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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製造出一台電腦、真空吸塵器、音響或電話，都需要數百種不同的零組件，零

組件的組裝必須兼顧準確度和精準度，產品才能正常運作。組裝消費用品和其他

工業用產品時，需要用到無數種液體，比方說黏著劑、潤滑劑、矽膠、環氧樹

脂、錫膏以及塗料，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Asymtek 是自動流體點膠產業世界級領導廠商 Nordson Corp. 的子公司；過去在

機械組裝流程中，一定要使用手持注射筒才能完成環氧樹脂和其他液體的點膠作

業，現在，自動點膠技術大幅改善了這種老舊的點膠方式。

Asymtek 成立於 1983 年，主要設計和製造半導體封裝組裝、印刷電路板組裝、平

面顯示器組裝以及精準工業製造所需的流體點膠設備。該公司的產品包括檯式點

膠機以及全自動的輸送帶系統。Asymtek 的客戶不乏業界知名品牌企業：Intel、 

Hewlett-Packard、IBM、Lucent、Motorola、Black & Decker、Siemens、Nokia、 

Philips 以及 Bose。

Nordson 於 1996 年收購 Asymtek；Nordson 原是與 Asymtek 合作已久的客戶，後

來加入一家經營據點遍佈 30 個國家/地區的全球企業。Nordson 在 2004 年申報的

銷售額達 7.94 億美元。

Asymtek 以通過 ISO 9001:2000 認證為榮，這項認證可以讓他們的客戶放心，相

信這家公司確實奉行嚴謹的品質標準。ISO 9001:2001 規定組織必須有能力穩定

改善其品管系統，還要有能力開發與記錄品管流程與程序。ISO 標準提供一致的

架構，供各公司行號遵循國際市場的法令規定。不分國內外，許多客戶也會優先

選擇通過 ISO 認證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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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處理系統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Asymtek 的文件製作、修訂、傳遞與核准作業都是靠人工方

式進行。回想起過去，1999 年就加入這家公司的 Asymtek 工程服務經理 Karen 

Ingles 說道：「那時候真的很費工。」

Asymtek 總部設於美國加州 Carlsbad，這裡的員工過去習慣靠人工方式在不同的

建築物之間傳遞文件，要不就使用辦公室內部專用的郵件系統。每週有兩次的時

間，變更控制委員會 (CCB) 會召集大約 6 到 15 人不等的員工，聚在一起討論工程

變更事項及核准文件修訂內容。「大家都很怕這些會議。他們不喜歡每週花兩個

小時的時間開會。Ingles 如是說。

為了訂購零件，他們會傳真文件或找快遞寄件。他們透過人工作業佈達及核准工

程變更令 (ECO) 和其他圖樣。Asymtek 也採用一套「資料庫」系統，員工可以使

用這套系統調閱資料，例如書面文件、網版和圖樣。他們利用試算表為文件手動

編號。Ingles 說：「東西很難井然有序。沒有辦法控管文件來源，也沒有能報告

文件活動的方法。」前往客戶所在地負責修繕的現場維修人員得隨身攜帶書面文

件。有時候，員工會使用書面文件，但卻找不到同一份文件的電子檔。

從用戶端伺服器改為網路版 MasterControl
1999 年 1 月，Asymtek 開始採用 MasterControl™ 用戶端系統，該公司的文件管

理系統從此截然不同。該公司終於有了一個能夠妥善控管又有安全保障的環境，

可以保存其所有工程文件。

2004 年，Asymtek 決定改用網路版系統。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使用便利度是這

項決策的關鍵，因為 Asymtek 在美國俄亥俄州、日本、荷蘭以及台灣均有設廠。

Asymtek 評估過六種軟體解決方案，當時正逢 MasterControl 推出新的網路版產

品，於是他們最後決定還是繼續使用 MasterControl。Ingles 表示：「歸根究柢，

重點還是在於價格和訓練。MasterControl 的價格很合理，我們的員工也已經接受

過 MasterControl 的相關訓練了。」

同年 9 月，Asymtek 就開始展開改用網路版 MasterControl™ 系統的流程。實際轉

換之前還得完成許多前置作業。MasterControl 初步遷移了 Asymtek 的資料，設

法盡早解決不一致的問題。

他們透過 WebEx 進行了一項介紹系統管理功能和資料清理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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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他們將伺服器和資料庫副本送到 MasterControl，花兩週的時間進行實際

遷移。在這個階段，用戶端伺服器的資料庫一律處於「唯讀」模式。為簡化轉換

作業，他們排定趁 Asymtek 在 2004 年 12 月放假休廠期間進行部分遷移。

遷移作業進行兩週後，MasterControl 將伺服器送回 Asymtek，由該公司的 IT 部

門完成安裝。Ingles 說道：「MasterControl 團隊來到現場的時候，我們已經準備

好進行設定和接受訓練，也迫不急待想開始使用新系統。」

他們在現場進行了十二個小時的系統管理員訓練、三個小時的「高階」使用者訓

練，以及兩個小時的一般使用者訓練。MasterControl 使用 Asymtek 的資料庫進

行以上所有訓練。遷移過程十分流暢，Ingles 歸功於 MasterControl 的專業服務團

隊，她表示：「他們顯然對這一切流程都十分在行，而且非常井然有序。」

Asymtek 在 2005 年 1 月開始正式使用網路版的 MasterControl 系統，時間和預算

完全沒有失控，不過當中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插曲 — 該公司將伺服器運到位於

鹽湖城的 MasterControl 的過程中，伺服器從卡車上掉了下來。Ingles 說：「我們

很快就訂了一台新的伺服器，MasterControl 也趕在時間限制內完成，沒有耽誤到

我們的時間安排。」

優勢

如今，Asymtek 的加州總部大約有 250 名員工使用 MasterControl，其中包括來

自以下部門的員工：文件控制、製圖、採購、工程、製造、出貨、收件、庫房、

檢驗、行銷以及財務等部門。常駐於俄亥俄州和海外據點的人員也使用這套系

統。Asymtek 會向每一位新進員工介紹 MasterControl，儘管由於職務性質的緣

故，有些員工使用這套系統的頻繁程度會高於其他員工。

Asymtek 透過 MasterControl 系統管理約 36,000 份文件，其中包括工程圖樣和

相關的 CAD 檔案、組裝文件、ECO、ISO 記錄文件、部門工作指示，以及各種表

格。該公司評估其變更控制流程在實施 MasterControl 自動核准流程作業前後的

效率，發現花在審查和核准的時間平均縮短了 50%。Asymtek 還發現：

• 使用 MasterControl 之後，整個流程 (從開始到結束，包含等待時間) 從 11.5 天 

縮短到 6.3 天，等於是縮短了 45%。

• 週期時間 (員工實際花在處理文件的時間，包括開會) 則縮短了 37%，從 14 個 

小時變成 8.8 個小時。

• 採用人工作業系統時，100% 的 ECO 必須等 CCB 開會討論。使用 MasterControl  

之後，只有 10% 的 ECO 需要 CCB 開會討論。其他一切只需要透過 MasterControl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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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省時以外，Ingles 還留意到另一項優勢。她說：「不得不說電子作業實在很

方便。我們再也不必每週開兩次枯燥無聊的 CCB 會議了。」

MasterControl 的特點
MasterControl 在諸多方面對 Asymtek 均助益匪淺，不過，Ingles 特別注意到以下

幾項特點：

• 網路存取功能：MasterControl 使用網際網路平台進行連線及存取，完全不需

考慮實際位置。外出和出差的員工可以在任何地方連上 MasterControl。

• Organizer：這款簡單易用的工具和 Windows 檔案總管相似，可以幫助使用

者快速找到及使用文件。各部門可以使用部門專屬的 Organizer；可以將文件

儲存在多個 Organizer 裡。可以將 Organizer 裡的資料夾設定為自動根據查詢

更新。Ingles 說道：「Organizer 對我們的製造團隊來說特別好用。我們有非

常多條[組裝]生產線，所有生產線各自使用專屬的 Organizer。」

• 電子簽核：使用 MasterControl 可以透過電子方式簽署及核准文件。可以自

動在每一份文件中附加簽名表現形式 (姓名、日期、時間以及電子簽方式)。

• 協作：MasterControl 讓分屬不同部門或地點的員工能夠共用虛擬空間協作處

理文件，讓每一個人都能看見其他人輸入的資料，以免重複作業，因此可以

讓團隊合作進行得更加順利。

• 自動產生 PDF 檔案：MasterControl 在文件生命週期全程都可以將文件自動發

佈成 PDF。使用 PDF 自動轉檔功能就不需手動產生 PDF 檔案，可以簡化建立

檔案的流程。PDF 格式是不能更改內容的，因此也能提高安全與控制程度。

• 工作階段過期即登出：系統管理員可以選擇適當的時段，讓 MasterControl 

將工作站已經進入閒置模式的使用者自動登出。這項功能讓 Asymtek 得以發

揮授權使用情形的管理效益。

• 安全性：MasterControl 的系統安全等級分成非常多個層級。這套軟體會追

蹤每一個簽章組合，不允許複製及轉讓使用者 ID 和簽章組合。每一位使用

者需在第一次登入時設定一個簽章密碼，必須先輸入使用者 ID 和密碼登入 

MasterControl，才能得到存取權限。如需簽核任何文件，使用者必須使用另

一個不同的「核准」密碼。所有使用者 ID 和密碼一律加密處理，不對系統中

的任何人開放。

結論 
為繼續符合 ISO 認證資格，Asymtek 遵循一套相當嚴格的法遵評估時間表：每六

個月一次 (通常集中稽核其中幾項流程)，每三年一次全面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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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asterControl 區域辦事處

和 MasterControl 合作夥伴辦事

處的聯絡資訊與地址，皆請參閱 

MasterControl 網站，網址是： 

www.mastercontrol.com。

MasterControl 協助 Asymtek 保持隨時可以接受稽核的環境。重點是，它讓主管

們有能力預防有人改寫已經過時的書面文件，過去這是個令人困擾的問題。

Ingles 表示：「製造部門組裝產品時不再需要書面文件了。現在每個人都能

在 MasterControl 中查閱組裝文件，而且這套系統保存的一定是最新文件。

「MasterControl 幫助我們解決了推出新的修訂版文件後未能清除過時文件的

問題。」

由於經常需要接受 ISO 法遵評估，因此必須隨時做好準備。Ingles 說：「重點在

於要隨時習慣遵守 ISO 規範。同樣地，MasterControl 也成了 Asymtek 法遵環境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Asymtek 採用的品質標準相當高，遠遠超越 ISO 規定，因此備受客戶肯定，全

世界最大的電腦晶片製造商 Intel Corp. 就是他們的忠實客戶。Intel 在 2003 年和 

2004 年都將「供應商永續品質改善獎項」頒給了 Asymtek。

關於 MasterControl Inc.
MasterControl Inc. 建立的軟體解決方案能讓生命科學和其他列管公司更快為更多

人提供有助於改善生活的產品。MasterControl 的整合解決方案能自動處理並安全 

管理產品生命週期全程的關鍵業務流程，從而加快投資報酬率並提高效率。全球 

1,000 多家規模從 5 名到數萬名員工的公司，全都仰賴 MasterControl 雲端解決方

案自動進行新產品開發、臨床、監管、品質管理、供應商管理、製造和上市後監

控等流程。MasterControl 解決方案素以易於擴充、易於實施、易於驗證和易於使

用而聞名。如需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mastercontrol.com。

http://www.mastercontrol.com
http://www.mastercontr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