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蠟筆第一品牌 公司，

用資料分析做出高品質的蠟筆

這裡有一盒全新的 色蠟

筆，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不用

太溫柔，隨你喜歡的方式盡情

塗鴉，再看看手中的蠟筆，完全

不容易斷裂，筆尖甚至還是完

好的形狀，不用懷疑，這就是

蠟筆厲害的地方！

 公司一直都在美

國賓州東部的工廠生產蠟筆，

已超過 年的歷史，至今，他

們已成為公認的蠟筆和兒童美

術用品領導品牌，讓孩子能展

現他們的創造力。這個品牌家

喻戶曉，但很少人知道，

一直努力確保每年生產出來的

億支蠟筆都有達到他們的最

高品質標準。

仰賴以持續改善的

數據導向企業文化，並且用

統計軟體分析資料，來

提升蠟筆的品質，而他們的彩

色筆、顏料和橡皮泥的品質就

更不用說了。 製

造副總裁說：「我們先假設，我

們所做的一切可以更好，接著

的使用就是關鍵，它可

以幫助我們了解統計分析，並

讓數據告訴我們該往什麼方向

前進」。

年， 才真正開

始用數據導向方法來解決問

題。因為這一年，全球運營的執

行副總裁 ，在參觀

公司的海外據點時遇到一個問

題，他回憶道：「我走進一家商

店，打開一盒 蠟筆，發

現有些蠟筆的標籤都掉了！當

我回來後，我說我們得搞定這

個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發生

的根源有所爭議，最後我們做

一個基本的六標準差專案來解

決這個問題」。

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問

題是來自標籤乾燥時黏著劑並

未正確的固定。當粉蠟筆通過

貼標機時解決了這個問題，且

該專案的成功，促使統計方法

在 公司內被廣泛的使

用。 年，該公司的首波六

標準差專案幫公司省下超過

萬美元。此後，又推行了

次六標準差綠帶和 次黑帶的

專案，所有的人都用 來

分析數據。

由上而下的專案推動

擔任精實六標準差顧問兼

理海大學教授的 ，負

責訓練 內部的六標準

差綠帶和黑帶，並幫助他們追

蹤專案。他認為能夠發起和維

持一個成功的持續改善專案，

要歸功於高階主管的支持。

說：「高階主管們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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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選和核准專案，每隔幾個

星期，我們會與專案負責人聚

在一起，檢討專案進度，即使這

些討論會議可能長達三個小時

之久，高階主管們也都沒有在

回覆電子郵件，或走出會議室

接電話，他們積極的參與並對

每個專案提出問題」。

的持續改善和六準

差專案經理 表

示：「知道公司的高階主管用嚴

謹的態度看待這項計畫，可以

幫助團隊理解數據導向方法的

重要性。專案負責人需要用數

據來支持他們的建議，有一個

讓事情做更好的想法很好，但

只有當你可以用圖表和統計數

據來證明你的想法時，你才有

改變的基礎。

但 公司的高階主

管不只是檢討改善專案，他們

更 自 己 動 手 執 行 專 案 ！

最近的一項專案節省

了 萬美元。當專案開始時，

那些負責組裝彩繪組合且經驗

不足的工作小組，會分配給經

驗豐富的員工來監督。

說：「我用 比較經驗豐

富的資深員工和經驗不足員工

所領導的兩條產線的差異，發

現在安全、效率或品質項目皆

都沒差異，也就是說，雇用這些

資深員工帶領產線並沒有多大

幫助，因為彩繪組合的組裝過

程非常有限，所以根據分析結

果，我們將這些資深員工安排

到真正能發揮他們影響力的領

域」。

公司裡的許多專案

都致力於生產出完美蠟筆的目

標，這一點都不讓人感到意外。

公司的工程師使用 的

量測系統分析（ ）和實驗設

計（ ）工具來研究蠟筆的強

度，最終找出新的標準，甚至創

造了新的蠟筆強度測試機。

全球品質和持

續改善副總裁如是說：「我們生

產蠟筆已經超過 年了，但

是，直到現在才有一個可靠、一

致的蠟筆強度量測系統。在這

之前，每當要測試一個參數的

改變，我們就要折斷數萬支蠟

筆才能知道結果是否有差異，

而現在，能更快速且容易的檢

測我們的蠟筆強度。

找出根本的原因
和解決方案

在 加 入

之前，他看過許多糟糕

的資料分析案例，他說：「人們

浪費太多時間在嘗試找出能夠

支持他們理論的資料，而不是

讓資料指引他們前進的方向。

許多人都不想做找出問題

根本原因的辛苦工作，如果一

台設備每使用三分鐘就會停

機，一般人寧願相信我們可以

買一台新機器來解決問題，但

如果根本原因是有關於我們製

程、材料或人員訓練，那麼一台

新機器並不會解決任何事情。

我想要做到真正的改善，而不

只是做做樣子，所以將問題整

合起來，用一個像 的強

大工具就很吸引我。」

使用 有時會顛覆

傳統的思維，像是降低機器生

產速度，且將作業員從 人減

少為 人，反而能改善製程效

率。 說：「有些人們認

為這樣的改變會使產出減少，

但 的製程能力分析結

果顯示，我們可以用較慢的運

轉速度和一半的人力獲得相同

的產出。因為機器運轉的速度

越快，只會增加停機時間和廢

料，更重要的是，當作業員不用

再費力地跟上高速機器時，他

們也會工作得更愉快。

公司嚴謹的數據導向的改

善專案，幫助公司維持並提高蠟筆

的品質，而他們也信任 統

計軟體分析的數據結果。

使用 分析數據幫助 的工程師，能夠視覺化呈現一個模具內

的顏色和位置，對於蠟筆筆頭強度的影響。



儘管他們的工作可能會改

變，但沒有人因為執行了品質

專案而失去工作。 繼

續說道：「當我們開始品質專案

時，員工會懷疑我們在做什麼，

以及他們是否會喪失他們的工

作機會。現在每個員工都明白，

我們正致力於持續改善，進而

增加我們的競爭力和確保員工

的工作機會。」

持續改善

希望這些改善是可

以持續的，且專案應該也要列

入預算項目。 說：「你

不能只是做一個簡報，然後說

明你節省了多少錢，我們重新

計算用於這些製程改善的成

本，然後才說明實際節省的金

額。」

數據分析也影響到

的供應商。例如，該公司與供應

商合作，降低使用瓦楞紙箱裝

運所造成的瑕疵數量。霍爾說：

「我們確實需要完美的紙箱，

如果紙箱上有任何一點變形，

他們將無法通過自動裝箱機」。

一年內，光是解決瑕疵問

題，該專案就省下了 美

元，當瑕疵再度出現時，密切關

注該數據的另一個好處就顯而

易見，一旦品質出現問題，常規

的分析就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

警告，我們就能與供應商合作，

更快地解決問題。

重視數據的企業文化

參與 品質推動的

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長期的努

力。 說：「你不會因為

一個改變，突然就變成一間偉

大的公司，但使用 進行

數據分析已經成為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柏拉圖、盒型圖、假設

檢定、管制圖和製程能力分析

都很常被使用」。

說：「 是我們

每天用來管理和探索資料的工

具 ， 也因 為我 們都在 使 用

，讓我們溝通業務相關

問題時更加容易。我們預期你

對你的資料有很好的理解，並

能讓我們更迅速地找到問題的

根源」。

能夠分析和處理數據後，

改變其經營方式，讓整

個企業的運作都受益。

說：「這使我們能夠集中資源，

花最少錢得到最大效果。我們

企業文化也從『當你發現問題

時，掩蓋問題』，轉變成『當有

問題時，我們要找出問題的全

貌，然後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想知道 如何給你更多協助請至

的品質團隊經常使用 中的分析小幫手

，該功能可以引導使用者完成分析，並提供清

晰、易於理解的結果和圖表

使用 來分析數據，幫助 制定新的標準，

以評估其蠟筆的強度，並確保新的顏色和新產品符合嚴

格的品質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