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及製程變更通知 

Product / Process Change Notification 
=================================================================== ====================== 

338 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 51號 

http://www.yeashin.com; 

電話: 03-3245885  

傳真: 03-3245995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a Shin Technology Co.,Ltd 

PCN編號：WSD-10704002                              發行日期：Apr. 25, 2018 

 

主旨: TBS 封裝，每卷數量變更通知 

 

尊貴的客戶,  

 

 首先，為貴公司送上我們滿心的祝福。承蒙貴公司平時對亞昕產品的厚愛

及指教，在此深表謝意。 
 

 亞昕長久以來，秉持著『追求卓越的品質』、『滿足客戶的需求』的品質政

策。對於亞昕所有提供給所有客戶的產品及銷售服務、也堅持品質第一、快速

服務、客戶優先的精神。 

 

 隨函附上亞昕產品/製程變更通知(PCN)、請關注下列重要訊息： 

  請針對這份產品/製程變更通知(PCN)回應，於承認表中表明您的決定、簽

名，並於西元 2018 年 05月 25日前回覆給您的銷售夥伴。 

 

  亞昕依據 聯合電子設備工程委員會 JEDC標準“JESD46-C”其中規定：客     

    戶應於接到產品/製程變更通知(PCN) 30天內，進行確認及回覆。若未能  

    於 30天內進行任何的回應，將視同接受此項變更。 

 

非常感激您的關注和回應。如您對此份產品/製程變更通知(PCN)有任何疑

問或支援上的需求，請隨時聯繫您當地亞昕業務代表、品質單位或進入亞昕網

站 http://www.yeashin.com 查詢。 

 

敬 祈!  
 

 

 

 

 

 
 

                                             

http://www.yeashin.com/


    

 

 

                           產品及製程變更通知 

Product / Process Change Notification 
=================================================================== ====================== 

338 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 51號 

http://www.yeashin.com; 

電話: 03-3245885  

傳真: 03-3245995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a Shin Technology Co.,Ltd 

PCN編號(PCN No.)：WSD-10704002 發行日期(Issue Date)：Apr.25,2018 

主題 (Subject)： 

TBS封裝，每卷數量變更通知。 

首次出貨日期(Proposed First shipping Date)： 2018/05 

樣品有效日期(Samples Availability Date)： 2018/05 

變更生效日期(Complete Date): 2018/05 

變更類型(Change Category)： 

□ 材料 Material    □ 外觀 Form     □ 製程 Processing/Fit          □ 規格書 Datasheet   

□ 設計 Design     □ 測試 Testing    □ 製造地點 Manufacturing Site 

□ 品質/可靠性 Quality/Reliability     ■ 包裝/運送/標籤 Packing/Shipping/Labeling      

□ 其他 Other                                                        

變更敘述(Description of change)： 

TBS封裝，每卷數量變更通知。 

 

變更理由(Reason for Change)：  

1、 因應市場及優化成本考量，原先由每卷 3K/Reel、48K/箱；變更成 5K/Reel、80K/箱。 

 

產品辨識(Product Identification)：  

 

 材料種類 規格 每卷數量 每盒數量 每箱總數量 外箱種類 

變更前 TBS 13寸 3000(+1/-0)PCS 2卷/盒 8盒/48000PCS NO.B8/NO.B88 

變更後 TBS 13寸 5000(+1/-0)PCS 2卷/盒 8盒/80000PCS NO.B8/NO.B88 

 

 

預期影響(Anticipated impact)： 

N/A。 

 

 

影響的產品(Affected Product)： 

    ABS2 THRU ABS10 (ABS2、ABS4、ABS6、ABS8、ABS10)。 

    TB12S THRU TB110S (TB12S、TB14S、TB16S、TB18S、TB110S)。 

    TB22S THRU TB220S (TB22S、TB24S、TB26S、TB28S、TB210S、TB220S)。 

 

品質驗證(Verification /Qualification)： 

    N/A 

 

 

 

 

 

 

 

 

http://www.yeash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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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桃園市蘆竹區內溪路 51號 

http://www.yeashin.com; 

電話: 03-3245885  

傳真: 03-3245995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a Shin Technology Co.,Ltd 

客戶認可表(Customer Approval Form) 

PCN編號 (PCN No.)： WSD-10704002 

請列出產品變更對貴公司應用的影響(Please list affected products for your applications)： 

 

 

 

請確認下列適當的方格打勾(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 我們同意這提議的變更及計畫表(We agree with this proposed change and the schedule). 

 

□ 我們不同意這提議的變更及計畫表(We disagree with this proposed change and the schedule). 

不同意理由( Reason)： 

 

 

□ 我們需要更多的產品變更的資訊(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change)： 

 

 

□ 我們需要樣品 (We need samples)： 

 

 

 

客戶：                      
PCN編號 (PCN No.)：  

請列出產品變更對貴公司應用的影響(Please list affected products for your applications)： 

 

 

請確認下列適當的方格打勾(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below: 

□ 我們同意這提議的變更及計畫表(We agree with this proposed change and the schedule). 

 

□ 我們不同意這提議的變更及計畫表(We disagree with this proposed change and the schedule). 

不同意理由( Reason)： 

 

 

□ 我們需要更多的產品變更的資訊(We nee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change)： 

 

 

□ 我們需要樣品 (We need samples)： 

 

 

 

http://www.yeashi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