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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界和組織機構已採取精實方

法，5S工具是最廣泛被常拿來使用的。它

的五個關聯支柱—整理、整頓、清掃、清

潔及素養—是特別有用的，當透過已獲改

善的品質及生產力、降低成本和縮短運送

的前置時間以界定客戶滿意度，是獲取可

持續發展的結果。

消除浪費的專案，利用5S提供立即的

收益，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持續改善而不

做作的起始點，並且為組織機構準備了一

趟更有深度的精實之旅。雖然工具相當的

有用，但是很多的組織機構發現前面三個

支柱可以執行得很好，但是卻掙扎於將最

後的兩個制度化。

執行研究以確認影響所有5S支柱推行

成功的重要因子，是來自中西部四個州的

美國品質學會(ASQ)會員們，聯繫汽車產

業的供應商們並邀請他們參與此一研究，

該團體不只代表實質上具有大小規模的產

業，也是使用5S工具已有多年的經驗。

例如電動機設備協會報告指出，製造

產業中的汽車零件部門是美國國家最大的

雇主占比，達到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
的2.3%1。

調查計畫的設定

該研究的目的是要篩選出一些一般上

可以接受的駕駛員，利用調查問題以決定

哪些是統計性顯著的，以及當可行時由他

們定義條件狀況，發表列出培養推行所有

5個支柱的最有利的條件狀況。

共 有 1 3 8個 會 員 對 研 究 調 查 作 出 回

應，其中有44.9%來自密西根州、24.6%
來自俄亥俄州、16.7%來自印地安納州和

13 .8%來自肯塔基州。這些應答者依工

作職稱抬頭被分成三個級別—低階管理

(28.3%)、中階管理(63.7%)和高階管理

(8%)，有關5S的績效在這些個階層裡感覺

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本文不只是要分享研究的結果，同時

也要描述處理這些研究資料所使用到簡單

易懂的方法—一個可為大多數的精實六個

標準差團隊以及其它問題解決團隊所使用

的方法，他們並沒有可用的工具以進行進

一步更複雜的統計分析。它提供合理可靠

結論以篩選計算評估，並可以使用於保證

較複雜的分析以決定因子。

調查資料的分析

當評估調查資料時常存在著某些挑

戰，即往往由較沒有經驗的從事者監看結

果，其使用數量級別以決定應答者的看

法，這伴隨著調查問題以做分析時特別地

真實。很多的這些個案，提供一個多點的

級別以計數，而且調查參與的應答者被要

求，對所描述特定條件狀態表達他們對該

陳述的認同級別。

例如，在該調查中已界定一個潛在的

重要因子是管理階層，應答者被要求考慮

下列的陳述“工廠管理階層承諾要成功做

到5S”，提供一個5點的級別，其中對級

別列入強烈不同意將被指定得到1點，級

別列入強烈同意則將得到5點。

乍看之下，很多團隊收集這類型的

資料，是依照數值以參考法規上的級別回

覆，而且他們認為資料是可以被處理的，

以為那是屬於常態分佈的，其實那是不健

全的見解。為了瞭解對資料做合適的分

決定性的驅動者—駕駛員

◎李麗女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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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對連續性的和離散性的資料間的差異

必須要有一個清晰的了解2。

連續性的資料，也視之為變量表示的

數值可以分數表示之，資料的準確度與所

使用的量測儀器設備的精確度和敏感度有

關，其決定了有多少的小數位數可以加以

記錄下來，雖然儀器設備可能無法提供很

多小數位數的讀值，但是若一個量測設備

具有可使用的精確度水準，則存在著一個

無限的小數位數可被記錄。

通常連續性的資料是屬於常態分佈，

而且它們的分析，可以根據使用平均數之

母體參數統計方法分析。

連續性的資料之一個例子為長度的量

測，其將使用到小數位數紀錄資料，以反

映出量測儀器設備的精確度，這對標準尺

而言可能是毫米，但是對美國國家標準技

術研究院，其所使用的量測系統是根據測

量波長數的氪標準，則其將會是微毫米的

分數。

離散性的資料也視之為屬性資料，表

示針對一項特別的特性之有無出現加以計

數，它們以整數表示之，因為一項特性是

部分出現的概念有些荒謬。離散性的資料

通常是遵循二項分佈或是波松分佈的，必

須根據計數和中位數之無母體參數統計方

法分析它們。

離散性資料的例子有，在美國已從高

中畢業的人口數，決定該一屬性的計數需

要清楚地建置特性的界線，並將每位母體

成員區分為兩類中的一類—那些附屬於界

線內的以及那些附屬於界線外的，不管所

要求的準則是否已達到共識，特性必須特

別地加以定義以避免混淆。

連續性或離散性?

一般而言調查資料通常是屬於離散性

的，這是相當明顯的，因為當應答者被要

求從一表列的類別回覆單上選擇答案時，

例如他們在學校裡所拿到的最高分數—這

裡只有一個可選的選項符合他們的情況—

或是當只被要求回答是或不是。

不管如何，當提供等級別評分時，某

些分析師因上當而誤認它們為連續性的，

雖然事實上它們是離散性的；這些稱之

為李克特量表，而且它們使用一張序數資

料表單，亦即，這些資料有一個感知的順

序，但不代表它們在數線上是等距離的。

雖然分析李克特量表的資料，必須

依據計數或中位數以及無母體參數統計資

料，但是將結果報告為平均數是相當常見

的。對這一情形的誤用有相當多的理由，

而且它們當中有些蘊含著被要求的無母體

參數之計算是相當的複雜，若以平均數對

照於以中位數來解釋說明，卻相對的簡單

容易多了。

該資料使用平均數是相當普遍盛行

的，有很多的文章撰寫有關此以比較這兩

個方法，將等級別的資料視之為連續性的

資料其所伴隨而來的風險有所描述。想想

下列的例子，以深入瞭解將這類型的調查

資料視之為連續性的資料的風險：

．假設已取得10個等級，利用5個點的李

克特量表，這5個等級值各由兩位應答者

選定，平均數將是為3，隱喻暗示著看

法觀點相當的不確定，但是平均數是依

據一組相當寬廣分散的應答回覆所得到

的，因此使用計數方法簡直太有所助益

了。

．現在假設已有一個不對稱的等級—1個等

級“1”、2個等級“2”、1個等級“3”

、3個等級“4”和3個等級“5”，這結

果平均數將是為3.5，隱喻暗示著應答者

對較高等級有所偏好，那樣的結論將是

合理的。

有 關 李 克 特 量 表 的 議 題 在 Q u a l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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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李克特量表及資料分析”3文章中

有被討論到，其建議這類型的資料為了審

查研究，可以視之為連續性的資料加以處

理—假使採取某些努力以確保計數是為分

散的型態，則合理地校準以計算出之平均

數是相當好的。

當分析該一研究資料時，平均數是被

比做為每一個點之等級的計數值，它們是

可被視為具有趨勢性的代表，假使平均數

高於3，其所伴隨的等級為4或是5者是有

計數上的優勢；或若是平均數低於3，其

所伴隨的等級為1或是2者則有計數上的優

勢。使用一張簡單的工作底稿加以分析，

而且所決定取得的所有平均數對本研究是

相當有幫助的。

當特定因子之間的關係已被評估過，

使用平均數的能力特別地所有助益，其得

以決定它們是否可以使用於預測特定支柱

的績效或是所有的5S系統的績效，該方

法較直接也對變異數和平均數進行假設檢

定；所得到的結果是當平均數與團隊成員

的經驗達到良好的一致性，這將進一步地

支持接受其方向是正確的。

研究的發現和隱喻

調查被切割為三個階層以收集應答者

的看法與觀念，起初，每個5S支柱的績

效是用推估的，其由三個等級陳述的平均

評等所計算決定的，目的是要描述它的特

性，所有5個支柱之全部的平均數也加以

計算決定；對所有其它的分析這些結果將

充當為主要的依據。表1彙總了使用於定

義這5個支柱的特性質。

表1. 研究設計的考量

5S績效屬性

1S：整理

．從你的製造工廠中清理掉廢棄的或是不必要的工具、設備、桌子、櫥櫃、

個人的物品及資料。

．從你的製造工廠中清理掉不再被使用之已使用過的空置容器和架子。

．樓地板沒有掉落的零件、垃圾及廢物，走道整理乾淨且沒有垃圾。

2S：整頓

．需要使用到的工具、配件、治具和磁帶皆適當地存放在指定的地點且有明

確的標示。

．搬運的推車、棧板以及空的容器皆被適當地堆疊成堆，並且存放在指定的

區域。

．存貨放得井然有序並且可加以識別。

3S：清掃

．工廠的地板以及走道都很整潔並且有適當的標示。

．設備整潔並沒有多餘的潤滑油、汽油、塵垢、裂縫和灰塵。

．工作站是乾淨的、整潔的及有條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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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清潔

．視覺教具都歸定位且暢通無阻的。

．範圍內的工作指令、標準作業程序書和藍圖可以容易取得，而且有負責的

從業人員密切注意追蹤。

．使用資訊傳達板並維持是最新的資訊。

5S：素養

．有適當的5S稽核表和排程，並且利用行動措施規劃進度的展現。

．選派並訓練員工以執行5S的稽核。

．有效地評估或執行5S，並注意到其改善的程度

驅動5S績效的潛在性因子

工作抬頭

供應商階層之水準

有集體協議的單位

工廠大小

使用工作團隊的百分比

在工廠內廣泛地利用員工以團隊的方式一起工作

使用精實工具的時間

對5S的推行提供充分的時間

對管理階層的人員進行5S工具的教育訓練之時間長度

已提供管理階層的員工充分的5S教育訓練

對非管理階層的人員進行5S工具的教育訓練之時間長度

已提供非管理階層的員工充分的5S教育訓練

工廠管理承諾成功做到5S
工廠內部的溝通相當優質

在該工廠裡，員工展現個人的責任是相當普遍

在工廠內使用書面的5S執行計畫

提供充分的資源以執行5S

下一步是考慮13個因子以決定它們是

如何影響5S的績效，這些因子中的8個資

料的收集是採用類別式的或是開放式的問

題，這些問題被指定作為底層以用來做假

設檢定，以查看它們的變異數或是平均數

是否具有統計性顯著的差異；13個因子當

中的9個因子，則使用等級別的陳述（其

中的4個是使用類別式的/開放式的問題和

等級別的陳述）。

備註：本研究所進行的所有統計的屬性和因子分析是在α水準為0.05（95%的

信賴性）。



調查因子 階層/類別 回覆數
回覆

百分比

階層
回覆

平均數

階層
回覆

標準差

變異數
有顯著
性的差
異否?

平均數
有顯著
性的差
異否?

高階

管理階層

中階

管理階層

低階

管理階層

一階

二階

三階

少於

750位員工

多於

750位員工

有協議的單位

無協議的單位

0%~33%
34%~67%
68%~100%
至多2年

超過2年

至多8小時

超過8小時

至多8小時

超過8小時

工作抬頭

供應商階層之水準

工廠大小

有集體協議的單位

使用

工作團隊

使用

精實工具

對管理階層人員進

行5S工具的教育訓

練

對非管理階層人員
進行5S工具的教育
訓練

11

88

39

99
31
8

101

37

89
49
53
46
39
43
95

90

48

94

44

8.0

63.7

28.3

71.7
22.5
5.8

73.2

26.8

64.5
35.5
38.4
33.3
28.3
31.2
68.8

65.2

34.8

68.1

31.9

3.48

3.73

3.74

3.69
3.57
3.61

3.66

3.65

3.75
3.48
3.57
3.62
3.82
3.68
3.55

3.71

3.54

3.59

3.90

0.93

0.76

0.69

0.84
0.78
0.59

0.78

0.89

0.76
0.88
0.83
0.79
0.81
0.98
0.78

0.82

0.79

0.83

0.72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重
要的階
層有顯
著差異

否 是，支柱5有較

小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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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支柱績效
特性質的平均等

級之平均數
特性質的平均等

級之標準差
變異數有顯著
性的差異否?

平均數有顯著
性的差異否?

表2. 發現的彙總表

1S：整理

2S：整頓

3S：清掃

4S：清潔

5S：素養

3.81
3.81
3.68
3.72
3.27

0.97
0.87
0.94
0.92
1.07



99.62%

99.79%

96.92%

97.95%

99.07%
99.88%
98.35%
97.03%
98.68%

因   子
因子應答
平均數

因子應答
標準差

顯著共相關?
適合的類型

由相關性所能
說明的變異%

使用工作團隊

使用精實工具

對管理階層人員之5S工

具的教育訓練

對非管理階層 產 線 作
業人員之5S工具的教
育訓練

管理階層的承諾

溝通的層級

個人的責任

執行的計畫

充分的執行資源

是，二次方程式類型

(支柱2較低，產生一

個向上彎曲)

是，二次方程式類型

(支柱5較低，產生一

個向下彎曲)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是，直線類型

3.44

3.13

3.19

3.04

3.59
3.09
3.31
3.15
3.26

1.13

1.18

1.24

1.25

1.12
1.09
1.07
1.1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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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9個因子的平均數以及相對應的

級別確定後，進行共相關和回歸分析；這

9個因子的平均數被認為是獨立的變數，

而且這5S支柱的平均數為相依的變數。表

2顯示出5S支柱績效和因子等級別的基本

統計結果。

這些分析的結果為：

． 基 本 上 該 研 究 目 的 是 為 了 要 回 答 問

題“5S支柱如何一貫地推行實施於車

輛產業？”因此初始的評估決定，依據

它們相對應的特性，以確認在這5個支

柱中有甚麼差異”，針對一個特定的支

柱，以每位應答者等級別計算並檢定其

平均數，以查看是否存在著統計性的顯

著差異(參看表2)。那些平均數被發現

具有相似的分散性，因此針對5個中的

任一個個別的支柱或是總體合併後的5S
系統，變異數皆不顯著。換言之，第5

個支柱的平均數值是低的，這表示它的

績效被視為較不具有有效性。

為了獲取一個成功及持續發展的5S系

統，所有的組織機構的經理對於精實旅

程必須發展出具有共同的理解，一般上

是可被接受的。在功能性的先導者之間

的不同觀點看法，可能會侵蝕掉5S系

統的績效；組織機構必須團結一致，作

為像一個團隊在進行一項競賽遊戲計畫

一樣，只有當在努力過程中形成一股團

結的文化，則較後者的支柱—清潔及素

養—就可以不間斷地被實施執行。

．該研究考量到，在團隊工作中所花費的

時間以及組織機構所使用的精實工具所

花費的時間，如精實5S工具所需的時

間，從管理階層及非管理階層兩方面分

析，以揭露決定是否有任何的顯著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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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對經理人員及非經理人員提供

較多的教育訓練時，應答者表示合併的

5S績效較高，很明顯地，有關使用5S
工具的教育訓練以及使用5S工具被視為

是必要的，而且，發現對非經理人員的

教育訓練，對大多數的5S支柱績效皆有

正面的影響。

．結合數個因子一起似乎會創造出，有

利於推行和持續發展一個5S系統的環

境；5S計畫的成功似乎代表著要有包羅

萬象的要求，其調查問題的等級別伴隨

著管理階層的承諾、溝通的水準、個人

的責任、推行的規劃以及充足的推行資

源。

顯然地，經理領導團隊直接的參與投入

不只是可以促進成功，也是為了能將推

行的努力轉而持續支持第四和第五個支

柱—清潔及素養。當管理階層提供一份

書面的5S推行計畫，為了5S計畫的成

功、起始的支柱以及難以達成的第四和

第五支柱，授權給非管理階層的工作人

員以取得較大的個人責任，可獲得一項

長期的利益。

．供應商階級的水準、工廠大小以及協議

單位的出現，通常是成功的5S推行的

重要因子，但是在該一研究中並未加以

證實；從另一個角度看，所有的這些因

子，有一個非直接性的影響一個或多個

的其他因子，並且被發現到是有顯著性

的。

例如，協議單位的出現可能影響到，可

以進行多少的教育訓練、工作團隊將被

如何的使用以及可以如何培養個人的責

任；顯然地，當發展推行計畫時這些因

子必須加以考慮，如此就可以將組織機

構的特定環境納入考慮。

成功的5S

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性的駕駛人

資訊，他們支持著成功地推行精實5S工

具；雖然是聚焦在車輛產業，但是結果可

以普遍化到其它的製造行業，或甚至是其

它部門的組織機構。

提供一個推行的計劃以界定本調查所

評估的因子，可能有助於確保所有五個支

柱隨著時間成功的推行著。一個5S計畫

由經理們引導著，承諾提供充分的教育訓

練、維持不間斷的底層能見度、和與工作

團隊日常的溝通，以創造一個個人責任可

被期待的工作環境。

使用統計的方法以評估等級別，其

取自於很多之該研究所設計良好的問題調

查，並使得它更容易了解和說明解釋整

套的發現，其加強了先前經驗的重要性；

現在這些發現可以使用於設計較穩健的分

析。在一個特定的組織機構或部門內，篩

選出這一類的研究是相當的有價值的，它

們具有成本有效性及有效率性，並且減少

了需要深入研究以加強調查所需要該領域

的變數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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