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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為探討模組化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契合性，並

尋找模組化與企業競爭優勢之關係。為了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章將

文獻做一番探討，第一節分別就『企業競爭優勢與價值鏈分析』 『產

品生命週期理論』『同步工程』『供應鏈管理』等影響之模組化相關

之理論及文獻做探討及回顧；第二、三節分別就『模組化理論之發

展』『標準化、模組化、彈性化與大量客製化之關係』加以探討，藉

以瞭解過去學者在與模組化理論所做的相關研究與貢獻，加以彙整

並以「個案研究」實證探討模組化實務應用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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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影響模組化發展之相關理論 

企業競爭優勢與價值鏈分析 

Porter 在 1985 年所出版的「競爭優勢」一書中，對於競爭優

勢的創造與維持，做了一番精闢的闡述。全書以價值鏈（Value 

Chain）作為分析的基礎，認為企業的運作是由一連串的價值活動所

組成，每一活動對企業營運都有附加價值（Value-Added）的貢獻。

企業想要在競爭環境中達成企業目標，就必須使得各價值活動的附

加價值總和達到最大，或是達到最適化的結合。本節擬針對價值鏈

（如圖2-1）做一審視，作為爾後研究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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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ichael E. Porter, , “Competitive Advantage :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p37 

圖2-1  產業價值鏈 



10 

一個企業的價值鏈是由兩大類的活動所組成—基本活動（或核

心流程）與支援性活動（或週邊流程）。基本活動的範圍，就是與產

品的實體創造、銷售、傳遞與維修相關的活動，總共分為資源投入

的後勤作業、生產作業、產出的後勤作業、行銷與銷售，以及服務

等五項活動，但依照公司性質的不同而有可能較少。支援性活動中，

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與採購作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幫助特

定的主要活動以及其他支援性活動，以維持企業功能正常運行的輔

助性活動。而公司基礎結構則是站在公司整體的角度，對於其他主

要及支援性活動，提供適當的協助。價值鏈的每一項價值活動，都

是企業附加價值創造的來源。所謂附加價值就是顧客對於企業活動

所願意付出的價格，超過活動成本的價值。唯有企業相對於競爭者

在價值活動中，能以較低成本或是具有差異化的方式運作，才能為

顧客創造更大的價值，進而增加企業本身的競爭能力。所以，找尋

附加價值的可能來源，就必須將企業的活動予以細部化並加以模組

化，進而一一審視降低成本或差異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於各

價值活動兼具有緊密的關聯性，所以，追求整體價值活動附加價值

總和最適化的目標，要比追求活動最佳化的目標，來的更具體且更

有意義。（沈維平，83年） 

  所以，企業在創造競爭優勢以增加營運績效之前，應先將所有

價值活動予以切割，進而檢視各個活動的成本行為並整合加以「模

組化」管理，以及找出現有與潛在能夠造成差異化的來源。當然，

此舉亦包含企業與供應商、下游顧客，或是企業集團其他單位的連

結活動在內。價值活動模組化並整合，讓我們聯想到模組化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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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用，過去甚少有學者寫到模組化與企業競爭之相關論文，但是

確有不少專家提到模組化所創造出差異化、或低成本相關的成功事

蹟，在製造業的設計上運用模組，應能大幅的提昇創新，就像在電

腦業一般；IBM於1964年推出的第一台模組電腦系統360（System/ 

360）便是模組運用的極佳典範。模組不僅加快創新的腳步，增高競

爭的緊張情勢，也改變了企業間關係。昇陽公司的創辦人則持不同

的角度，他們強調低成本，以及如何迅速將產品推上市。他們藉助

於一項較不複雜且無專利的架構，而架構的組成則來自不同廠商所

製造的軟硬體模組，包括市面上常見的UNIX作業系統，在很多製造

業公司中，模組已很常見。但有些公司正開始將此做法延伸至產品

與服務上。如西南航空及 IKEA 家俱都調整內部的價值活動並模組

化，選擇執行與對手截然不同的活動，提昇對顧客的服務使得顧客

得到更多價值。 

西南航空將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提供低成本而方便的固定航

線飛行服務。他的飛機自登機門、重新起飛的時間只要十五分鐘，

所以他的飛機總數不多，卻能比對手飛更多時數，更頻繁的班次。

他並不提供餐點、指定座位，或者頭等服務。而乘客不必透過旅行

社，直接在登機口向自動售票機構票，也使得西南航空少掉了佣金

的支出。標準化的波音七三七客機機隊，進一步提高了維修效率。

西南航空藉著一套精心設計的活動，找到了獨特而有價值的策略定

位。 

瑞典傢俱零售商IKEA也有明確的策略定位；他鎖定想要格調又

要低成本的年輕傢俱買主。在他的賣場裡，沒有售貨員尾隨每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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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到處走，而是以清楚的室內陳列，讓顧客自助。他根據自己的定

位，自行設計低成本、模組化、現成可以組合的傢俱。在大一點的

賣場裡，產品以房間實景的方式陳列，顧客不再需要另請設計師來

想像傢俱要怎麼擺設。展示間的一旁就是一盒盒組件的倉儲區，讓

顧客自行提貨、自行載運。（林陽助，民92年） 

企業應該審慎進行價值鏈分析，找出競爭優勢的來源之後，

Porter 提出三個一般化的競爭策略，『全面成本領導、差異化與集

中化策略』，作為廠商擬定企業策略的參考依據。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管理學者對於產業生命週期演進階段的認定，存在許多的爭

議。但在產業各階段特質的探討上，也提出了相當豐富的研究結果。 

一個新產品在經過正式商業化之後，如果可以得到消費者的喜

愛，就會慢慢為消費者接受。圖 2-2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是指一個產品為消費者接受以後，會經過一連串的階段，也就是上

市期（introduction）、成長期（growth）、成熟期（maturity）、和衰退

期（decline）的現象。產品生命週期，也可以說是一個產品從誕生

到死亡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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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新開發出來的產品，由企業上市到市場時，就展開了產

品生命週期的上市期，也就是延續了新產品開發的最後步驟。在上

市期，一個產品的銷售量很低，廠商很可能沒有利潤，因為先前的

研究發展投資很大，一時之間，無法回收。另一方面，廠商有時必

須教育消費者，在廣告方面投入大筆金錢，通路開發也需大量投資。

對第一個進入市場的公司而言，此時可能沒有直接的競爭者，但是

競爭者可能很快進入市場。理想上而言，一個新產品停留在上市期

的時間很短，但事實上有些產品可能從來無法離開此一階段。 

產品生命週期的第二階段是成長期，在這個階段，產品的營業

額和利潤快速的上升。同時也因為獲利的潛能存在，吸引了許多競

爭者進入市場，因此各種不同款式、外型的產品也分出籠，企圖佔

有一席之地並瓜分利潤。基本上來講，競爭者的家數和進入市場的

速度，可以決定成長期的長度。如果競爭廠商進入市場的速度很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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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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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市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產品營業額 

產品利潤 

時間 

圖2-2   產品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洪順慶（民89），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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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競爭很激烈時，成長期就很快結束。 

當產品的營業額還在繼續增加，但增加率卻在減少時，產品的

生命週期就進入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成熟期。因為產品不能一直吸

收新的使用者，市場逐漸接近飽和，就進入成熟期。一般而言，此

一階段是產品生命週期中最長的一個階段，大多數的家電產品，例

如電視、冰箱、洗衣機以及汽車等都是在成熟階段。成熟階段的產

品，不只是銷售的成長緩慢，業者的利潤也會比成長期減少，同時

因為產業內的廠商個數增加了，所以競爭更加激烈。激烈的競爭更

進一步導致商品的價格和利潤下滑，經營不善的公司也會逐漸退出

市場，而留在產業內的公司則會擴大促銷活動，爭取消費者的喜愛。

產品如果持續衰退，導致長期的營業額下降，則表示可能進入產品

生命週期的第四階段，也就是衰退期。（洪順慶，民89年） 

產業生命週期最常見的分類方式，類似於本節曾探討過的產品

生命週期的分類方法，將產業分為上市期（初生期）、成長期、成熟

期，與衰退期等等四各階段。產業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會有不

同的關鍵特質。以下簡述各階段的特質，如表 2-1並整理表如下。 

 

（一） 上市期（初生期） 

初生期產業是新形成或再形成的產業，基於技術的創

新、成本關係的改變、新的市場需求，或是其他經濟或

社會環境的改變等因素，為產業創造了新的契機。 

在產業初生階段，環境充滿了許多危險與機會。由於產

業基礎設施與制度尚未健全，原料的供應與通路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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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困難。此時，廠商數目不多，人人以爭取產業領導

廠商自許，所以，產品的發展在於追求功能的最佳化，

企圖建立產業標準，亦導致產品高度的差異性。因為技

術的不確定性高，產品品質亦不穩定，購買者較少，在

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較差，所以，廠商的經營風險也較

高。 

（二） 成長期 

產業進入成長期階段之後，由於消費者需求逐漸明確，

產品開始有主要的設計。由於科技的不確定性慢慢降

低，廠商開始注重製程技術的開發，以大量生產並降低

成本。此時，廠商產品創新活動的速度也開始減慢，生

產線也會發生產能不足的現象。由於產業的經營風險減

少，獲利能力也增加。所以，產業有許多新的競爭者進

入，而上游原料供應的配合與下游通路的取得亦較容易。 

（三） 成熟期 

成熟期產業的成長速度較為緩慢，產品標準化程度增

加，廠商數目亦趨於穩定。廠商藉由產品的修正與製程

的改良，以增加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此時，市場需求增

加有限，廠商繼續在製程技術上的改良，將會產生部分

的產能過剩現象。所以，部分廠商會尋求多角化的機會，

以提高市場地位，或分散產業的週期性風險。 

（四） 衰退期 

當產業進入衰退期階段，市場需求下降，產品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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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此時，部分競爭者會退出市場，產業也普遍存

在著產能過剩的現象。 
 

 

表2-1   產業生命週期特質表 
                  

 初生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競爭程度 少數廠商 

競爭者增加，

合併與受傷

的廠商很多

價格競爭，廠

商數目穩定 

退出者日增，

競爭者減少

技   術 

技術風險高

生產技術變

動 

創新速度 

減換   

購買者 

初次購買 

產品知識不

足 

購買者會接

受不同的產

品 

重複購買，價

格敏感度高 

購買者對產

品非常精通

廠商規模 小 
漸大 

  

企業年齡 輕 
漸大 

  

學習效果 很明顯 
漸不明顯 

  

風險程度 風險及高  週期性風險  

時間壓力 大    

生   產 生產流程短
大量生產 

產能不足 

部分產能過

剩 
產能過剩 

產品特質 
顧客化導向

品質差 

已有主要設

計 

產品有差異

性 

產品部分修

正 

，標準化產品 

產品幾乎沒

有差異性 

原料取得 困難 漸漸容易 容易 困難 

通    路 取得困難 
大量配銷通

路 

大量配銷通

路 
專業化通路

創新因素 市場需求 科技推動 
降低製造成

本 

降低製造成

本 

競爭策略 功能極佳化 產品差異化 成本極小化 成本極小化

 
 資料來源：洪一權（民82），產業生命週期與合作策略關聯之研究，82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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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有許多專家學者在文獻探討上，都有提到產品生命週期

與公司競爭優勢之間有強烈相關；如上市時間、利潤、產品開發時

間等等都與企業息息相關。如圖2-3所示，產品的原本上市時間（T0）

提前到（T1），導致企業的利潤相對的增加。由此可知，產品上市時

間與利潤有強烈相關，然而影響產品上市時間的重要因素就是產品

開發時間長短，而產品開發時間的長短與模組化管理亦有密切相

關。雖然，文獻探討上很少直接提到模組化管理與產品生命週期之

相關研究。但是，研究者相信模組化的管理會影響企業之產品生命

週期，模組化管理能幫助產品開發時間縮短，可以促使上市時間提

前，本研究之後面章節將會深入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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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利潤
（原本上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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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提前上市產品多出來的利潤
T0     = 原本上市時間點 

T1     = 提前上市時間點 

產品利潤 
（提前上市時間） 

（資料來源：依 洪順慶（民89），行銷管理，本研究修改） 

圖2-3   產品利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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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工程 

同步工程名稱的來源,首見於1988年7月，美國DAPRA〔Defence 

Advanced Reseach Project Agency〕之計畫DICE〔DAPRA‘s 

Initiateive in Concurrent Engineering〕，同步工程簡稱CE；而

造成此計畫之動机，為美國在80年代中，設計者[白領]與製造者[藍

領]在溝通及認知上存在的差距而造成相當多的工業意外，為使設計

者與製造者能互相了解，因而產生了Design For Manufacturing、

Design For Assembly、Design For Constructing等方法論，而成

為同步工程的基礎。 

傳統工程法的產品開發流程為序列式，在組織結構上分為市場

調查、設計、製造、品管、行銷、維修等功能單位，屬於階段性的

設計，著重功能需求的滿足，但往往忽略了與下游階段如製程、使

用、維修等的配合。各功能單位的專業化阻隔了部門間的溝通，資

訊流程由上而下，設計階段對產品生命週期相關流程的認識不足，

各個部門獨立運作，以各自的專業知識作判斷，缺乏全盤性的規劃。

設計至各階段時，才進行設計資訊的接收與評估，若發現產品有問

題，再交回設計部門進行設計變更，因此下游的修改需求往往造成

上游設計大幅地變更，遇到問題時相互推諉責任。而反覆的設計變

更造成時程的延誤，直接增加了研發的成本。 

同步工程則採群體合作設計(Team Design)，結合消費者、設計、

製造、品管、維修工程師、企管、衛星廠商與資源回收業者，組成

設計評估小組，使設計工程師在研發初期對生命週期中所有重要的

因素，如品質、成本、生產流程及使用需求等做一完整的規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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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提高品質、降低成本、縮短研發時程、提高顧客滿意度。

同步工程的設計方法主張設計初期便對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研

發，因此設計出的產品較能符合各階段工程的要求，減少了後期設

計變更的次數，可因此縮短研發時程。 

『同步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使用於新產品發展過

程中，因可整合各部門之知識及作業資料，作適切的資訊分配及作

業控制，因而在歐美及本國企業均有成功引入的例子，且被證明確

實可使開發週期縮短、品質提升而致成本降低。模具製造為極度依

賴技術及經驗的行業，且其生產為訂單方式，因此，生產管制極為

困難，而由於模具的多變，其設計之良劣，影響其生產製造之難易

甚大。因此，在整個模具自訂單開始，至交貨試模甚至進入量產為

止，均需投注相當之心力，以維護其品質；引入同步工程至其管理

系統中，以使技術可以整合，資訊能夠共享，應能促使其模具的開

發作業提早完成，日後的維護保養更容易，也就是說，具有更良好

的競爭力。 

發展標準模具開發作業流程及作業資訊關連圖，並據此開發模

具同步工程造模資訊系統，此系統為樹狀結構，透過主程式進行整

個模具開發作業之管制，並依作業之需求，結合相關之CAD/CAM，

MIS，CAE，CAPP等作業系統；為達同步工程之目的，在作業系統中，

規定使用相同之資料檔，並隨時更新資料檔的內容；在作業管制中，

規定作業資訊之發佈時機，以使下游作業能迅速進行；在作業支援

中，利用作業管制之強制規定，促使相關工程人員能適時提供相關

工程知識，以使作業人員能作更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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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工程的觀念在於整合產品設計、製造及相關製程。為了達

成這個目的，企業必須同時管理並運用設計、研發、分析與製造、

規劃等資訊，才能實現高效率產品設計與生產的目標。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是今天企業經營很重要的實務課題。 

下一製程就是顧客的觀念源自日本，他們如何滿足外部顧客的

需求應用到組織的內部來，而演變成內部顧客、外部顧客與顧客鏈

的觀念。在應用上可以改善製造業及服務業各個階層的品質、成本

及前置時間，特別在白領階層更為明顯。內部顧客的觀念，會使組

織變成「供應者---顧客關係」網路，它可能是部門與部門或個人與

個人之關係。尤其內部顧客（部門）不滿意內部供應者（部門）時，

有可能把往來業務轉移到外部的公司。這種「供應者---顧客關係」

逐漸擴大到從原料供應商、製造商、分配零售商到最終消費者之間，

各環節的連繫、協調、合作與管理，做到零庫存，及時化（JIT），

日漸使現代供應鏈（Supply Chain）的概念趨於成熟。要瞭解什麼

是供應鏈，一家公司可以首先選定一個產品群或產品族，然後從最

終顧客逆向沿著分配系統、到製造商、然後到供應商及原料供應來

源，追蹤其物流與資訊流。這整個活動與流程所構成的鏈就是所謂

這個產品的供應鏈。（林英峰，民90） 

    林英峰（民89）曾指出“未來的競爭不再是企業對企業的競爭，

而是供應鏈對供應鏈的競爭，是結合供應商關係管理（SRM）與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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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管理（CRM）的競爭”。而要達成供應鏈整合的力量，在競爭激

烈的產業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必須做好與供應商間的關係管理。近

十幾年，供應商與買方的關係已逐漸在轉變，隨著JIT、全面品質

管理、與供應鏈管理等觀念的普及，買方與供應商的關係已逐漸由

互相競爭的態勢轉變為互相合作的態勢。 

    JIT與供應鏈管理的觀念在1980年代開始普及。在JIT管理哲

學下著重買方要與少數的供應商維持緊密與長期合作的關係。JIT

觀點鼓勵買方與供應商互相依賴與共同合作，並透過排程的協調、

產品製程合作與成本降低的聯合行動等來產生綜效。 

    買方需要與供應商做越深越廣的互動。這些關係包括改善成

本、品質、交期、分享資訊、降低前置時間、降低存貨、維修、同

步工程等。買方與供應商之關係也由互相競爭的態勢正漸漸轉變為

合作夥伴，正如Schonberger（1986）認為以往買方主要活動如下： 
 

1. 買方盡可能地壓低採購價格，以降低生產成本。 

2.  買方將本身的產能計劃、產品計劃與最新的需求預測視為公

司機密，而不願意讓供應商知道，因此導致供應商的原物料

提早或延後交貨。 

3. 買方不願意將較好的經營理念或知識與供應商分享。 

4. 買方對特定的需求描述不清楚，而導致供應商的產品品質不

符標準。 

5. 買方極力的開發新的供應商，如此將無法產生正常的學習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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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買方不願意與供應商多做溝通，反而視之為競爭對手。 
 

因此，以往買方對供應商都存有很大的戒心，唯恐供應商會趁機賺

取超額利潤，因而擔心將原物料或零組件之長期生產交由特定供應

商掌握，所以進行招標、比價與議價的方式，以確認合理的價位，

並可隨時更換供應商。學者針對歐美國家已實行JIT生產系統的企

業調查後發現，買方願意花更高的價格來換取較優異產品品質與交

期的準確，因此以往使用的比價、議價的採購方式，已不再適用。 

    換言之，買方在朝向世界級製造水準邁進時，強調與過去完全

不同的理念。買方與供應商的關係應是協力合作而非各自對立的，

主張兩者之間應平衡發展，並提倡雙方長期利潤的分享（Watts ,（1992）

& 林英峰修正（民89）），如圖2-4之右下角所示。 

 

選擇供應商的基準  

以產品/ 商品為準 以知識 /資訊為準 

對立的交易力的關係 
買方勢力＞賣方勢力 

1. 強調短期且操作性的
運作。 

2. 以價格/品質為準 
3. 眾多供應商來源 
 
 

1. 長期且具策略性 
2. 以產能為準 
3. 相互競爭的 
4. 眾多供應來源 

垂直整合策略聯盟 
的關係 

買方勢力＝賣方勢力 

 
 
1. 不以價格為準 
2. 強調操作性運做 
3. 管理支援 
4. 技術的建議 
 

 
 
1. 強調策略性運作 
2. 單一來源 
3. 連續在成本、品質、
交期與彈性上的改進 

 

 

 

     

資料來源：Watts, C.A.,Kim,K.Y. and Hahn C.K.(1992),”Linking 
Purchasing To Corporate Competitiv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pp.2-8 

圖2-4  買方（製造商）與賣方（供應商）關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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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2-4中說明了現今買方與供應商之間關係的轉變，以由左

上角移至右下角，且從對供應商產品的考量轉變為對其知識或資訊

的考量，雙方亦從對立改為垂直整合策略聯盟的關係，這些改變是

邁向世界及製造必經的歷程。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環境下，買方經常需要隨市場的變化做出改

變，找到能夠完全配合的供應商實在是不容易。而供應商本身也有

眾多的買主，若要配合特定的買主滿足其多變的需求，不僅會增加

其成本，還會對其他買主有所疏忽。因此，一般的供應商通常不願

意做此配合，但是買方若要成功的達成生產系統的革新，就必須是

供應商為企業本身的一部份，共同持續不斷的改善。 

一個大的公司可能有好幾條供應鏈。在一個擁有許多事業部的

公司會具有許多產品群，就有可能藉著多條供應鏈把產品運到不同

的市場。它是很多對很多的蛛網關係,而不是一對一的關係。而且供

應商關係與顧客關係，可能不是單層次，而是多層次的關係。有些

供應鏈經公司所屬的倉庫或分配中心來分配、有些使用直接的分

配、有些自己製造、有些則使用外部的製造，並結合內、外部的運

輸體系，所以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來安排其供應鏈。（林英峰，民

89） 

近年來產業與學術界為何突然特別對這個主題感到興趣，理由

如下： 

第一、 整個供應鏈的物流時間太長。由於物料花在存貨的等待時間

太長，所以有很大的機會來降低供應鏈的前置時間，進一步

使存貨降低，增加彈性，降低成本，提供更好的交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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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很多公司已大大改善內部的作業，而現在發現有必要與供

應鏈上的外部顧客與供應商改善關係，以便進一步改善整

個鏈上的作業。 

第三、 供應鏈的思考是一種系統思考的應用，它可以作為瞭解跨

越公司內部部門的流程及延伸到公司外部流程的基礎。 

第四、 現在的競爭已不是企業對企業的競爭，而是供應鏈對供應

鏈的競爭。是結合供應商關係管理（SRM），企業資源規劃

（ERP）與顧客關係管理（CRM）的競爭。 

同樣的，供應鏈管理與供應鏈不同之處，在於供應鏈管理著重

的是有效的設計及管理。下圖儲存生產、訂單生產與模組化流程的

比較（圖2-5），是以標準化產品的純生產化流程與顧客化產品的訂

單生產系統為例，二者做一「有效率的作業」與「無效率的作業」

之比較。 

 

 

 

 

 

 

 

 

 

 

第
一
步
驟

第
二
步
驟

第Z 

步
驟

成品存貨

顧
客
下
訂
單

有效率的作業

第
一
步
驟

第
二
步
驟

第Z 

步
驟

顧
客
下
訂
單

無效率的作業

圖2-5 訂單生產與模組化流程的比較

註：成品存貨（或半成品）模組化管理
使顧客下訂單較易快速處理，其前
置步驟、作業效率較好。 

註：顧客下訂單與前置作業太長，不易
滿足顧客需求且前置作業效率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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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重點要特別注意資訊流與物流。資訊的正確與適時回饋

對於供應鏈的有效管理是很關鍵的。資訊的延誤會導致訂單的波

動、物料沒有效率的移動、存貨的增加、不確實的成本結構、及風

險的增加。（林英峰，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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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組化理論之發展 

1983 年五月哈佛大學教授也是企管專家的李維特（Theodere 

Levitt），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文章，首先提到“全球化”

（Globalization）這一個字眼，強調「全球化市場已經出現了」。在

此之前，全球各國因民情文化及各地習慣不同而形成需求不同，因

而成為以各國需求為主的當地化（Localization）的產品市場。這正

是學者所提的“Multinational”。直到 1983~1995，各國消費者的偏

好趨於一致，於是大量生產的標準化產品就蓬勃發展。其強調的就

是，成本低廉、品質好，但當產品趨向一致，消費者對於需求較無

法選擇。例如，可口可樂在當時就是一個品牌產品，賣到全球都一

樣；全世界都喝到同一品牌的“可口可樂”。這就是李維特所提到

的「全球化市場」。 

市場全球化擴大了市場的意義，替企業創造了機會，也製造了

威脅，使得企業主動地或被動地走向國際舞台。然而何謂市場全球

化呢？李維特（Levitt, 1983）認為，由於傳播科技的發達，各國人

民的偏好趨於一致，都希望享用高品質、低價格的產品，而為了享

用這樣的產品，即使是犧牲一些個人特殊的偏好也無所謂。這樣一

來，類似的產品可在各國銷售，全球化的市場就產生了。 

市場全球化的論點也並非毫無挑戰，有些行銷學者就批評此種

論調有違行銷觀念。有證據顯示，不僅國家間的文化不同，就是連

國內的各地區都有不同的文化（即次文化的差異導致偏好的不同），

而且彈性製造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能跳出規模經濟的限制，更能

因顧客的不同需要而設計、生產產品。市場全球化顯然不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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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于卓民，民89） 

1995年以後拜網際網路（Internet）及電子商務（E-Commerce）

蓬勃發展所賜。出現一種現象，消費者或顧客不必經由經銷商、分

銷商就直接可與製造商接觸，相對的提昇了消費者與製造商接觸的

能力。這正是所謂的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的開始。例

如，Dell 電腦公司的直銷，就是發展此種模式；市場的銷售點與製

造商直接聯起來，並直接提供根據顧客的需求所製造的產品給顧

客。這種 Mass Customization 的做法具有傳統的大量生產所提的標

準品的低成本優勢，同時又能兼顧消費者之需求。 

為了達到兼顧大量生產的好處又要兼顧消費者的需求之大量客

製化。彈性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大量客製化的基礎就是彈性，而

達成彈性化的最佳途徑就是「模組化」。Pine（1993）提到模組化是

達成客製化的關鍵，模組化提供了重覆單元的產品，也就是能降低

大量客製化產品的整體成本。亦能形成最佳的彈性，進而滿足大量

客製化的需求。模組化是大量客製化的最有力推手，也難怪成為近

年來企業推行重點。 

模組化之相關想法存在於世界由來已久。Fodor（1983）已經提

出有關模組化的想法，以及 Sperber（1994）都在論文中提到有關於

Modularity 的概念。近期對模組化之發展也有許多學者談到，如：

Kim（2000）；Bi（2001）and Zhang（2001）；Swamidass（2002）都

相繼針對模組化之理論及概念，分別做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今日製造業所面臨的是顧客需求既快且多變化，因此許多公司

面對市場需求，必須提供小量多樣化之產品；現代企業既要符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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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化，又要能達到量產經濟之規模，更須注意時效，即時推出新產

品以搶佔市場先機。 

所謂模組化是指透過複數功能模組的組合搭配，滿足顧客所要

求的整體功能，同時在標準化介面的基礎上，將功能模組進行搭配

變換，以達到多樣化的效果。所以從模組化定義與特徵的相關研究，

可知模組化強調以單體（或稱模組）搭配變換達成多樣化的靈活性，

同時也重視介面的標準化與整體結構的相容性。 

「模組化」就是將整個龐大的系統，先分割成一些較小的單位，

等到這些小單位分別獨立完成後，再整合成一個複雜的成品或程

序，此方法在今天的電腦業普遍被運用。施振榮先生提出的「電腦

業速食業化」模式，也正是採用類似的做法。 

如以建碁 (A Open)為例， 2003/2/20 建碁正式發表劃時代新

產品「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並揭示策略產品事業部之產品研發及

經營模式創新的組織定位。建碁「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陸續在全

球各地上市，主要市場以台灣、中國大陸、北美、歐洲為主，未來

將以建碁獨創之 ConverYes概念行銷全球，和當地市場之通路商與

系統廠商進行雙贏策略聯盟，開創後PC時代準系統CompuBurger新

經營模式。在產品設計部份，有别於之前其他廠商所推出的產品，

建碁「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採用創新設計理念，不但採用桌上型

CPU、硬碟、和記憶體等主要零組件，其中最大的創新在其擁有多項

專利機構設計，包括LCD面板模組化轉換成桌上型LCD螢幕設計，

解決 LCD 面板降價與庫存風險，讓消費者有更大的彈性空間；另外

一個創舉是，正式的將移動式電腦的主機板模組化，客戶將更有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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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依消費者的規格需求，在第一線做客製化組裝。因此，建碁「全

模組化移動式電腦」具備桌上型電腦的高效能、價格及彈性優勢，

同時還可提供像筆記型電腦般的空間運用，為全球第一部創新移動

式電腦。 

建碁在研發產品時，除了考量產品本身的創新外，更重視新產

品是否能為客戶帶來更多的利潤。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便是考量到

建碁原本的客戶利益，為了讓客戶提供市場更具經濟效益的產品，

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便應運而生。此外，有別以往的電腦型式，建

碁「全模組化移動式電腦」提供系統組裝廠商和所有消費者，更多

元的選購標準，卓越的產品效能，實現筆記型電腦的便利移動、節

省空間等諸多優點。ConverYes的概念產生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市

場區隔，當資訊產業正值產品發展多樣化的後PC時代，所有上游製

造廠和通路銷售商苦思如何跳脫原來所習慣的標準化產品和運作模

式時，運用既有的生產模式，運作架構，企業資源，提出策略的事

業思考和產品定位，尋求從供應商到經銷商上下一體的順利轉型。

這就是建碁運用模組化理論將產品及企業組織模組化，以順應產業

趨勢、企業新潮流。 

Swamidass（2002）提到模組化型態有多種類型，現以圖2-6為

例，針對模組化各式型態做概略的說明：零件共用式模組化

（Component-Sharing Modularity）（圖2-6 a），不同的系統組合

中可使用共通的零件模組，方便設計及取用，可節省許多設計及配

對時間。零件可交換式模組化（Component Swapping Modularity）

（圖2-6 b）系統便於交換一些預先考慮的零件，可快速交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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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的系統組合功能，對於快速應付顧客之需求（Customer 

Needs），及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erization）有極大的幫助。

切割適配模組化（Cut-to Fit Modularity）（圖2-6 c）亦是一種

創新模式，隨著不同的系統功能需求，可分割成不同的模組單元，

以適當的模組化，可節省許多不必要之成本。 
 

 

 

 

相對的，混合式模組化（Mix Modularity）（圖2-6 d）、多載

式模組化（Bus Modularity）（圖2-6 e）、組合式模組化（Sectional 

Modularity）（圖2-6 f），都是可將一些單元分類化、模組化。企

業可採取適合用途的模組加以整合成最後的系統；亦可將合成的系

統，依不同功能模組分解成各單元，以便於重新整合其他模組及新

的整合系統。這些可隨意拆解及整合之模組化產品，可提供大量快

速客製化之需求。例如，Dell電腦公司之大量客製化製造，就是利

用此種組合式訂單流程（Assemble to Order Process）來滿足全球

b.a. 

c. d.

e. f.

資料來源：Paul. M. Swamidass，2002  Innovation in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圖2-6  模組化之型態說明 

Component Sharing Modularity Component Swapping Modularity 

Cut to Fit Modularity 
Mix Modularity 

Bus Modularity Sectional Mod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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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之需求。大量客製化的策略是依顧客在產品生命週期之不同階

段之不同時點開始介入而決定，不同的客製化策略代表顧客介入的

深度。如（圖2-7）所示，產品生命週期分成設計、模組製造、成

品組裝、使用等四階段。顧客若早期設計就介入的話，其客製化程

度最高。 

 

 

 

 

 

 

 

 

 

 

客製化的滿意度決定於顧客在產品生命週期的那一階段介入，

越早期介入顧客滿意度越高。在不同的產品生命週期階段之不同

點，採用不同的模組型態，例如，在設計及模組製造的階段，模組

可被替換或單元可被模組製造成提供給顧客的獨特需求。 

產品生命週期的設計及模組製造階段，用零件共用式模組化

（Component Sharing Modularity）、切割適配模組化（Cut to Fit 

Modularity）將零件單元重新設計或改變；並可用標準的基本單元

零件調整成符合顧客規格需求的實際尺寸，再裝置製為完成品，較

設計 模組製造 成品組裝 使用 

製 造 流 程

高度客製化 低度客製化 

顧 客 介 入 點 

模 組 化
零件共用式 
切割適配式 

零件可變換性 
混合式、多載式、可組合式

資料來源：林英峰依 Tonya Boone Phd and Ramn, Chaneshan Phd(2001)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implemation 

修改 

圖2-7 顧客介入和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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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滿足顧客需求，其客製化程度較高。成品組裝及使用階段，模組

被安排整合成顧客的規格，但是零件不能彈性改變及調整。零件可

交換性（Component Swapping），可重組的（Gestational）、多載的

（Bus）及混合式（Mix）等模組化用的是標準的模組。這些模組化

被用在產品生命週期的成品組裝及使用的階段，只能用標準的模組

選擇來滿足顧客的需求，其滿足客製化之程度並不高。所以客製化

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顧客介入到產品設計階段的時間點，顧客

介入越早其大量客製化的程度就越高，顧客的滿意程度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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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準化、模組化、彈性化與大量客製化關係 

模組化是指針對具特定用途及機能的構造單元（UNIT）使其標

準化，因其容易裝配或分解的設計，如此即可選擇必要的基本構造

單元用來組合成不同的產品或系統（如圖2-8），進而達成多功能彈

性化的目的。在從事模組化設計時，首先將物體內所有組成單元分

解，篩選部分使用頻度高且外型構造簡單的基本組合單元，並將一

些功能單一化，然後將缺乏泛用性且可藉由數種基本模組搭配組合

而成的複雜模組剔除，同時加入具多種用途且可被基本模組互相選

用的泛用模組，再將數種模組依照使用者不同需要，將選用的模組

與不同構件結合，便可衍生出滿足各種需求的基本型與變化型模

組。要構成基本的模組單元，必須符合幾項條件，如「通用性」，經

由數種功能模組相互堆疊產生的模組化物件，必須涵蓋所有不同需

求產生的設計範圍；「分割性」，由模組化分類後的模組元件其各單

元體間的性能必須符合規格；「連接性」，連接各模組間的泛用模組

必須確保共通性或互換性；「適當性」，在決定分解模組元件時，並

非將其分解的越精細越能達到模組化的程度越高而是需採用適當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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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與標準化、彈性化及大量客製化之關係非常密切（如圖

2-9），基本上「標準化」是「模組化」的先期工作亦是它的基礎；「標

準化」包括零件標準化、零件共用化、零件簡單化與少樣化、零件

資料庫建立、製程標準化、工具/設備標準化等等相關標準作業，會

大大地影響模組化的過程。「模組化」的過程主要包括：模組化設計、

產品規劃模組化、設計共用化、同步工程等；模組化的基本意義是

針對於具有特定用途及機能的構造單元使其標準化，因而容易裝配

或分解的一種理念或設計，如此可選擇必要的基本構造單元組合成

不同的產品或系統，達成多功能彈性化的目的。而決定企業價值活

動的「彈性化」主要包括：製造彈性、快速換線、多能工訓練、資

訊系統、借用外部產能與能力、及材料彈性化等等，「彈性化」則會

導致「大量客製化」的成功，大量客戶訂單、差異管理、差異備料、

滿足需求等等。由上可知，標準化、模組化、彈性化與大量客製化

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四者可互相創造價值，真正滿足顧客大

量客製化的需求。 

 

 

 

圖2-8  單元轉換為系統之概念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單元A 

單元B 

單元C 

單元D 

模組運用I 

模組運用II

模組運用III 

模組運用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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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模組化 彈性化 大量客製化 

*零件標準化 

*零件共用化 

*零件少樣化 

*零件資料庫建立 

*製程標準化 

*工具/設備標準化 

       

*模組化設計 

*產品規劃模組化 

*設計共用化 

*同步工程 

 

 

*製造彈性 

*快速換線 

*萬能工訓練 

*資訊系統 

 

 

*速配客戶訂單

*差異管理 

*差異備料 

*滿足需求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圖2-9 標準化、模組化、彈性化、大量客製化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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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企業為了要創造客戶價值及有效提供大量客製化，也會製定許

多模組化的相關價值流程，來實現企業目標。如B公司為滿足市場

大量客製化，而製定相關流程（如圖2-10）之範例，顯示標準化之

過程與產品設計、零件管理及供應鏈模組化，製造及出貨模組化息

息相關，進而使其生產流程彈性化，如備料彈性、生產彈性、速配

彈性並結合彈性備料之生產管理；以及加上大量客製化之流程以滿

足顧客大量客製化之需求。 
 

標準化 

 
 
組模化 

 
 
彈性化 

 
        
大量客製化 

 
 

零件 
標準化 

設 計

製造 
模組化 

出貨 
模組化

設計 
供應商

彈 性
備 料

彈 性
生 產

彈 性
速 配

特殊/彈性
備料生產

客 製 
訂 單 

大量客
製流程 

客製訂
單出貨

*DFM 

*同步工程 

*consign

資料來源 本研究 **註：DFM=Design for Manufacture 
**註：Consign=客戶委託 

圖2-10   大量客製化過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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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究竟模組化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呢？能夠成為現代科技產業的

必行之路，而獲得產業界相當徹底的執行。過去進行模組化的產業，

大多數是大量生產的產業。但現在電腦業卻將模組化運用到少量多

樣的訂單上，更靈活地調度產品，創造出更多樣化的產品空間。 

模組化具彈性及經濟性可簡化機械組裝和零組件共用的問題，

有利產業升級並裨益資訊業提升競爭力。國內資訊業在前有強敵、

後有追兵的情況下，不僅競爭異常激烈且面臨產品生命週期急速縮

短的困境，加上多屬中小企業，因此必須藉由產品多樣化、製程模

組化、標準化，才能提高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其中模組化因具有

彈性化、經濟性，且可簡化機械組裝和零組件共用等優點，已成為

目前企業突破困境的趨勢。   

彈性化和自動化(Automation)的情形一樣，需視產品尺寸大

小、種類和應用的對象而定，各方詮釋的重點都有所不同。大體來

說，彈性化是影響製造業生存競爭的要素之一。這方面的重點著重

於彈性化程度的探討。一家零工加工廠(Jobbing Plant)，必須要能

夠因應顧客各種訂單(Order)的要求；小至環扣(Collar)，大至固定

環(Cast Housing)，都要能夠加工製造。汽車裝配廠的經理當然也

樂於看到生產線上能夠生產4種不同類型的車體，並且能夠經常更

改生產模式重新設計，但不致於影響到生產線之基本結構。 

彈性(Flexibility)同時有以下意思:任何生產單元，因為任何

理由停頓時，則該生產計劃(Production Planning)以及其控制系

統，要能夠快速重新安排生產計劃及生產路線。換句話說:就是重新

安排此系統之環境。在這裏不只是指製程而言，對於零件工作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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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應該可程式化。 

如果不相同的製程被嚴格地整合入一特別的大量生產系統中，

諸如對大批量移轉生產(Transfer Line)，那麼模式化發展及彈性化

操作均不可能的。一旦生產單元及其對於外界連絡為可程式化時，

則能得到許多有用之回饋資料。資料諸如:刀具壽命，採用製程中之

量具以量得加工表面尺寸，使用感測器得到生產控制數據及偵錯回

饋，將可使系統更增其本身之生產能力。這些資料對於模組化設計

者做進一步之分析是相當有用的。依據前章節敘述，標準化之前必

須少樣化、少量化，簡單化是標準化的基礎而標準化是模組化的前

題。其實精簡化生產也是一種重要的模組型態。 

精簡生產是要盡可能做到使用最少的資源，去為顧客創造最大

的價值。原來精簡生產系統的涵義已逐漸被一些人擴大應用到精簡

公司(Agile Corporation)的發展。精簡生產會盡力去整合內、外部

的資源網路，協調所有的資源能對設計、生產與傳遞產品有更大的

貢獻。所以他們主動的去管理供應商、生產者，分配通路商、運輸

商甚至於顧客,而形成的資源網路,當然,資訊科技及前節所提同步

工程的運用不可少。 

精簡生產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比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用較少的資源，譬如用較少的空間、較少的存貨、較少

的工人，生產同樣的產量。精簡生產用高度技能的勞動力及彈性化

的設備。事實上這種系統結合大量生產(大量、單位成本低)及手藝

生產(Craft Production)(多樣化與彈性)兩者的長處，而其品質則

高於大量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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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簡生產系統中，熟練工人比在大量生產中更涉入維持與改

善系統。他們被告知如果發現有不良產品隨時可以停止生產，同時

與其他員工一起來找出並改正造成不良的原因，結果提升了品質水

準，減少(或剔除)了檢驗與重作。重要的是，員工被授予更大的權

限去作決定。 

  大量客製化 （ Mass Customization ）是相對於工業革命後科

學管理提出的大量生產的概念，在資訊時代企業可以做到大量客製

化的要求。以往大量生產標準化的產品，客製化只能少量生產，如

今拜電腦網路連線之賜，消費者經由網際網路下訂單，訂購自己所

需規格的產品，不論是汽車、電腦、牛仔褲等都可以經由網路傳送

到公司，自己的工廠甚至遠在海外的外包協力廠也可以同步獲得訂

單訊息，即刻展開小量多樣的彈性生產。 

  戴爾（Dell）電腦是最能夠掌握此一創新行銷模式的代表企業

之一。主要成功關鍵是允許顧客大量訂做，當時其他企業都是透過

經銷商通路銷售產品，戴爾卻透過網路與直接銷售（DM），電腦不需

經過中間通路，直接賣給顧客，顧客只要從網路下單，幾天後就可

以收到產品。 

  大量客製化在於如何滿足第一線消費者需求，因此顧客關係管

理是否建置周全，牽繫銷售的成敗。為了解決這方面問題，企業必

須將供應商和顧客之間轉化為虛擬整合關係，生產做到迅速回應顧

客的需求。 

達成大量客製化的三個關鍵（如圖2-11），首先是以「重覆性

為重心」創造模組化設計及設備彈性應用等模組技術為主，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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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Jay Heizer & Barry Render(2001))，
           Operations Management 

是以「製程為重心」的高度化差異、低量、低使用率、多用途的設

備等為主要的排程技術為主；最後，以「產品為重心」的低度差異

化、大量高利用率、標準化設備。以此三個關鍵為重點創造企業價

值活動及滿足顧客大量客製化之需求。 

 

 

 

 

 

 

 

 

 

 

 

大量客製化

模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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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達成大量客製化的三個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