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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主要為代工生產的台灣企業來說，生產製造時的產量及品質管理是主要考量的

兩大問題，製造執行系統正是為了要輔助企業對產量及品質監控而開發。本研究主要探

討個案公司導入製造執行系統後，如何控管生產品質，導入前後產線運作的差異及未來

期望帶來的效益。經分析後了解，在現場檢驗單位作業方法、取得生產線資訊的速度及

便利性、取代以往現場成品檢驗方法、紀錄問題點及數據分析等項目上，都有改善的效

益，並可利用各項系統模組功能結合公司內部機制，達到監控及整合效果。 

 
關鍵詞：製造執行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縫紉機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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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製造業為各個產業最原始端，在製造業裡，有些製造大廠，每天維持非常大量的生

產模式，在這麼大量的生產過程中，人員無法隨時掌握工作進度及生產狀況，藉由資訊

系統的輔助，即能掌握生產時即時的資訊及問題點的動向，可經由數據分析，進而控管

整個生產流程。 

個案公司為全球最大縫紉機製造商，台灣廠 3 條生產線每天須生產近 300 台機台，

在生產過程中，管理者往往無法及時掌握每站的最新狀況，容易造成誤判，透過製造執

行系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的導入，可以統合控管產品在生產線上

的各種即時資訊，藉由數據分析，輔助主管評估產線狀況，並可即時下達指示解決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分析個案公司導入製造執行系統後的效益，如何應用製造執行系

統模組，改善取得生產線資訊的速度，並控管每個工作站的問題點，達到監控及整合的

效能。個案公司未來主要生產較高階的機種，透過系統控管生產線每站的資料，從中抓

出問題點，以用於開品質會議時提供數據分析，發覺問題點，進而改善品質，提升客戶

對公司的信任。 

貳、文獻探討 

一、製造執行系統介紹與應用範圍 

製造執行系統由美國先進系統製造研究機構（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AMR）在 90 年代初提出，目的在於加強物料需求計畫（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 

MRP）的執行功能，把 MRP 通過執行系統同車間作業現場控制系統聯繫起來。這裡的

車間作業現場包括了 PLC 程控器、數據採集器、條碼、各種計量及檢測儀器、機械等。

製造執行系統設置了必要的接口，與提供生產現場控制設施的廠商建立合作關係。 

MES 主要是承接生產規劃系統所規劃的藍本，在製造過程中對加工物件作嚴密的

監視與控制，並能保證產品品質與交期，將製造過所產生的資料迅速回饋給生產規劃系

統，使生產規劃系統與 MES 之間有雙向資訊的交流(Rudder, 2003)。MES 主要應用於製

造執行之控管，分成 12 大模組：作業樣板定義模組、WIP 追蹤模組、設備管理模組、

資料傳輸模組、介面模組、品質控制模組、文件管理模組、配方管理模組、自動化模組、

報表模組、印表模組、安全模組。 

二、製造執行系統相關研究 

傳統 MES 是利用生產現場採集到的實時數據來實現資源配置與狀態管理、詳細調

度、派遣生產單位、文書檔案管理、數據採集／獲得、勞動力管理、質量管理、過程管

理、維護管理、產品追蹤；性能分析等功能（丁小進等，2007）。 

梁留濤等（2015）於案例公司導入 MES 後，透過資訊的傳遞，從訂單下達開始到

產品完成的整個產品生產過程進行優化的管理，對工廠發生的實時事件，及時做出相應

的反應和報告，並用當前準確的數據對生產過程進行相應的指導和處理。陳剛良與郝平

（2017）引入 MES 的框架模型和思想理念於染色車間的應用，解決當前印染企業在生

產時計過程中面臨的問題，提高印染企業整體資訊化水準，為企業在節能、生產效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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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帶來更大的效益。曾洪鑫等（2017）以裝配線生產為背景，探討 MES 中計劃與控制

的銜接方案，建構以產品對列為中間層的 MES 體系結構，建立在製品與生產計劃的映

射方法，控制在製品狀態的策略。 

Choi & Kim(2002)開發出具有彈性製造性統生產線訂單處理車間的 IDEF0 模型以識

別 MES 的功能需求，建議 MES 由 Main-MES （用於主車間）和 FMS-MES（用於 FMS

線）組成，提出滿足功能需求的雙層 MES 構造。Wang et al.(2012)結合無線射頻識別技

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自動蒐集數據，並與 MES 相結合，使車間資

訊可以即時地蒐集。Menendez & Tanner(2008)為生產管理整合 MES 和 PCS 技術成為製

造控制系統，提供程序自動化單一解決方案。 

參、個案公司現況分析 

一、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公司早期是以代工生產家用縫紉機、家用吸塵器及相關零件的新興工業，成立

初期只是個家族企業，憑藉著研發電腦式縫紉機及技術，現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縫紉機

ODM 廠商，產品的銷售主要以歐美地區為主，近年來轉往高階機種發展，以強化核心

技術跟競爭力為目標，創新營運模式持續精進發展。 

二、個案公司的生產製造流程 

由零件加工組完成組件部分交由生產線下線，生產線從第一站縫紉機頭部組裝到車

體組裝（4 站）、調整校正、外觀組裝、試縫檢驗、總修理、客戶代驗、成品包裝，共

11 站。其中生產線運用到 MES 系統的站別共有 7 站，除了頭部組裝站及外觀組裝站沒

有使用到系統外，其餘站別均有經 MES 系統作業程序。每站均有一個系統代號，為作

業時點選方便，每個站別流程又有分進站跟出站，在檢驗站時，系統有個時間限制，執

行完進出站程序要按確認時，要等 30 秒，防止檢驗人員疏忽漏檢，確保再三檢查，才

能通過到下一站。 

三、個案公司導入系統前 

個案公司台灣廠現階段每天須得生產近 300 台機台，分散在 3 條生產線上，在生產

過程中，管理者往往無法即時掌握每站的最新狀況，為了解每站狀況，所花費的時間相

對長，也有造成誤判的可能性，導致後續問題產生。 

導入 MES 前現場問題點大致可歸類為兩個區塊：生產管理、品質控管。在生產管

理上，無法取得即時資訊（產量、生產問題點）、蒐集資料時間過長、人員整理大筆資

料易混亂（數據易出錯）、需運用到較多的文書工具彙整。在品質控管上，品質控管的

數據蒐集與統計、生產線上的檢驗站為紙本記錄問題點，單據過多易造成如要追查紀錄

找尋不便。 

公司在導入系統前除了做詳細的分析評估外，也需要規劃前期工作，讓導入過程更

加順利，降低導入後問題點產生，更快達到預期效果，帶來效益。其首要的工作為教育

訓練，由 MES 廠商對公司資管單位進行解說，再由資管單位對生產單位幹部及現場人

員進行教育訓練。生產單位必須配合公司系統導入日期來完成預定的排產計畫，現場必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4 

須在導入系統前完成哪些工單。此外，導入系統將使生產線多一項程序，須由 IE 人員

測工時，將其工時納入生產線，重新計算效率。 

個案公司導入 MES 系統至今 2 年，運用範圍為整個營運管理處（包含廠務、生計），

操作執行為廠務端（包含現場及檢驗單位），仰賴程度高，各單位皆利用系統的即時性

與便利性，改善公司以往的不便作業及費時的蒐集程序，讓後續問題得以分析解決，以

達到績效性指標，如現場操作執行為刷入條碼資訊建立資料庫、進料檢驗數據為下回抽

檢參考指標、成品檢驗靠著資料庫統計問題點將其數據化於開會時提出，供現場幹部檢

討問題點，擬定改善對策、當產品發生異常時，由生產技術單位靠系統工令批次縮小尋

找異常範圍，協助處理有異常的機器、生管靠系統工單投產作業了解生產進度及產出入

貨單據。 

現場系統運作狀況大致正常，統操作常見問題點大多都來至內部異常，如操作人員

漏刷、未確實完成程序影響下一站人員操作，最麻煩為遺失 QR code 貼紙，每張貼紙都

對應一台機器，如遺失了，就必須等該工單所有下線台數結束時，才能依照系統找剩餘

的編碼對應。部分時候會發生外部問題，如系統維修中、無法連線、條碼槍刷條碼發生

斷碼等問題。 

肆、導入成效說明 

一、MES 系統導入成效說明 

個案公司目前使用 UNIWORKS 版本 MES 系統，導入系統最主要目的在於讓整個

營運管理上更加流暢、便利，好提升整體的執行力。同時並與廠商保持密切聯繫，好方

便處理系統問題點與協助改善系統優化。 

公司現場導入 MES 系統後，得到下列成效： 

1. 導入 MES 系統後可串聯生產流程，透過刷產品資訊代碼 QR code 這道程序，使生

產線重第一站到最後一站、到品管檢驗、到出貨流程都依序被記錄下來。 

2. 利用電子看板即時回饋訊息，提昇目視化管理，方便了解即時資訊。 

3. 透過系統查詢相關生產／品管報表，省去以往紙本／單據紀錄。 

4. 透過報表數據統計，利於採用的數據分析進行討論，執行 PDCA 改善提昇作業品質。 

5. MES 系統可快速查詢不良原因及資料比較，在透過跨部門組織運作進行持續改善

PDCA。 

6. 特殊零組件導入 MES 系統，縫紉機主要會有特定的管制的零件，如 DC 馬達、電

控基板。從廠商進料時，進料檢驗的數據就被記載到 MES 系統，透過標籤示管理

作業以利追蹤管理，達到控管品質的效果。 

7. MES 結合 QIT 提昇生產效率，MES 一次合格率搭配 QIT 改善，來提昇生產效率及

降低異常，預估可節省金額為每年 122,633 元，如表 1 所示。 

8. 2016 年 07 月導入 MES 系統後，持續針對異常項目進行改善及優化，也反應到合

格率提昇至 73.87%及缺失數減少 1801 個（2016Q3 與 2017Q1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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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MES 搭配 QIT 改善成效 

工作項目 改善件數 改善金額 工作內容 

系統優化 7 18953 產線 MES 系統進行優化來提昇操作 MES 系

統作業效率 

治具優化 13 63315 產線治具進行優化來提升生產效率及管制

問題點 

流程改善 6 11371 簡化及重新規劃工作內容來提升生產效率 

OPL 單點教育 8 0 透過 OPL 方式來調整作業人員手法 

零件改善 40 28994 生產線零件生產異常點進行追蹤改善 

合計 74 122633  

 
MES 系統導入現況及建議改善項目大致可為下列幾點，如表 2 所示： 

表 2：MES 系統導入現況及建議改善項目 

單位 現況 建議改善 

現場 生產異常及規格異常未立即

通知作業人員 
加入 QC1 規格異常項目跳出警示視窗至調整

站立即確認。 

現場 每日生產日報表由組長自行

輸入資料 
用 MES 自動下載後，組長回覆異常原因及缺

勤資料。 
現場 現場電子看板無顯示（花樣不

良等）維修人員調整處 
可於看板顯示本批（花樣不良等）調整處，請

參考表 3，以便讓組長及調整人員督促組裝人

員確認手法。 
現場 工單切換時，車殼、發料由組

長通知 
可由系統自動發出在製工單剩餘台數至該負

責單位已變下批工單先行準備。 
倉管 倉管備料至工作站，使用狀況

無法即時了解 
依照工作站物料耗用紀錄，可立即做扣帳處

理，改善線邊倉管理（存量、領用、歸還）。 
品管 生產異常及規格異常未立即

通知作業人員 
加入 QC1 規格異常項目跳出警示視窗至調整

站立即確認。 

 
1. 若生產線調整站人員作業時發現上一站組裝人員作業異常，則前 4 站站別電腦分別

跳出異常視窗，警示作業人員。 

2. 針對倉管發料程序，物件數量做確認及庫存發料消耗從系統上做提醒、並針對有版

本問題的主機板做版本提醒，讓作業者確認版本是否正確。 

3. MES 系統導入 QC 管理，針對零件發生之異常不良原因紀錄並且提醒 IQC 人員。 

4. 通過系統導入的預警功能，可以透過電子郵件、警報燈等方式，讓相關人員及時發

現問題，在問題擴大之前就將問題消滅，減少由此造成的損失。 

5. MES 尚未完全導入採購和倉管系統，目前採購使用 ERP 系統而倉管使用 TIPTOP

系統，無法落實整個串連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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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抱怨單現況尚未在 MES 系統顯示，如能帶出過往客訴案例，就能小心警惕或

做加嚴管制，降低重複發生率。 

7. 現況在設備管理上無法從在 MES 系統中查詢到保養、設定、叫修、配件管理等。 

表 3：常見問題點原因 

不良

項目 
花樣開密 空轉雜音 BH 不圓 

不 
良 
原 
因 

1.微動傳送調整腕螺絲 1.送布壓腳組間隙大異音 1.拉桿歪 

2.水平軸、錐形銷鬆動 2.上軸鬆動異音 2.光電位置偏 

3.滑塊緊配度 3.下軸鬆動異音 3.BH 鈕未裝定位 

4.傳送調節器軸作動 4.水平傳送凸輪間隙異音 4.限制台間隙太小 

5.水平傳送凸輪位置 5.大釜組鬆動音 5.無不良 

6.水平轉換連桿組作動 6.內釜組跳動音  

7.下軸鬆動 7.水平傳送凸輪音  

8.水平轉換銷配緊 8.穿線器調整版干涉異音  

9.傳送調整腕銷與下步進馬達作動 9.上下軸套音  

10.無不良 10.水平軸鬆動異音  

 11.無不良  

二、優化系統暨未來導向說明 

（一）執行 MES 系統優化改善 

公司導入 MES 系統至今 2 年，在人員的操作上，基本沒什麼問題，不過在於一些

操作介面上，依然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尤其是在一些資料整合與擷取的畫面，能持續優

化，以達到更便利、更為齊全、符合公司各單位的需求。主要優化部分為以下幾點： 

1. 生產線站別系統介面：增加點選項目、優化功能使其方便操作、縮短操作時間，如

表 4 所示。 

2. 改善生產線因導入系統而影響效率：持續優化 MES 提昇作業效率，如表 5 所示。 

3. 預計改善項目：介面增加功能及縮短操作時間，如表 6 所示。 

表 4：站別系統介面改善前後 

站別 改善前 改善後 

維修站 維修人員需分類挑選不良原因 將常用不良原因放在常用選項可

減少人員挑選時間。 
試縫檢驗站 需在不同視窗複製輸入代碼、輸入

時間過長、不良名稱須人員手動輸

入、無法管制進出站 

輸入完代碼自動帶入產出，減少作

業輸入時間、列表點選不良現象、

30 秒管制進出站。 
解析工作站 作業人員須手動輸入相關資料，增

加輸入時間 
自動帶入相關資料、有列表可選不

良原因代碼。 
新增公佈欄 當廠驗有缺失時，作業人員會無法

知道 
當有廠驗缺失會立即顯示公佈欄

通知，可提醒作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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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優化 MES 提昇作業效率方案 

站別 原工時 改善方案 
預計降低

(%) 
預計降低

(秒) 
實際降低

(秒) 

第一站 5.28 
1.總修理站問題點減量 
2.試縫修理解析優化 

5% 3.0 3.0 

第三站 5.2 轉速輸入／問題顯示優化 8% 4.7 4.7 

第五站 9.6 條碼槍改善案／取放 8% 4.7 4.7 

QC1 7.8 條碼槍改善案 3% 1.8 0.0 

QC2 7.8 熟練度 1% 0.6 0.5 

表 6：系統預計優化改善項目 

預計 
改善項目 

現況 未來期望（建議改善） 

不良現象回饋

至前面工作站

介面優化 

作業人員開二個視窗觀看資

訊，造成多餘動作導致作業時間

浪費。 

整合一個介面方便作業人員觀看。 

搭配 MES 系統

導入轉速計優

化 

作業人員手動輸入資料 轉速計導入 MES 減少人員輸入時

間。 

設備點檢導入

MES 
作業人員手寫輸入資料 1.增加無紙化作業，如點檢卡。 

2.人員確實點檢。 
生產履歷優化 在製品履歷查詢中，可在生產履

歷中可看到生產基本資料、材料

及檢驗批，尚有重要的迴檢查表

未列入。 

將巡迴檢查表納入生產履歷，加強

落實檢驗，並增加生產履歷可追溯

性。 

RFID 系統導入

MES 
人員持條碼槍掃條碼 使用 RFID 功能，可替代掃條碼機，

減少作業人員動作。 
不良現象導入

條碼顯示 
人員於系統畫面點選問題點 建立不良現象條碼表。當有不良產

生時，維修人員將使用條碼機將不

良現象掃入，減少作業人員點選螢

幕動作。 

 
（二）在 MES 系統方面未來導向發展 

在 MES 系統發展方面，主要會與辦公室系統做連結，改善公司內部跑多種表單的

流程，整合表單資料，形成易檢視的重點資訊表單，並將 MES 系統與 QR code 導入倉

管、進料檢驗等單位，串連整個廠務端，並非只侷限在生產製造、品質管理及出貨流程。 

未來期望將條碼系統更加發揮，導入至採購、物料、進料，以利供後續追蹤零組件

進出貨、供料時間及使用批號，並結合倉庫管理系統(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WMS)、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生產排程系統(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APS)、統計製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PC）發展，為公司帶來長

遠的效益。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8 

三、個案公司導入 MES 系統總結 

透過本研究案例的介紹，了解到個案公司的製造流程及生產模式，在生產時所遭遇

到的不便與瓶頸，藉由導入 MES 系統後得到改善，如表 7 與表 8 所示。並說明現場導

入前的事先工作、導入後的教育訓練、導入後的異常問題點及缺失分析檢討、系統優化

暨未來導向。以整體來看，導入 MES 系統的確改善許多生產端的問題，包括資訊 取得、

產能、品質。雖然與個案公司當初導入系統期許所能達到的成果不盡其然，公司也將

MES 系統列為長久改善的專案，期望透過不斷改善，未來 MES 系統能發揮更大的效益。 

表 7：公司現場導入系統成效 

改善項目 導入前作法 
導入原因／ 
原先缺點 

導入後成效說明 相關單位 

生產流程問

題點紙本記

錄 

生產線／品管人

員將各站問題點

紙本紀錄回報給

幹部 

生產線站別人員

需紀錄問題點，

組長負責蒐集整

合，浪費過多時

間，影響生產效

率 

透過刷產品資訊代碼 QR 
code，使生產線從第一站

開始、品管檢驗、到出貨

流程，都依序被記錄，透

過系統紀錄相關生產／品

管報表，省去以往紙本／

單據紀錄 

製造 

取得即時資

訊 
現場幹部蒐集各

站問題點資料進

行整合資訊 

無法有效地取得

即時資訊，導致

問題點無法當下

解決，異常無法

當下排除 

利用電子看板即時回饋訊

息，提昇目視化管理，方

便了解即時資訊 

製造／品管 

數據分析工

具 
Excel、Word 等

工具記錄問題點

數據，於開會時

提出 

文件工具都是後

製，需要有當下

取得的資訊 

透過報表數據統計，以利

於開會時採用數據分析進

行討論，執行改善提昇作

業品質 

製造／品管 

協調會議流

程/資源 
公司進行跨部門

會議，需有各單

位數據資料或負

責專人進行協調 

人力資源的調度

運用及縮短各單

位蒐集資料程序 

MES 系統可快速查詢不

良原因及資料比較，在透

過跨部門組織運作進行持

續改善 

營管／廠務

端 

特殊零件品

質管控 
特殊零件比照其

他零件進行檢驗

流程 

縫紉機主要會有

特定的管制的零

件，如 DC 馬達、

電控基板 

特殊零組件導入 MES 系

統，從廠商進料時，進料

檢驗的數據就被記載到

MES 系統，透過標籤示管

理作業以利追蹤管理，達

到控管品質的效果 

進料檢驗 

一次合格率 QIT 直接與現場

進行檢討改善 
QIT 人員沒有改

善的數據紀錄作

後續檢討 

MES 結合 QIT 提昇生產

效率，MES 一次合格率搭

配 QIT 改善，來提昇生產

效率及降低異常 

製造 

異常項目／

合格率 
開會檢討異常項

目，針對合格率

擬定方針 

無法即時得知生

產線各站異常，

在問題點發生的

當下排除 

導入 MES 系統後，持續針

對異常項目進行改善及優

化，也反應到合格率提昇

至 73.87%及缺失數減少

1801 個 

製造／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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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MES 系統導入現況及建議改善 

系統建議 
改善項目 

改善前 建議改善原因 改善後 執行單位 

異常視窗提

醒 
無法立即得知異

常訊息。發現異

常，為避免延誤

生產而繼續生

產，異常事後處

理 

生產時，該站別

作業異常無法立

即得知，等到發

現異常時，已流

到生產線後端，

重工工序越多 

若生產線調整站人員作業

時發現上一站組裝人員作

業異常，則前 4 站站別電

腦分別跳出異常視窗，警

示作業人員 

製造 

MES 結合 ERP

行庫存數量

盤點、發料扣

帳、通知版本

更新等事項

作業 

僅利用 ERP，及

盤點卡進行發料

扣帳，無提醒版

本更新作業 

倉庫常發生料帳

不符。 
現場常發生料件

短少等情況。 
常有版本更新卻

無通知，進而發

生備錯料件。 

針對倉管發料程序，物件

數量做確認及庫存發料消

耗從系統上做提醒、並針

對有版本問題的主機板做

版本提醒讓作業者確認版

本是否正確 

製造／倉儲 

MES 系統 QC

管理項目導

入常見問題

點類別，並設

置提醒 

品質管理項目，

沒列舉常發生異

常類別，且不會

提醒 

零件常見問題

點，需品管人員

手動輸入，相對

較費時。無提醒

功能，較不會特

別注意異常 

MES 系統 QC 管理項目導

入常見問題點類別，針對

零件發生之異常不良原因

紀錄並且提醒 IQC 人員 

品管 

生產資訊傳

遞即時性 
生產問題點由產

線組長經由系統

統計的數據加以

整合，在寄出

mail 於相關單位 

生產時發生的異

常，無法及時通

知相關單位處理 

通過系統導入的預警功

能，我們可以透過 Mail、

短信、警報燈等方式可以

讓相關人員及時發現問

題，  在問題擴大之前就將

問題消滅，減少由此造成

的損失 

製造／品管

／生管 

系統導入顯

示客訴問題

點 

產品出貨到客戶

手中，接受到的

客訴訊息，由公

司客服單位與現

場幹部進行會

議，再由幹部宣

導作業人員 

為避免客訴的問

題點，再次發

生，及讓作業人

員即時了解客訴

問題點 

客戶抱怨單(RMA)現況尚

未在 MES 系統顯示，如能

帶出過往客訴案例就能小

心謹惕或做加嚴管制降低

重複發生率 

製造 

設備管理功

能導入 
以往設備事項，

由助理以文書紀

錄，內容及年份

不考 

現況在設備管理

上，無完善資

訊，需與廠商聯

繫 

可在MES系統中查詢到保

養、設定、叫修、配件管

理等資訊 

製造 

伍、結論 

本研究主要探討藉由導入製造執行系統改善取得生產線資訊的速度及便利性，控管

每站的問題點並利用系統模組，達到監控及整合。並以個案公司為例說明導入成效及導

入系統操作上面臨的問題點該如何改善，未來將如何運用系統使內部更加便利，透過不

斷優化系統，以達到公司期許系統所帶來的效益。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10 

從大量蒐集公司內部導入系統後的數據資料，對比導入前後影響，以圖表分析說明

導入前後差異，最明顯改善為 MES 系統取代以往用 EXCEL、WORD 等 OFFICE 工具紀

錄彙整資料，改善了無法即時取得資訊、數據紀錄不準確、蒐集紀錄太費時等問題。研

究過程中，深入了解到 MES 系統在整個產業界所帶來的貢獻，及未來的趨勢導向。MES

系統雖然在我國使用率上較其他系統不高，也仍存在著許多可以改善的問題點，卻在製

造業的系統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今後工業越來越發達的趨勢，MES 儼然已經成

為未來企業不可或缺的系統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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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most of Taiwan’s OEM compani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oduct is the main 

two point fo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is used to aid 

enterprise for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duct quality. In this research, the 

benefit of MES implementation is surveyed on how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quality.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an achieve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from the workstation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whole synergy is moved up for the case company after the MES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MES, ERP, Sewing machine 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