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決定品質與合規的未來新常態 
2021 年品質管理趨勢

趨勢簡介

我們就直說吧：2020 年真是不容易。生活各方面都被攪得
一團亂。我們突然成為必須找出工作、上學與社交新方法
的專家。雖然一切混亂且充滿挑戰，卻也同時是變革的契
機。去年的 12 個月就像是過了 12 年，但也是時候展望未
來了。如果說 2020 年是顛覆的一年，那 2021 年就是掌握
變革的一年。

追求創新與開創性發現是所有產業自然演進過程的一部分。
為了保持競爭力，公司必須採用新技術，才能跟上市場的
發展。全球疫情所創造的環境，突顯了我們對可靠連線能
力與整合的需求，促使不少公司加速展開採用數位技術的
計畫。

COVID-19 使生命科學產業成為鎂光燈焦點。儘管如此，
2021 年的品質與合規管理趨勢，仍會受到連線品質的價值
與必要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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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做法
在實施技術解決方案時將
整體生命週期納入考量。

技術平台
用於裝載技術解決方案
的流暢基礎架構。

延續性
確保任何新增的新技術
皆能整合。

組織協作
透過跨部門的意見掌握 

IT 技術。

連線技術做法的要素

2020 年才剛開始不久，傳統職場環境就因為必須遵守社交距離規範而受到挑戰。員工
需要將自家地下室與餐桌變成臨時辦公室，並遠端進行工作。由於品質管理不限於單一
部門或職務，使用紙本或混合式品質管理系統的公司，很快就發現這些系統的侷限之處。
分散式勞動力導致組織缺乏連結與持續性，進而使得確保品質穩定變得極度困難。

在 2021 年許多公司看來仍會繼續以遠端勞動力的方式營運，而這個情形可能會成為新常態。在此情況下，確保整個產
品生命週期維持高品質與合規，將高度仰賴數位技術與連線的品質。藥品調製國際企業 Fagro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家公司負責處理類固醇地塞米松，而這種藥物經證實在治療新型冠狀病毒重症患者上有顯著效果。¹ 使用單一且方
便存取的品質系統能讓此公司維持最高生產力，同時確保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的品質穩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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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生態系統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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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實務： 

瞭解平台基礎架構的價值

1 採用雲端： 

整合技術系統來消除差距。改善跨所有業務單位的
即時通訊、協作與資料分享。

2 敏捷生態系統： 

提升系統執行時間並根據需求擴展頻寬，以有效率
地進行協作，並跟上不斷增加的工作量。

3 連線平台： 

確保落實流暢整合與連線能力。在雲端中，多個系
統可透過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API)，或是整合平台即
服務 (iPaas) 解決方案互連。您不只能將品質流程深
入組織文化，也能使現有系統的生產力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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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能夠 ] 掌握在數位化市
場中累積的先行者優勢。這些優
勢包含運用資料來促進決策、打
造能讓商業產品更完善的解決方
案、與客戶互動，並重新改造內
部流程。"

– McKinsey & Company2

67%
的企業領導者認為數位化與長期的
業務發展密不可分。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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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同事間得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離，還是
四散分布在六大洲，都還是需要能即時地互
動、交換資料並進行決策。隨著技術持續進
步，企業擁有大量的資料可以使用。然而，
由於資料來源有許多種，且使用不同格式，
公司無法徹底運用所有可用的資料。 

舊有的品質管理系統需要耗費更多不必要的時間和精力。
品質經理通常得花費大量時間重複檢查試算表與文件，且
通常很慢才發現品質缺陷，進而為交付時程帶來風險。

處理非結構化資料 (文字處理或試算表文件、電子郵件、
文字記錄、線上表單等) 時尤其具挑戰性。這類型的資料
通常儲存在多個位置，讓您很難發布給所有需要資料的使
用者。在監管環境中，無法在提出要求時提供的品質證據
基本上等於不存在。因此，各產業的公司都必須將營運方
式現代化，以妥善運用資料。

採用資料驅動的平台式品質模型，能夠增強組織在產出即
時品質分析資訊和預測見解的能力。組織若具備這種在通
用平台上連接資料的能力，其各部門便可在產品品質資料
轉換成即時分析資訊上皆有相當的實際影響力。

透過資料驅動的平台實現業務 
價值

       在 2023 年，識讀資料將成為提
供確切且必要之業務價值的動力來
源，屆時將有超過 80% 的資料與分
析策略將需要此能力，也會帶動管
理程式的變革。

– Gartner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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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實務： 

使用所有資料

1 在非結構化資料上應用分析：
從非結構化文件中自動擷取文字，並將相關資料的
情境納入 QMS，以便提升準確度與效率。

2 改善搜尋功能：納入內容相關式搜尋與建議引擎，
以改善速度。根據過去的搜尋和搜尋語言記錄叫出
所有相關資訊和文件，以逐漸改善系統提供的建議
內容。

3 在產品生命週期中保持資料連接：簡化建立與執行
工作流程的過程，讓使用者得以透過連接資料來源、
流程步驟和系統來改善資料完整度。

4 運用即時資料分析：
顯著減少使用本機基礎架構來收集、處理和分析複
雜資料組的時間，幫助您快速掌握營運資訊。

趨勢簡介

        生命科學產業正在面臨轉捩點。
相關產業的所有公司都瞭解他們必
須妥善運用所有資料資產，才能保
持競爭力。為了在此由資料驅動的
新世界中成為領導者，生命科學公
司必須從根本上轉換他們建立、管
理和有效運用所有資料的方式。"

– Accentur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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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可能很繁瑣，且並不總是能及時提供必要的見解。人工智慧 (AI) 與其他相關
技術、機器學習 (ML) 與自然語言處理 (NLP) 等現代化技術皆重新定義了生命科學產品
開發流程中可運用的參數。使用歷史與新資料、分析查詢與機器學習演算法，公司可以
預測品質事件、行為與趨勢。

人工智慧與預測分析的目標是協助我們對未來或是其他未知事件做出更精準的預測。此技術能幫助我們快速找到直
接影響行為或問題的資料，使我們因此得益。生命科學公司使用這些技術在遵循合規的過程中取得戰略性優勢。精
準識別並減低新興或潛在的合規風險，即可確保產品設計、開發與製造各階段的品質。

人工智慧與進階分析成為主流

Accenture 預測在 2022 年以前策略性擴充將成為成功的關鍵⁶

40 83 75%
個工業組織將採用物
聯網 (IoT) 與人工智慧
進行預測性維護。

%
位執行長說他們若沒有
改用人工智慧技術就無
法達到成長目標。

%
間公司相信若不改用人
工智慧公司就有可能在
五年內遭到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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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實務： 

營運效率企及新高度

1 將員工專業最佳化並加以提升：
找出可透過人工智慧或機器學習完成的重複性工作。
精進員工的技能組合，學習深度學習、資料分析及
如何處理複雜的資料驅動系統，提升其在關鍵性的
業務專案所能做出的貢獻。

2 簡化變更控制流程：
評估現有流程以找出差距與效率低下之處。落實自
動化流程，以實現、控制和系統化因應變更，好在
重大瑕疵出現前，輕鬆找出並解決反覆發生的品質
問題。

3 減少設備停機時間：
使用人工智慧預測分析來準確預測潛在的設備校正
問題與機械故障。提升設備效率與執行時間來維持
穩定品質。

4 簡化批次記錄流程：
運用連線的生產記錄不間斷地分享資訊，並提醒使
用者流程中的模式與問題，讓操作員可以在問題發
生前就處理品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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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深度學習、遷移學習與
強化學習等先進的分析技術，來
打破已由進階分析技術改變的領
域。認知運算與自然語言生成可
以推動業務流程的生產力進展。
企業若能尋求機會推動平台表
現，並搶先他人找出新一代解決
方案，將能拔得頭籌。"

– McKinsey & Company.⁷

趨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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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風險是設計、開發與製造健康照護相
關產品流程中的重要條件。國際標準化
組織 (ISO) 14971、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 

(ICH) Q9 與歐盟的醫療設備規範 (MDR) 

和體外診斷規範 (IVDR) 所訂立的標準與
規範，都是為了落實更高的安全措施和風
險管理流程而設計。

平均而言，美國每年有 4,500 種藥物和醫療設備遭到下架，
因此風險管理會繼續成為全球監管機構的重點。然而，
單純達到合規義務不等於有效的風險管理。也就是說，
生命科學企業需要有效整合人員、流程與技術，以將風
險思維納入整個品質生態系統。如此一來，才能為目前
與未來的挑戰更進一步做好準備。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
局 (FDA) 局長 Stephen Hahn 反覆強調現代技術對改善產
品品質與安全的重要性。

現代化風險管理可提升品質

       部署進階安全技術或流程功能是
否可改善財務或營運績效？大多數接
受調查者都說是，75% 的人認為可改
善營運表現；60% 的認為可改善財務 
績效。"

– LNS Research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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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到實務： 

加速合規與上市時間

1 納入保持警惕的文化：協助員工更加警覺整個供應
鍊中可能產生的風險，並讓所有層級的員工都能在
供應鏈發生問題時留意到此狀況。

2 以更精準的方式管理風險使用連線、以資料驅動的
品質平台，讓您不論從何處都能管理品質流程，建
立統一的風險管理架構。

3 採用品質設計做法：瞭解品質流程的本質，並將其
落實在產品設計、開發與製造過程中。如此一來便
能在產品生命週期中，做出資訊充分的積極決策，
並採用品質最佳的做法。

趨勢簡介

      現今我們所擷取的資料量前所
未見，先進的分析工具如機器學
習與人工智慧可以強化 FDA 的預
測功能，進而加強我們偵測潛在
食品安全問題的能力，並根據這
些先進技術判斷風險的輕重緩急，
更有效率地決定檢查與工作的優
先順序。"

– Stephen Hahn⁹



趨勢簡介

10

結論
如今，生命科學公司若要保持競爭力，就必須比以往更
加努力轉型。數位技術正在轉變所有組織營運的方式，
採用穩固的數位工具也成為在市場上生存的基本要求。
落實能改善效率、速度和適應性的做法，能為企業帶來
優勢，同時提升整體產業。現代途徑需要經過驗證且可
擴充的解決方案。

MasterControl 與公司密切合作，加速數位轉型。我們
的雲端平台提供能協助組織與企業的品質、製造和外部
利害關係人連結的應用程式。MasterControl 經實證的
解決方案能提升可見度、改善決策，並讓企業能在快速
變遷的產業中，擁有適應變遷所需的敏捷度。

MasterControl Quality Excellence™：
智慧、動態的企業、工廠和供應商品質
管理能讓您透過智慧、數位解決方案管
理產品品質、合規與風險流程。

MasterControl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
快速、彈性的生產管理和連結現場員工
的流程和精密製造執行方法，可為您免
除傳統 MES 的成本和複雜度，提供第一
次就做對的成果。

MasterControl Insights™：
現代資料架構與進階分析技術，讓您將
產品品質和營運資料轉換成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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