因此認知是問題解決的起點，接著就是透過 DMAIC 循

環來解決問題，並確認改善方案的效果。如果效果良好就應控制改善結果，以免舊疾復

發，而這時應考慮將新方案標準化(Standardize)，以便日常作業管理。最後是將這項改

善與整體流程系統接軌整合(Integrate)成為一個改善後的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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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DMAIC 各階段所需要使用的主要工具，Does 等（2002）則將其歸納如下表

2-7 所示。 

表2-7 DMAIC各階段所需使用的工具 

執行階段 使用工具 

定義專案範疇 

評估目前問題之水平 界定階段 

團隊成員挑選及專案規劃 

繪製流程圖及因果分析圖 

找出關鍵品質指標（X 和 Y） 

衡量系統分析 

製程能力分析 

衡量階段 

設定問題之基礎水平 

進行 FMEA 分析 

收集製程數據（X 和 Y） 

進行控制圖分析 

進行多變量分析 

分析階段 

利用回歸分析找出 X 及 Y 的因果關係 

進行因子篩選來建立因果之關連性 

流程最佳化 改善階段 

決定操作係數 

檢視改善後之績效 

確保流程之長期穩定 

設計控管機制 
控制階段 

完成 FMEA 及相關控制計畫書 

資料來源：Does 等，Comparing Nonmanufacturing with Traditional Applications of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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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ma，2002，本研究整理 

至於實務上企業六標準差的執行作法，Breyfogle（1999）則以Motorola公司為例，整理

Motorola公司推動六標準差的步驟如圖2-1所示： 

 
圖 2-1 Motorola 公司六標準差行動步驟圖 

資料來源：Breyfogle，Implementing Six Sigma: Smarter Solution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1999 

 

1.排定改善機會的優先順序 

2.選定適當的團隊 

3.描述整個流程 

4.進行量測系統的分析 

5.定義且描述關鍵流程或產品 

6.隔離該流程以確認其關連性 

7.進行製程能力量測系統能力的

研究 

8.導入最佳操作條件和管控手法 

 目標與差距 

 預防的行動程序 

 矯正的行動程序 

 流程管控 

9.流程持續監督與持續改善 

10.降低變異邁向六標準差 

是否 Cp≧2.0 且 Cpk≧1.5 

流程改善行動 

 設備/流程重新設計 

 產品重新設計 

 管理行動出擊 

製程能力不足時 製程能力 OK 時 

No 

持續進行改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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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六標準差的關鍵成功因素 

六標準差雖然是一套非常有系統的管理方式，然而並不是企業只要引進到公司內部

就一定能順利地執行此方法，實際上各個企業在實施時都會遭遇到一些困難，如何使六

標準差能有效地在企業內部順利推動，以下即為各學者所提出的一些關鍵成功因素。 

 

青木保彥等（1999）認為在推動六標準差主要有三像關鍵性要素： 

（一）高階主管的承諾 

六標準差在推動時，首先需要的是高層主管的承諾與參與，因六標準差是由上而

下推展，且活動之推行過程中，必須投入相當之資源與人力，而且整體企業之方

向與目標需明確且一致，才能使專案的推行與企業目標連結，在高階主管有利推

行與支持下，六標準差能在企業內部有效建立並形成企業的共同與言。在企業中

有明確的目標、使命，透過管理者強烈企圖心與共識，將是六標準差在推行過程

中成功的關鍵要素。 

（二）顧客滿意 

六標準差很重要的精神在於蒐集顧客的聲音，並將顧客的聲音加以分析整理，然

後轉換成企業內部的關鍵品質要項，因此企業之經營目標必須與顧客需求連結，

才能真正滿足顧客之需求。 

（三）流程化作業 

推行六標準差時，以流程為導向，且需有完整的教育訓練及組織架構，其專案活

動需依系統化（DMAIC）的流程來執行，透過流程進行改善，以創造突破式的

躍進達到流程最佳化。 

 

鄭榮狼、郭倉義（2001）指出推動六個標準差的成功關鍵因素： 

（一）高階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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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標準差管理活動必須靠人員、組織與領導，高階經營者是否有強烈的企圖心，

是企業推行六標準差改造不可或缺的條件。 

（二）績效產出 

六標準差專案的實施要能夠產生效益，才能夠引起企業經營曾的重視，也才能使

專案順利地推動。 

（三）流程架構 

六標準差具有解決問題與提升競爭力的效果，但前提是必須以流程為導向，若是

沒有依顧客的需求進行流程分析，瞭解顧客期望與現況流程之間的差距，六標準

差就無法從現有的流程當中，依照顧客的期待有效率的改造工作流程。 

（四）顧客市場導向 

六標準差要努力的方向，就是要如何維持顧客的忠誠度與滿意度且能隨時注意市

場的動態，因此企業要能蒐集顧客與市場的資訊，並與企業流程進行比較、分析、

檢討與改善。 

（五）誘因導向 

企業需透過誘因制度的設計，使全員積極參與各項六標準差的工作。 

（六）六標準差專職人員 

由於六標準差管理的專業性，要導入六標準差的企業必需要能夠訓練高度專業人

員，以全職的方式組成改善的團隊，才能使六標準差專案得以順利地進行。 

 

Blakeslee Jr.（1999）發現實行六標準差活動的七大成功因素為： 

（一）管理階層的承諾 

（二）整合六標準差與公司策略 

（三）企業流程架構 

（四）顧客及市場的整合 

（五）唯有執行才能帶來收益及減少不必要的浪費 

（六）全職六標準差團隊領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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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員鼓勵與刺激 

 

陳延越（2002）在其研究中歸納出企業推行六標準差的成功因素有下列七點： 

（一）高階主管表達推行六標準差的承諾、決心及支持。 

（二）專案審查系統給專案承辦人適當的壓力。 

（三）專案審查系統使專案承辦人可以獲得必要的支援承諾。 

（四）MBB 與BB 或GB 有定期會議，提供技術上的支援。 

（五）使組織內所有人了解什麼是六標準差。 

（六）專案的重要性是由數字來決定。 

（七）定期追蹤專案之累積成果。 

 

朱承先（2003）認為推動及執行六標準差改善專案的成功因素可歸納為下 

列六項，其可藉由六大成功因素的闡釋，協助企業掌握六標準差的精髓，促成六標準差

活動導入之成功，圖2-2為六標準差改善專案生命週期與配套措施之流程圖，專案的生

命週期中的每一步驟，要確實遵循才能成為成功之範例： 

（一）由上而下的策略性思考與推行力度。 

（二）專案與財務效益緊密相結合。 

（三）健全有效的管理辦法。 

（四）有效率的組織與適當的人力資源。 

（五）實踐工具應用的能力。 

（六）跨功能的協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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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六標準差改善專案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朱承先，導入Six Sigma的六大成功要素，2003 

 

Coronado and Antony（2002）則認為六標準差的推動有下列六大成功要素： 

（一）高階主管的支持與參與， 

（二）良好的企業文化， 

（三）溝通與交流， 

（四）資源投入與團隊協同合作， 

（五）教育訓練 

（六）選擇合適的專案 

 

Hoerl（1998）認為以下五項因素是推動六標準差的關鍵因素： 

（一）管理階層之全力支持 

經營團隊訓練 

盟主訓練 

經營團隊訓練

盟主訓練 

成立專案小組

專案核准 

DMAIC 行動步驟

結案審核 

專案核准 

成立專案小組 

專案選擇辦法 

Saving效益計算 

小組成員遴選 

專案審查規定 

專案審查辦法 

效益追蹤辦法 

獎懲辦法、認證

規定、結案申請 

教育訓練 改善專案生命週期 管理辦法 



 22

（二）選擇適合的專案成員與適當的工具 

（三）強調量化、有紀律的方法持續改善流程 

（四）瞭解與滿足客戶的需求 

（五）對企業本身能產生真正的節省或收益。 

 

綜合上述許多學者所提出的關鍵成功因素，其實內容大同小異，然而其中一定會被

提到的成功因素就是高階主管的全力支持，針對這項因素，Peter 等（2000）認為高階

主管在推行六標準差的初期，必須有以下的八項責任來使六標準差專案的進行能夠獲得

組織成員的認同並全力達成專案預期的效益： 

（一）找到強而有力的邏輯依據 

（二）規劃並積極參與執行 

（三）營造一個願景及行銷計畫 

（四）強力推薦 

（五）目標明確 

（六）責任共擔 

（七）衡量確實 

（八）昭告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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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限制理論 

 限制理論的內涵 

Goldratt（1990）的限制理論(Theory of Constraint , TOC)，前身是最佳化生產技術，

他認為生產系統中存在瓶頸，它可能是系統內的一部機台、人員、工具或設備，此瓶頸

將會決定系統的產能，因此在瓶頸損失一小時即造成整個系統損失一小時，在非瓶頸部

分提昇效能則對系統沒有幫助。又由於製程之統計波動與相依關係是不可避免的，因此

必須以較多的在製品保護瓶頸，而保護非瓶頸資源則可能是不必要的。而限制理論這種

新的管理方法，其基本精神為任何組織皆有其「限制」，限制是阻礙組織達到較高績效

的事務，因此管理一組織必須要注重限制的管理，並且強調企業不應追求局部最佳化，

而要尋求達到組織整體績效的最佳化。 

 

吳鴻輝等（2000）認為在每一組織中必有其限制存在，而任何限制資源上的損失相

當於整個生產系統的損失，而在非限制資源上所進行的改善，對於整體生產系統是沒有

任何貢獻的，因此限制會使組織的發展受限，若不設法找出這些阻礙，組織的競爭力會

因而減弱，無法達成組織設立的目標。 

 

孫妙雪（2002）針對限制理論的基本觀念作以下概述：  

一、TOC原理導引企業朝向一種系統化觀點。  

二、企業營運系統是為一個目標而建立的，因此必須先確認系統之整體目標。  

三、每個營運系統一定至少有一個限制，包括原、物料、人工、機器設備或市場等，如

果沒有限制，則它的利益將會無窮大。  

四、限制理論的不斷改進作業，經常集中所有的努力朝向營運系統的目標。  

 

洪立衡（2001）則指出以下幾個限制理論的常見原則：  

一、局部最佳化的總和效益不等於整體最佳化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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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衡的系統並不是好的系統：在競爭激烈，分工專精、變化頻繁的現今環境裡，系

統是不可能平衡的。 

三、系統的產出應等於系統中最弱一環的產出：系統之最大有效產出決定於瓶頸資源或

產能受限資源。 

四、系統的許多不良效應根源於少數核心問題上。 

五、空有想法不能解決問題。 

 

 限制的類型 

Goldratt（1990）將限制定義為「任何阻礙足以影響組織達到其目標有關的事物」，而

組織一般而言有兩類的限制： 

一、內部限制（政策限制） 

因系統本身的程序、製程、制度或管理者的思維所造成。  

二、外部限制（實體限制） 

此部分限制因素可能由於市場需求、產能限制、材料供給限制等造成。 

 

Atwater（1997）將企業的限制因素區分為下列五類：  

一、資源之限制因素 

係指企業生產上之產能不足，以致產品之供應不能滿足市場之需求量。 

二、市場之限制因素 

係指市場之需求量不足，以致企業之產能未能運用於產品之生產。 

三、政策之限制因素 

係指企業實施若干規定，制約員工的作為。（例如不准員工加班或不准增加員工的

聘僱或限制採購等等）。 

四、原料之限制因素 

係指外界供應原料之數量不足以滿足企業生產上之需要。  

五、後勤之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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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企業限定採用特定的營業方法或特定的程序，使其營業受到了掣肘或箝制。 一

家企業如欲獲得績效之改善，首先須確定限制因素進而利用短期及長期的限制因

素，而後才能克服其限制因素。  

 

 限制理論的思考流程 

Goldratt（1990）提出解決實體限制的五個步驟如下： 

一、找出系統之限制 

系統限制代表該限制對於整體目標的影響程度為最大，找出系統限制之後，只須考

慮限制項目，因限制項目決定了整個系統的產出。 

二、決定如何利用系統限制 

限制確認後，接下來的問題是要如何管理該限制，而管理的方式為不得浪費限制的

產能，因為一旦浪費產生，將造成整體系統的損失。 

三、非限制必須支援步驟二的決策 

系統的績效是由限制所決定，其餘非限制對於系統績效影響較不明顯，所以限制所

需用到的資源，必須由非限制充分配合，以限制為優先，確保系統達到高績效，

Goldratt提出鼓（drum）-緩衝（buffer）-繩子（rope）的系統是支援TOC的這個步

驟，其最終目的是為了協調非瓶頸作業的生產，使得受限的瓶頸作業可以發揮其最

大的產能。 

四、改善系統的限制 

TOC的論點認為一個作業要賺更多錢的方法就是提昇（或改進）限制或瓶頸的產

能，而不是整個程序的每一個作業。 

五、假如步驟四的改善打破了原先的限制，則再回到步驟一，不可讓惰性成為系統的限

制：當某個瓶頸已改善，其他的瓶頸會相繼出現，但系統的實體的限制不多，經由

不斷打破系統的限制，必可達到其所預定的目標，這也是TOC所謂持續改善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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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le（1998）針對限制理論提出下列的思考分析步驟： 

一、發覺系統內受限制之資源 

二、決定如何利用該受限制之資源，找出問題 

三、非受限資源全力配合支援該受限之資源  

四、破除資源受限之狀態，使其不再受限 

五、回步驟一，尋找下一個受限制之資源，但不能讓組織成員之慣性成為另一個限制 這

個思考流程所建構的是一個循環式的思考模式。 

 

 限制理論的DBR排程法 

Goldratt（1990）提出針對生產系統的Drum-Buffer-Rope排程法，其中Drum代表鼓

聲，當中擊鼓者便是隊伍中行進速度最慢者，並依其行進速度擊鼓，便可使得隊伍步伐

整齊；Buffer是指緩衝，就如同隊伍中兩個人之間的距離，可藉以消除行進步伐的差異

或不可預知的失誤；Rope則是指繩子，主要用來維繫隊伍頭尾的距離，並確定每個人的

步伐和鼓聲一致。 

 

對應於生產系統來說，若此系統中有一瓶頸，則應以此瓶頸作為控制的依據，而這

個依據就稱為鼓(drum)；緩衝(buffer)則用來減低系統因為當機、原料短缺等統計變異而

造成系統不穩定，以保護系統使其正常運作；用以確認系統需求與瓶頸產能同步作用的

資訊的回饋(feedback)系統便為繩子(rope)，如以生產線或組裝線為例，繩子一般是指輸

送帶，透過輸送帶速度的控制可使線上其他工站的作業配合瓶頸工站的作業，因此可以

避免生產過多的存貨堆積，而系統的產能水準就是由瓶頸工站的產能水準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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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裝線平衡 

Sule（1988）指出在組裝線每一工作站的排序是依照產品的加工製造程序而順序排

列，而在組裝線流程型態上，可分為水平流程與垂直流程，而其基本型態就是直線型流

程與U型流程。葉若春（1989）認為在整個組裝流程中順利進行、沒有停頓、等待或閒

置現象，就是組裝線平衡。而所謂的組裝線平衡問題，係指派工作到工作站的決策過程。

至於組裝線平衡的問題，較一般化的定義是Silverman & Carter（1986）所提出的，他們

認為所謂的組裝線平衡問題是指：把最小可行的工作單元分配給工作站，使得所有先行

關係和時間限制都能滿足，而且目標函數達到最佳化。此定義其實就是指運用最小化組

裝線中的閒置時間，使作業員與設備有高度的使用率，倘若每個工作站的工作時間不相

等，因為有些工作站有能力以較高的速率生產，則會產生閒置時間。這些快速工作站必

須等待其他慢速工作站的產出，或者被迫減速生產，以避免站與站之間的工作停頓或積

壓半成品（WIP）。不平衡的組裝線，無論從作業員與設備無效率的使用而言，都非企

業所企盼的，因為它會使作業時間較久的工作站工人必須不停的工作，而導致士氣低落

的問題。 

 

在傳統組裝線平衡的定位上，所關切仍為週期時間（Cycle Time）與工作站的決定，

Mastor（1970）將組裝線的平衡分為兩種形式來探討，分別為: 

一、固定週期時間，目標為求出最小工作站數。 

二、固定工作站數，嘗試找尋週期時間。 

 

而Baybars（1986）針對組裝線平衡的問題(Simple Assembly Line Balancing Problem, 

SALBP)，則進行更明確的定義如下所示： 

一、所有輸入參數為已知且是確定值。 

二、一個作業不能被兩個或多個工作站分割。 

三、作業必須依照一定的先後順序加工，不可以任意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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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作業都必須被加工。 

五、所有工作站對於加工的任一作業都是有能力且由人力可以操控。 

六、每一作業的加工時間是獨立的，亦即作業的加工時間不會受工作站其前、後作業時

間影響。 

七、任一作業可以在任一工作站加工。 

八、此組裝線不考慮支線或平行的子組裝線。 

九、此組裝線是假設以單一產品所設計。 

十、工作站循環時間是給定的。 

十一、工作站數目是給定的。 

若滿足上述一到九項定義，則屬於簡單組裝線平衡問題。若加入第十項定義而不

包含第十一項，則屬於簡單組裝線平衡之型一問題（SALBP-1），亦即在一個已知的工

作站循環時間下，求最少的工作站數目。若加入第十一項定義而不包含第十項，則屬於

簡單組裝線平衡之型二問題（SALBP-2）問題，亦即在一個已知的工作站數目下，求最

少的循環時間。Dooyoung（1991）則提出第三型裝配線型態，週期時間和工作站可變動：

週期時間和工作站數可依實際需求，如作業時間、需求量、預期裝配率等因素而變動 

 

至於一般組裝線可能會面臨的問題，陳重豪（1992）指出主要有以下幾項： 

1.如何使產出率最大 

2.如何使人員和機器設備之閒置時間最小，也就是人力、機器設備使用率最大。 

3.如何改善瓶頸機器之效率 

4.如何減少裝配線上在製品堆積 

一個規劃良好的裝配線，就必須要解決上述問題。判斷一個生產線的效率好壞，可

以藉由系統的閒置時間（idle time）比率，也就是系統效率來評估生產線的效率。系統

效率加上閒置時間比率等於100%，系統效率越高的話，閒置時間比率就會減少，對於

機器來說就是具有比較高的使用率，因此在一個工作時段下，越高的系統效率就有越高

的產量。因此系統效率可作為平衡的指標，其值愈高代表生產線平衡做的愈好。完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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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定義，就是系統中每一個工作站的週期時間都相同，不會有閒置時間的產生，這時

候生產線的使用率為100%。 

 

而 Roger & Ghosh（1992）則將組裝線平衡所需考慮的因素簡述如下： 

一、組裝線佈置 

組裝線之佈置會影響平衡之改進，在現有的組裝線中工具夾與小型設備之調整通常

不列入組裝線平衡作業中，但如輸送帶等大型設備裝置，由於不易改變位置，屬於

區域限制的狀況，對以後組裝線平衡影響之程度非常大，故生產新產品或建新廠時

亦應注意工廠佈置對組裝線平衡影響之程度，通常最後與主要組裝線盡可能使其接

近完全平衡並對區域或部門限制情形應盡量減少為宜。 

二、產品之性質 

不同產品由於其工作要素之時間分配與先後次序相異，對組裝現有不同的影響。 

三、週期時間 

週期時間亦為影響平衡難易之主要因素，最佳週期時間應考慮有關產品成本之內外

在因素，如學習成本、時間成本、滯延成本、需求量與生產率等。 

四、學習因素 

    工作人員由於學習效應，時間越久，其工作經驗增長後，所需處理作業時間會漸減，

故某個工作站原為瓶頸作業站卻漸漸變成非瓶頸者，因而會導致整個裝配線之週期

時間可能變短。 

五、個人行為因素 

    組裝線上之工作人員，其技能高低、出勤率大小等個人因素都會影響工作時間之長

短。 

六、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如停工待料、工作站機器故障等狀況也都會影響到組裝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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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組裝線平衡與否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本，在現今勞動成本大增的經營環境中，降

低成本的活動成為企業裡面重要的活動之一，尤其是勞力密集的工業更是重要，在本研

究中，為了能提升組裝線的生產力，會透過組裝線平衡的方式來增加產出、減少投入與

不必要的浪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