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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數位轉型趨勢 

因應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以及快速的產業供應鏈變化，導

入數位管理為提升國際競爭力之要素，各國政府積極調整國家

產業發展政策，將數位經濟視為帶動產業未來轉型創新的主軸。

2020 年 5 月 20 日總統蔡英文就職典禮表示，將打造「六大核

心戰略產業」，其中包含國內要發展可以結合 5G 時代、數位轉

型、以及國家安全的資安產業。行政院規劃「雲世代產業數位

轉型」科技戰略計畫，自 110 年開始加強支持中小微型企業數

位轉型，以雲端世代為驅動主力，轉型為主、數位為輔，驅動

產品服務加值與商業模式之創新。 

依據 108 年 11 月 4 日由蘇院長主持「行政院科技會

報第 17 次會議」，多位委員建議應掌握與因應數位經濟與 AI

興起帶來之社會影響，並重視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議題，協助中

小企業因應新興科技的社會經濟衝擊。行政院 110 年度推動

「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以雲端世代為驅動主力，以轉型為

主、數位為輔，驅動產業加值與商業模式之創新。 

轉型一詞，一直以來均為企業經營要面對的重要課題，數

位轉型亦為熱門議題，特別是資通訊科技的研發與運用發展迅

速，全球製造業對自動化需求隨之提高，藉以提升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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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善用製造業累積下來的經驗進行跨域合作，以創造轉型發

展機會。探究數位轉型背後原因，係由於 2010 年後諸多新興

科技同時在此時累積相當的能力，足以進入商用階段，如雲端

服務、行動裝置、大數據分析、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科技之發

展，帶來更多突破性的創新，並對企業帶來轉型之契機。 

全球近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但於此後疫情時代對企業帶

來眾多挑戰，反之也是數位轉型的絕佳時刻，在製造業部份，

疫情帶來供應鏈斷鏈、產線造成群聚、人力招聘等難題，進而

對企業營運造成衝擊。如何節省不必要成本，善用自動化、雲

端與數位化，以因應企業生產結構的變化，是製造業當前面的

重要議題。根據國際調研機構Gartner預測，疫情衝擊將造成

工廠生產力下降至少20%，Gartner指出公司短期內須針對供

應鏈擬定應變措施，於此同時疫情尚未終結，更進一步降低消

費者對產品需求，因此，企業必須建立完整應對措施，強化工

廠體質，融合資通訊技術降低人力依賴度，正是傳統產業製造

商進行數位轉型的最佳時機。 

貳、宏圖大智及巧得纖機雲服務 

一、宏圖大智 SaaS 雲服務 

1.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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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為戶外休閒紡織產業的製造重鎮，舉凡襪品、

護腿套、無縫內著到高階戶外運動服飾，均為紡織圓編聚

落之產品，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聚落，然產業結構以中

小微企業為主，多數廠商缺少數位轉型能力。其中，織襪

相關產業於設計端與生產端面臨的關鍵痛點包含：快時尚

主流，產品生命週期短；少量多樣接單趨勢，繪圖與打樣

成本高；設計圖紋無數位化統一管理，圖紋搜尋不易等，

因此為協助織襪相關產業提升生產效率並降低產品打樣成

本，數位化解決方案刻不容換。 

戶外休閒圖紋設計與串整計畫由工研院材化所執行，

為針對戶外休閒紡織圓編產業鏈雲端平台建構加值服務，

透過在地之能量導入，針對產業鏈之設計端與生產端進行

數位化管理。串整在地系統廠商，依據臺灣戶外休閒紡織

產業特色與機會且尚無實際技術項目，量身打造數位化技

術與應用，建立示範應用案例，提升產業競爭力，於產業

數位化過程協助戶外休閒紡織產業建立自主核心技術，透

過雲端資料庫建置、軟體及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功能開發以及場域試煉，協助業者解決小訂單、急單、

樣品單及少量多樣化之迫切問題及縮短設計打樣時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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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產業數位升級。 

2. 宏圖大智雲平台 SaaS 服務解決方案： 

以隨需即用的 SaaS 服務，提供紡織相關產業及織襪

產業戶外休閒圖紋 SaaS 服務解決方案，以 3 個快速，提

升自主性設計業者前端設計效率與降低成本。 

第 1 個快速為快速設計戶外休閒紡織商用圖紋，大幅

縮短業者自行設計之時間，透過鍊結「在地」工研院織足

藏樂館設計師、「業界」專業圖紋設計師與「學界」新銳設

計師，針對織襪相關產業有高需求之圖紋進行設計，並持

續滾動調整設計方向。 

第 2 個快速為快速建置時尚圖紋雲端資料庫，以高可

靠度、高可擴充性之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

提供多對多資料點關係建立，可提供更高的資料操作彈性，

並能確保資料變動時的一致性，且所有雲端主機系統皆可

支援，可有效協助業者管理數量龐大且具高解析度的圖紋

設計檔。 

第 3 個快速為快速建立圖紋搜尋功能與後台管理功能

開發，透過雲端服務、雲平台功能設計、使用者介面設計、

雲端資安等資訊相關技術，建置時尚圖紋雲平台，又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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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智雲平台，前台功能提供：圖紋搜尋、會員註冊/登入、

我的圖片、圖紋管理等功能，以圖紋搜尋功能為例，除了

一般關鍵字搜尋，還提供進階搜尋、相似圖紋搜尋等，大

幅提升搜尋效率。後台管理功能提供：圖紋可批次上傳、

即時編輯、HTML 編輯等，實現高彈性圖紋管理與維護。 

宏圖大智雲平台 SaaS 服務解決方案可快速提升戶外

休閒紡織相關產業，如織襪產業之數位化程度，協助業者

即時反應訂單，提升產品設計與樣式開發之效率。 

3. 宏圖大智雲平台使用導引： 

 前台-帳號註冊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註冊。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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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姓名]：必填，使用者姓名。 

[帳號]：必填，使用者 Email。 

[密碼]：必填，最少六位密碼。 

[密碼確認]：必填，最少六位密碼。 

 前台-帳號登入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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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帳號]：必填，使用者 Email。 

[密碼]：必填，最少六位密碼。 

 前台-忘記密碼功能： 

說明：提供忘記密碼之前端使用者，利用系統寄送的重

製密碼信件，可重新設定密碼。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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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請輸入您的帳號(EMAIL)]：輸入註冊的 EMAIL。 

 前台-圖紋種類功能： 

說明：提供宏圖大智雲平台所有圖紋分類大類，點擊任

一圖紋大類，可顯示該分類包含之所有圖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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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圖紋種類]：三邊形、圓形、多邊形、條紋、四邊形、

超自然、時尚設計、動物、食物、文字設計、自然現象

等…，點選入任一圖紋分類，會顯示該分類所有圖紋。 

 前台-關鍵字搜尋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使用關鍵字進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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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搜尋]：直接輸入要查詢的圖紋關鍵字或者標籤，即可

查到對應該關鍵字的所有相關圖紋。 

 前台-進階搜尋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利用圖紋進階資訊進行搜尋。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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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圖紋種類]：選填，選擇圖紋種類。 

[圖紋款式]：選填，選擇圖紋款式。 

[色系]：選填，選擇色系。 

[圖片命名]：選填，填入圖片命名。 

[圖片檔名]：選填，填入圖片檔名。 

[顯示標籤]：選填，填入標籤。 

 前台-相似圖紋搜尋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相似圖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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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搜尋相似圖紋]：點選後可搜尋相似圖紋。 

[我的最愛]：點選後可將該圖紋加入我的最愛清單。 

[下載 PNG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PNG 檔案。 

[下載 AI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AI 檔案。 

 前台-我的最愛清單功能： 

說明：前端使用者登入會員後，可將圖紋收藏至我的最

愛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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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點選後，可將圖紋加入我的最愛。 

[我的最愛清單]：顯示已加入我的最愛的圖紋。 



 

15 

欄位說明： 

[搜尋相似圖紋]：點選後可搜尋相似圖紋。 

[下載 PNG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PNG 檔案。 

[下載 AI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AI 檔案。 

 前台-我的圖片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圖片管理。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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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說明： 

[我的最愛圖片]：顯示我的最愛圖紋清單。 

[下載圖片清單]：顯示下載已圖片清單。 

 前台-圖紋下載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圖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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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下載 PNG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PNG 檔案。 

[下載 AI 檔]：點選後可下載該圖紋 AI 檔案。 

 前台-會員管理功能：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進行會員資料管理設定。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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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帳號]：必填，輸入 Email。 

[密碼]：必填，最少六位密碼。 

[姓名]：必填，輸入姓名。 

[公司]：必填，輸入公司名稱。 

 後台-會員管理功能： 

說明：提供會員管理資料設定，會顯示建立時間與更新

時間。 

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E-mail]：必填，輸入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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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必填，最少六位密碼。 

[姓名]：必填，輸入姓名。 

[狀態]：必選，選項[ON]、[OFF]。 

 後台-Html 編輯功能： 

說明：提供 Html 編輯設定。 

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URL ID]：必填，輸入 URL ID。 

[標題] ：必填，輸入標題。 

[內容] ：必填，輸入內容。 

 後台-圖紋管理功能： 

說明：提供圖紋管理，進行圖紋資料編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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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批次新增： 

欄位說明： 

[瀏覽資料夾]：選填，選擇要進行批次上傳的圖紋。 

[儲存]：選填，確定所選圖紋為要進行批次上傳的圖紋

並進行上傳。 

[重設]：選填，重新選擇要進行批次上傳的圖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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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選填，回到圖紋管理頁面。 

欄位說明： 

[圖片檔名]：必填，輸入圖片檔名。 

[圖片命名]：選填，輸入圖片命名。 

[圖紋種類]：必填，選擇對應的圖紋種類。 

[圖紋款式]：選填，選擇對應的圖紋格式。 

[色系]：選填，輸入選擇對應的色系。 

[圖式標籤]：必填，輸入圖紋包含的＃標籤資訊。 

單張上傳： 

欄位說明： 



 

22 

[上傳檔案]：必選，選擇要上傳的圖紋。 

欄位說明： 

[圖紋種類]：必填，選擇對應的圖紋種類。 

[圖紋款式]：選填，選擇對應的圖紋格式。 

[色系]：選填，輸入選擇對應的色系。 

[圖片]：必選，選擇上傳的圖紋。 

[圖片檔名]：必填，輸入圖片檔名。 

[圖片命名]：選填，輸入圖片命名。 

[標籤]：必填，輸入圖紋包含的＃標籤資訊。 

[狀態]：必填，選項[ON]、[OFF]。 

 後台-圖紋種類功能： 

說明：提供圖紋種類與圖紋款式設定。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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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紋種類： 

欄位說明： 

[標題]：必填，輸入圖紋種類名稱。 

[圖片]：必選，選擇圖片，成為該分類於首頁的首圖。 

[狀態]：必選，選項[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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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紋款式： 

欄位說明： 

[標題]：必填，輸入圖紋款式名稱。 

[排序]：必填，該圖紋款式順序。 

[狀態]：必選，選項[ON]、[OFF]。 

 後台-標籤管理功能： 

說明：提供標籤管理資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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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標題]：必填，輸入標籤名稱。 

[狀態]：必選，選項[ON]、[OFF]。 

 後台-檔案管理功能： 

說明：提供檔案管理資料設定。 

畫面示意： 

 

 後台-個人檔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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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提供後台管理員設定個人檔案。 

畫面示意： 

欄位說明： 

[E-mail]：E-mail 固定，無法更改。 

[名稱]：必填，輸入管理員名稱。 

[圖片]：必選，選擇顯示圖。 

[舊密碼]：選填，最少六位密碼。 

[新密碼]：選填，最少六位密碼。 

[確認密碼]：選填，最少六位密碼。 

 

二、巧得「纖」機 SaaS 雲服務 

   1. 緣起： 

  本工作項目為針對戶外休閒紡織圓編產業鏈雲端平台加

值服務，透過在地之能量導入，針對產業鏈之材料端、織造端、

設計端、染整端及車縫端等之相關參數進行數位化管理。建構

產業鏈資料雲端服務，提供相關紡織圓編聚落中小企業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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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知識、資料庫雲端，促使產業鏈資訊數位化及透明化達成產

業 升級，戶外休閒紡織及織襪廠商當面臨急單、小單或試驗

單時，常因新訂單之紗線材料規格等資訊缺乏而無法在時效內

完成，導致中下游廠商常因纖維材料端資訊不足，耗費大量時

間訪尋纖維素材而造成商機延誤。擬建立纖維材料公用資訊服

務，期能提供戶外休閒廠商掌握開發時效與快速反應市場需求，

導入纖維紗線材料公開且易蒐集之資料庫能量，快速取得織造

所需之纖維材料資訊，針對機能材料搜尋的服務模式建置「巧

得纖機」雲平台纖維資料庫，從材料端下手，提供纖維素材資

訊與機能加工資訊，可讓廠商快速搜尋產業界各類型紡織業、

襪業常用之機能纖維素材與機能加工特性資料。 

 2.何謂巧得纖機雲服務： 

站在消費者觀點對纖維素材進行分類，解決廠商材料端蒐

集纖維素材需求，讓紡織業者能快速取得纖維材料資訊，利用

雲平台服務模式，達到快速蒐集機能性纖維、機能性加工等資

訊，減少打樣時間成本浪費、快速與顧客溝通。 

    將機能纖維以消費者常用的角度，分為環保性纖維、健康

性纖維、舒適性纖維、流行性纖維、再生性纖維、天然纖維、

導電性纖維，以及機能加工原料介紹或加工注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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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得纖機」雲平台纖維資料庫網頁資訊： 

 

 

機能纖維／加工

環保性 健康性 舒適性 流行性 再生性 天然纖維 導電性 機能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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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用於織襪或布料紡織機之纖維或紗線種類、規格及

使用特性資訊共 90 筆，包含天然纖維 4 筆、再生纖維 8 筆、

流行性纖維 18 筆、健康性纖維 21 筆、舒適性纖維 22 筆、

機能加工 11 筆、環保性纖維 3 筆、導電纖維 3 筆，並將持續

擴充該纖維材料內容。 

3.巧得纖機使用導引： 

為促成紡織業者進行纖維材料管理，架設網頁平台建置與

雲端服務，透過雲端服務、網頁平台介面、開放式架構等資訊

相關技術，將紡織業者纖維材料資料庫導入雲端服務，圖紋圖

庫平台提供雲端服務、搜尋服務，此平台提供搜尋欄位、資料

管理。 

纖維材料管理平台從前端系統註冊登入進入，平台使用

者可進行文章交流並可以搜尋關鍵字跟熱門關鍵字。後端系統

提供文章編輯、分類管理和標籤管理，文章編輯提供資料管理

包括存檔文件管理與編輯文件管理、分類管理並也提供分層管

理。 

3.1 系統功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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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項功能介紹  

3.2.1 前台系統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操作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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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Search(搜尋欄)，以關鍵字[隔熱]搜尋相關資料為例： 



 

32 

 

可同時搜尋到 9 筆相關特質之纖維素材，如南亞塑膠-

遮蔽涼感加工絲；遠巧公司-木糖醇涼感加工劑；台灣化纖

與展邑科技-尼龍涼感紗；集盛實業-尼龍膠原蛋白纖維；工

研院-反射日光熱尼龍纖維(隔熱涼爽)；華楙科技-玉石尼龍

纖維；力寶龍-尼清涼節能纖維；大東紡織-木醣醇纖

維 rayon；工研院-反射日光熱聚酯纖維(隔熱涼爽)等，能縮

短廠商搜尋機能性素材與機能性加工材料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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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射日光熱聚酯纖維(隔熱涼爽)纖維為例： 

 

提供纖維相關原理、機能性驗證與設計及建議方

向、參考售價、交期等資訊並提供線上 Q&A，迅速協

助業解決即時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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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日光熱聚酯纖維(隔熱涼爽)纖維為例： 

業者張小姐、錢先生等在線上提出問題，管理員

(Jimmy)能迅速回覆廠商問題，解決廠商即時性的疑問。 

 

3.3 前台系統-帳號註冊登入 

說明：提供前端使用者註冊登入。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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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使用者名稱]：必填，使用者帳號。 

[電子郵件地址]：必填，使用者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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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後台系統-文章 

說明：提供作業區文章操作 

畫面示意： 

 

   

功能說明： 

[新增標題]：直接輸入標題 

[新增內容]：直接輸入內容 

[分類]：選擇分類 

[標籤]：輸入標籤 

[精選圖片]：選入精選圖片 

3.3.3 後台系統-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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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提供作業類別操作 

畫面示意： 

 

功能說明： 

[名稱]：輸入名稱。 

[代碼]：輸入代碼。 

[上層分類]：選入上層分類。 

[內容說明]：輸入內容說明。 

[圖片檔名]：選填，填入圖片檔名。 

[顯示標籤]：選填，填入顯示標籤。 

3.3.4 後台系統-標籤 

說明：提供作業標籤操作。 

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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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位生產管理 MES 服務 

一、全球數位生產管理之轉型趨勢 

中部為戶外休閒紡織產業的製造重鎮，舉凡襪品、護腿套、

無縫內著到高階戶外運動服飾，均為紡織圓編聚落之產品，已形

成一個完整的產業聚落。但近幾年來面臨國際市場生態改變，逐

步導向少量多樣化及短交期訂單，使得產業面臨程序更複雜、作

業時間變長等問題，不僅是員工的作業程序變得更繁複，對管理

而言同時帶來新的挑戰，如客戶訂單訊息的應變時間、產線調度、

供應鏈分拆、交期正確性等。然而產業中以中小企業居多，缺乏

整合數位管理工具與產線應用經驗，故本單位提供戶外休閒紡織

圓編聚落之中小企業廠商數位化營運能力之解決方案，協助接單

廠與協力廠進行數位管理工具導入及優化。 

二、何謂數位生產管理 ME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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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生產管理 MES 系統（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亦可稱為生產管理系統，是用來幫助業者從接獲訂單→

進行生產→加工流程管控一直到產品完成，主動蒐集及監控製造

過程中所產生的生產資料，以確保產線狀態並如期交貨之應用軟

體。 

透過關聯式資料庫、開放式架構與介面等資訊相關技術，MES

能將業者接單生產所需的核心項目如客戶訂單、製程方式、物料

規格、協力廠商、完成數量、設備運作、品管等流程整合在一起，

將工廠生產流程狀態即時彙整於系統。透過 MES 可以深入分析人

員和機械設備稼動率、分析各生產節點作業效率，以便主管進行

工廠資源調動，有效平衡產能達成生產績效與目標。對於員工而

言，則可降低員工於紙本作業聯繫與查找、降低廠內橫向或縱向

之溝通聯繫，藉由透明化、數位化訊息減少工廠中低附加價值的

活動，進而優化企業產線運作效率並提高生產效益。 

三、如何導入數位生產管理系統及導引 

此數位生產管理系統以針織產業之中小企業需求進行彙集

統整，在架構上由四個區塊組成，分別為基本資料建立、排程管

理、報工管理及報表查詢，其應用流程由下圖製襪流程示意圖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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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生產管理系統流程示意圖 

假設接獲某品牌訂單後，首先於基本資料選單中建立路跑運動襪

之品號資料與製程資料等，接著至排程管理選單中進行訂單新增，

當與客戶確認訂單細節與交期後則將訂單資訊轉成製令單，並進

行產線流程之派工，其中包含廠內製造與委外加工，當生產流程

中的各段生產節點在收到派工單後則進入報工管理階段，由現場

小主管每日於系統中以條碼報工方式輸入生產數量等訊息，委外

的部分則依業者與協力廠商可配合模式進行報工。當完成最後一

關產品包裝後，由業務主管進行訂單確認並指定完工，此時即完

成整體生產數位化管理流程，過程中可由報表選單中即時查詢訂

單進度、良率狀態及稼動率等，提升管理階層對於生產進程掌握

度。以下針對四個區塊內涵進行說明： 

(1) 基本資料中包含客戶資料、委外廠商資料、廠內部門與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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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品號資料、製程資料等細項，透過基本資料的建立，

將作為排程管理與報工管理時各項操作選單之關聯化資料應

用。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品號資料建立，品號資料包含版號資

料與製程流程，將關係到後續生產節點派工與報工流程。 

(2) 排程管理中包含訂單維護、製令產生、製令狀態查詢、製程

變更與派工程序等，在訂單維護中可詳細建立客戶指定項目

與規格條件，並透過派工程序確立生產流程與加工條件。其

中如有訂單異動，則可透過製程變更選單進行數量增減、分

拆等事宜。 

(3) 報工管理中則由前端設定之各產線節點，依每日運作情形以

條碼報工或是手動報工方式輸入生產情形，其中亦可透過分

裝功能由系統產出條碼標籤將半成品進行分包，並送至委外

加工廠處理。 

(4) 於即時報表查詢中可依製令單號查詢訂單進度，或是以時間

軸進行客戶訂單查詢、品項查詢、設備稼動率與良率查詢等

事項。 

以上各項選單可透過權限設定，由管理階層指定部門或

員工可以操作的功能選單，主要目的為避免非權責人員誤植

數據，同時也可進行機密資料分層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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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生產管理系統及導引 

下列以圖示文字方式進行數位生產管理系統之介面與操作說明。 

 

(1)系統以網頁介面方式進行登入操作，可多人同時查詢與資料建立

(其中織足藏樂館為示意稱呼)。 

 

(2)登入後可看到功能選單列於左方，分別為基本資料設定、排程管理、

報工管理、報表查詢四大項功能。其詳細內容如下方功能清單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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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功能清單中須預先建置好基本設定資料，以供後續排程管理與

報工管理進行資料關聯化操作。 

 

(4)當接到訂單後須先至基本資料中的品號設定進行建檔，以絲襪為

例，可輸入客戶資料、規格，或是於備註欄為中輸入其他注意事項，

此選單下方有圖號資料與加工流程需輸入，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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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圖號資料為客戶指定或廠內設計之圖樣，可依次序或時間依序新

增，接著於右方加工流程欄位輸入加工順序與製程種類。 

 

(6)加工流程以重要之生產節點進行追蹤，可區分廠內或委外項目，並

依加工順序與製程種類排列，相關條件可於備註欄位進行說明。

此功能選單下方亦可新增檔案資料，供業務與產線人員隨時確認。

右方之機台工時欄位則與設備稼動率相關，可依需求逐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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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接著至訂單維護作業選單中進行訂單新增，輸入客戶、產品名稱、

交期、規格數量等資訊，同時亦可於下方原料選鈕中新增紗線材料

備料、加工備註等資訊，完成後按儲存離開。 

 

(8)當訂單正式產生後可至製令產生作業中，選取已儲存的訂單資料

進行轉製令動作，勾選後再按右上方的產生製令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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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製令單完成後於製令轉派工選單進行派工，可看到依品號中的四

項製程順序，依序進行機台、人員、數量、開始與預定完成日期之

指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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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開始投入生產時則須由現場人員每日依生產情形進行報工，可

分批次新增報工數量達預定生產數量為止，同時可備註不良品

數量與成因，供內部設備調度與產線優化等用途。 

 

(11)產線進行中可隨時進入功能列中的製令查詢作業選單，選取製令

單號確認各生產節點之進度狀態，或是可至下圖之訂單生產作業

狀況表選單中，依時間區間進行客戶、品項等總項查詢。 

 

(12)於功能列中的訂單生產狀況表，可選擇時間區間進行訂單狀態查

詢，可看到各生產節點之數量以及完成狀態。此外，在功能表中

的機台生產狀態表則可依派工設定目標與報工狀態，顯示設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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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以及不良品數量，供內部設備調度與產線優化等用途。 

(13)最後完成所有生產節點之報工後，由業務主管於製令查詢作業選

單中進行確認並選取指定完工，代表此項訂單已全數完成。以上

為數位生產管理系統之簡易流程說明，架構內容依產業需求進行

客製化設計。 

五、導入數位生產管理 MES 系統對生產管理之效益 

(1)系統導入後可載明各項程序流程與人員分配，透過流程透明化資

訊避免以往權責歸屬不清，或是無聯繫紀錄等疏漏問題，同時可

隨時追蹤與查詢過往紀錄，優化廠內各單位人員橫向與縱向溝通

效益。 

(2)設備相關設施為公司重要資產之一，系統導入後，業務可依設備稼

動情形與良率計算確切的投產數量，公司也可以此評估公司是否

需投入更多的設備資源，或是淘汰舊設備以應對國內外訂單變化。

同時亦可依設備年限、種類規劃分類為生產機台、打樣機台及備

用機台等產線規劃，提升設備運作效率。 

(3)系統導入後，客戶訂單服務可由管理階層與業務們互相支援或共

同管理，同時也提升業務的出差品質以及機動性。 

(4)系統導入後可透過分拆作業進行訂單分派，解決原本紙本作業與

電話往來方式，可在系統中即時管理分拆訂單與總訂單的交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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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升公司內部與外部的合作效益，並帶給客戶最大效益。 

(5)以往客戶打樣單與內部研發打樣單是由不同人員職掌，透過 MES

管理機制可同時將各種打樣單、生產單、新製程開發單進行整合，

且可於系統中追蹤過往打樣資料與下載，大幅提升資料搜尋速度

與打樣生產效率。 

(6)透過此系統可即時掌握半成品於協力廠商加工之進度與狀態，提

升整體產能配置與整體出貨規劃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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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需求，請聯繫與諮詢下列窗口： 

1.宏圖大智雲平台： 

http://etextile.gctech.tw/ 

李宜靜小姐、MandyLee@itri.org.tw、03-574-3940 

2.巧得纖機雲平台： 

http://mcl.gctech.tw/ 

郭怡君小姐、kuoyc@itri.org.tw、03-573-2710 

3.數位生產管理 MES 服務： 

羅立清先生、morganlcrow@itri.org.tw、03-573-2748 

鄭敬哲先生、cccheng@itri.org.tw、03-573-2796 

陳緯哲先生、itri450258@itri.org.tw、04-871-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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