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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環境處處充滿風險，而失效模
式效應分析)Gbjmvsf!Npef! boe!Fggfdut!
Bobmztjt-!GNFB*正是一個預防性且有系統
地聚焦於使用人員的風險管理工具：
˙鑑別並考慮潛在失效)gbjmvsft*。
˙鑑別出失效的潛在原因，
˙決定失效的改善優先順序。
˙採取行動以減少、減輕或避免失效。
要展現出GNFB的真實價值就要長時

間地使用它，GNFB必須隨著對設計與製
程的改變而隨時進行更新。
在2:61年代開始由可靠度工程師使用

與發展的GNFB，用於研究軍用系統、設
備的失效問題。至今，GNFB已是一個值
得使用並有其價值的技巧，且成為參與六標
準差)Tjy! Tjhnb*人員最常使用的工具。但
是GNFB也常常無法被正確的使用，導致
使用GNFB的人員花費了時間與努力但無
法獲得使用GNFB所該獲得的成果。
本文將詳述GNFB的使用方式並提供

有用的要訣，讓使用GNFB時能得到最多
的功效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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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標準差參與人員很可能碰到下列兩
種型式的GNFBt：
2/!設計)Eftjho*!GNFB或稱為EGNFB–用
於鑑別、評估與特定硬體設計相關之相
對風險的分析過程。

3/!製程)Qspdftt*!GNFB或稱為QGNFB–用
於鑑別、評估與特定製程設計相關之相
對風險的分析過程。
EGNFB與QGNFB類似，除了如表2

之GNFB文件中的第一行)dpmvno*有些許
不同，表2是一份GNFB文件格式的例子。

EGNFB的第一行使用產品、部件、
組件或零件，相對地，QGNFB使用製程，
所以第一行包含了製程步驟，因此常使用
如製程圖)qspdftt! nbq*、因果矩陣)dbvtf!
boe!fggfdu!nbusjy*、TJQPD圖)tvqqmjfst-!
joqvu-! qspdftt-! pvuqvut! boe! dvtupnfst!
ejbhsbn*、價值流程圖)wbmvf!tusfbn!nbq*
、因果圖)dbvtf! boe! fggfdu! ejbhsbn*或類
似資料來填入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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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step/input=製程步驟/輸入
Potential failure mode=潛在失效模式
Potential failure effects=潛在失效效應
SEV=嚴重度(Severity)
Potential causes=潛在原因
OCC=發生頻率(Occurrence)

Current controls=現行控制
DET=可偵測度(Detection)
RPN=風險優先指數(Risk priority number)
Action recommended=建議行動
Resp.= 負責人員(Responsible)
Action Taken=採取的行動 

失效模式效應分析的展開-
正確使用此風險管理工具的要訣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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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主要GNFB型式中，六標準差

參與人員幾乎都會碰到QGNFB，QGNFB

文件的各行包含了：

2/ 製程步驟)Qspdftt!tufq*–在研究過程中
鑑別出製程步驟與輸入，並依序將每一

個製程步驟鑑別定義出來。假如使用因

果矩陣來填入此列，則可能只會列入高

價值步驟)ijhi.wbmvf!tufq*。

3/ 潛在失效模式)Qpufoujbm!gbjmvsf!npef*–

鑑別出所有在此製程步驟中可能產生失

效的方式。

4/ 潛在失效效應)Qpufoujbm!gbjmvsf!fggfdut*–
鑑別出每一個失效模式造成的所有效

應，包括對客戶的影響。將每一個失效

效應填入新的欄位之中，表3中說明了

每一個製程步驟產生出多個潛在失效模

式，一個潛在失效模式又產生出多個潛

在失效效應。  

5/ 嚴重度)Tfwfsjuz*–將失效效應造成衝擊

的嚴重度進行量化，嚴重度級別範圍從

低（無影響）、中（危害安全）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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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生命安全)，而嚴重度亦可以財務損

失、破壞與延誤來表示，所有尺度必須

如同表4加以說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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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潛在原因)Qpufoujbm!dbvtf*–鑑別出所有
造成失效的根本原因)sppu!dbvtf*，如在

進行GNFB時無法得知根本原因，則可

能必須暫時將焦點從GNFB轉至根本原

因，並使用可行的各種品質手法工具來

進行根本原因分析。

7/ 發生頻率)Pddvssfodf*–失效模式發生頻
率加以量化，發生頻率的級別範圍從低

（幾乎不可能）至高（極有可能）。有

些人員、團隊與組織會對發生頻率定出

絕對的定義，例如在汽車產業中，「2」

表示每一千輛車或項目中發生頻率小於

等於1/12，而「21」則表示每一千輛車

或項目中發生頻率大於等於211。一般

都會將發生頻率以比例甚至是可能性來

描述說明例如表5。

7. 現行控制)Dvssfou! dpouspm*–鑑別出目前
的控制與流程，包含可以避免造成失效

模式之原因的檢查與測試，如果可以取

得時請一併包含標準作業流程)Tuboebse!

pqfsbujoh!qspdfevsf*編號。

8. 可偵測度)Efufdujpo*–將在特定製程步
驟（非先前或隨後步驟而是在目前考慮

下的步驟）中偵測出失效之能力並加以

量化，可偵測度的級別範圍從低（幾乎

可以肯定）至高（不可能）如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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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優先指數)Sjtl! qsjpsjuz! ovncfs-!

SQO*–風險優先指數(表2中第九行)即是
將嚴重度值(表2中第四行)乘以發生頻率
值(表1中第六行)後再乘以可偵測度值(
表2中第八行)所得到的結果數值，雖然
一般來說，團隊常以風險優先指數最高

之項目為優先處理對像，但也可能設定

其它額外優先準測，例如嚴重度為最高

值的項目或可偵測度為最高值的項目等

等。

21/建議行動)Bdujpot! sfdpnnfoefe*–減
輕嚴重度與發生頻率或改善可偵測度能

力的建議行動。

22/負責人員)Sftqpotjcmf*–確定建議行動
的負責人員，如超過一人以上，應有一

人負責領導指揮。

23/採取的行動)Bdujpot! ublfo*–已採取並
完成之行動的列表包含完成日期。

24/嚴重度、發生頻率、可偵測度與風險優

先指數–鑑別出新的嚴重度、發生頻率、
可偵測度並計算新的風險優先指數，這

些新鑑別出之值的意義與先前所說表2

中之第四行、第六行、第八行與第九行

意義相同，這些新鑑別出的數值反映了

第23/點中提到的「採取的行動」，理想

狀態下，在「採取的行動」完成後，一

個或超過一個的這些值(嚴重度、發生頻
率、可偵測度)將會降低進而減少風險優
先指數，如果這些值並未減少則表示「

採取的行動」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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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GNFB得以成功發揮功用，團

隊必須嚴肅思考用於決定風險優先指數之

各項數值的級別定義。

部分人員建議並推廣使用2至21的21

分級別)21.qpjou! tdbmf*，但21分級別有一

個問題是如何決定相近的值，例如4分與3

分要如何決定或7分與6分要如何決定，在

決定這些相近值時都有可能產生爭議，但

以風險優先指數角度來看這些區別造成的

影響並不大，但卻造成團隊浪費大量時間

與心力來爭論如何決定這些相近的值。

相對於21分級別，部分其餘人員建議

使用偏移級別，例如團隊可以選擇2、4、8

、21或其它類似的來取代2至21，好處是

可以節省對決定相近值的無謂爭論並驅動

團隊討論如何決定這些值。近一步來說，

也將風險優先指數限制在2至2111間包含2

與2111，這也有助於了解。無論如何，團

隊所有成員都要清楚了解所使用級別數值

所代表的定義。

表7提供了兩項QGNFB製程第一個步

驟之失效模式的例子。以第一列來看，嚴

重度與可偵測度都是21，代表偵測控制是

無效的，所採取的建議行動是修改程式以

偵測出所遺漏的零件，但此採取的建議行

動只影響了偵測度的值。

由於偵測度由21降至2，風險優先指

數也從411降至21，這是非常明顯的改

變。

雖然嚴重度仍維持在21，但發生頻率

也從4降至2，團隊覺得因為失效幾乎不可

能發生，當失效產生時也幾乎可以肯定被

偵測到，因此，團隊決定不再進行任何額

外的改善活動，當然這項決定仍有其爭議

點。

在表7第二列，顯示現行控制機制並不

存在，所以團隊必須將可偵測度訂在最高

的值為21，而此失效模式的風險優先指數

為5:1。

所以，建議行動就是很簡單地區別不

同零件，完成採取的行動後可偵測度降至4

而風險優先指數也降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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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時候，GNFB工作會議是耗

時並令人厭倦的，在這邊提供一些可以使

GNFB工作會議更有意義的要訣如下：

2/建立工作標準

3/確保會議時間在合理長度內

4/建立GNFB負責人

5/邀請主題專家

6/邀請專職推動協調人員

7/建立有意義的級別

8/設定啟動GNFB更新的觸發點

9/限制為現行步驟審查上次決議之參與人

員的能力

:/記住所有決議反映至現行步驟

21/以清楚有意義的方式寫下模式、效應、

控制與原因

22/在工作會議中盡可能地完成每一步驟

23/將會議與會議的間隔時間最小化

24/鑑別出根本原因

25/適當地評分

26/提供額外的品質工具給GNF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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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FBt應有負責人員，且是活化的文

件並適時地更新，GNFBt要求詳實的前置

作業，但GNFBt帶來對品質之正向影響

的價值亦是難以估量的，以上所提供的要

訣是來自於執行GNFB的經驗，適時地應

用這些要訣將可確保您在執行GNFB的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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