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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組化發展趨勢與近來應用 

第一節 模組化對未來資訊化產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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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間的關係。因此模組的設計者必須在創新的競技場中求生存，  以

Intel倡導模組化網路發展為例 : 2002年2月27 日，在英特爾開

發商論壇（IDF）上，英特爾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通信事業部總經理馬

宏升（Sean Maloney）呼籲，通信行業必須拋棄目前價格昂貴的，

在專有模組上生產設備的方法，轉向採用基於工業標準的基礎建築

模組。馬宏升還介紹了多款為幫助通信設備廠商，加快向這一全新

模組化方案過渡，而專門設計的英特爾新產品。馬宏升指出，在業

界許多公司削減投資的同時，英特爾卻在去年投入12億美元從事通

信領域相關的研發。英特爾已經在製程技術方面投入巨資，該技術

將使英特爾在2003年（比競爭對手早一年），開始採用90奈米技術

製造部分通信產品。這些投資使英特爾能夠為用戶提供世界級的通

信基礎模組，從而使用戶能夠集中資源開發相關的軟硬體，幫助用

戶生產高附加值和與眾不同的產品。 

模組設計者必須密切觀察市場，做出迅速的反應、在市場趨於

飽和時轉移陣地，或推出更高品質的產品。以LED的模組化發展領

域為例 : 發光二極體（LED）具有體積小，效率高等優點，其光電

轉換效率於過去三十年來快速提昇，被視為未來最具有潛力之照明

光源。目前在國際間包括日本與歐，美世界三大照明廠均積極投入

研發為21世紀重要的照明主力。因此，LED的發展將在照明產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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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重要的地位。綜觀國內照明產業的歷史與近年來市場分佈，大

多著力於照明燈具產品的開發以及照明設計應用，而光源體的開發

技術則顯得薄弱。LED屬於半導體產品，若能利用國內成熟的半導

體研發以及生產技術，必能在LED的發展領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基於上述原因，工研院能資所藉由完整的照明系統開發能力，並結

合相關LED元件之關鍵技術，開發LED照明系統，此系統的關聯技

術包含LED照明燈板封裝設計、LED特用電源驅動系統設計、以及

LED模組化設計。其中LED照明燈板封裝設計工作項目乃針對LED

光板設計技術開發，研發LED光晶板排列、與光學整體設計技術，

LED特用電源驅動系統設計以效率高與扁平化為技術指標，整合封

裝設計技術以模組化燈具形式，推展LED照明應用新概念。LED照

明模組具備輕薄短小、效率高、壽命長等優點，模組化照明將使室

內空間照明逐漸走向個性化、彈性化的趨勢，同時兼具省能源、高

效率優點。  

模組化將是INTEL推出未來潮流筆記型電腦模組化的概念，在

目前已有廠商展現相關產品。雖然仍有多家筆記型電腦廠商對此持

有保留的態度，不過由於模組化將能一掃過去筆記型電腦無法升級

的刻板印象，也能使製造廠商在備料及庫存方面較過去得到更大的

彈性，降低了費用及風險，預料在INTEL的主導下，模組化的觀念

將成為未來的潮流，而筆記型電腦的低價化及普及化必將提前的到

來。配合INTEL推出模組化產品的廠商有華碩，神達及藍天。前兩

家廠商的技術層次在市場上受肯定是毋庸懷疑的，但藍天在此次推

出相關產品則使人目光為之一亮，由此可知藍天在技術層次上已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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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迎頭趕上，並已出現了轉機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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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組化管理 

如果產品能夠模組化，各個零件或子系統彼此間的標準能夠精

確的建立，就能發揮垂直分工的優點，龍頭廠商只須設計產品，設

立標準，可以將生產活動外包，因此將產品模組化是降低垂直整合

的第一步，例如美國和德國汽車業，可以看出產品模組化已蔚為潮

流。不僅製造業如此，金融服務業也將金融產品模組化，可以互相

搭配銷售。模組化的觀念看似容易，執行上卻困難重重。各部門間

的協調、人員的調配，甚至經理人員的選擇，均是執行模組化策略

的挑戰。策略上的考量也和傳統的做法完全不同。競爭不再是產品

的競爭，而是標準的競爭，在這方面，有專利保護的標準反而會失

去市場，因為專利反而會限制其他廠商發展互補產品的機會。 

在模組化的世界中競爭，企業的領導人同時必須重新設計組織

的內部架構。為創造出卓越的模組，他們需要靈活迅速的組織來因

應市場，並運用瞬息萬變的科技，確定其模組是否依循架構的規定。

解決此兩難問題的方法，乃為組織內部的模組化。設計的模組化，

使希望能穩定生產流程與存貨控管的經理人的工作更加艱鉅，因為

這將會擴大產品的種類。然而，模組化同時，也能讓工程師創造出

具相同性質的零組件，這些零組件因而藉由機器的些微調整，以近

乎相同的方式生產。 

模組乃是為了有效地將複雜產品或流程組織起來的策略。模組

系統是由個別設計的單位（或模組）所構成，並能整合起來發揮功

能。設計師藉由將資訊分為可見的設計規範，及隱藏的設計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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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模組設計。模組設計唯有在以上的分野完全、清楚且不模稜兩

可的情況下，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設計規範（又稱為可見資訊）指

的是會影響後續設計決策的決定。理想上，可見的設計規則應在設

計流程的早期即建立，並確定所有相關人員都明白這些規範。可見

的設計規範大致上可分為三類： 

架構：明列哪些模組將成為系統的一部份，及在系統中的功能。 

介面：詳細描述模組間的互動關係，包括他們如何彼此配合、

連結及溝通。 

標準：用以測試模組是否符合設計規則（甲模組在系統中是否

能運作？），以及測量比較不同模組的績效（甲模組與乙

模組能否配合？）。 

    模組設計師有時將以上三種元素混合在一起，而通稱為架構、

介面或標準。隱藏的設計變數（亦稱為隱藏資訊）則不致影響到該

模組外的決策。隱藏的元素可在後來再決定，而其改變無須告知其

他模組的設計人員。例如，微軟公司有一些原則，例如限制專案規

模和範圍，將產品依功能、特色和目標進行模組化分類，每個團隊

必須嚴格遵守少數幾項規則。微軟公司的這套管理專案的模式，讓

各個獨立模組完成後，可以照原定計劃整合在一起，這種分進合擊、

發揮創意的做法實在是模組化應用之典範。  

訂定溝通的機制是模組化管理重要的一環，舉例來說，在面對

一個複雜的專案時，不要先急著交給一個小組負責，不妨先將整個

系統分割成幾個次專案，找出哪些是可以共同運用的部分，獨立成

一個模組。讓這個模組未來可以輕易套用在每個系統上。此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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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些嚴格的規定，例如一個溝通的機制、共同工作的地點、共用

的工具和技術等，在這些規範之外，則讓個別團隊享有充分的自主。

經理人應該不斷思考的重點是，究竟這些個別專案在整個系統裡扮

演什麼角色？完成後怎麼和其他單位連結、整合？當環境變動越來

越劇烈，怎麼樣管理「不確定」，已經是工作中的常態。學習將你的

工作「模組化」，可能可以幫助你解決很多問題，讓你的工作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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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組化在不同產業之應用 

3.3.1 電子業模組化應用 

電腦業競爭激烈，不僅在產品設計上力求創新，更重要的是在

成本的控制，期能以價廉且物美的產品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庫

存管理更顯重要。堆積的PC庫存就會產生大量跌價損失，因此，產

業間乃興起把價格敏感度高、昂貴的零組件抽離開來，電腦相關產

品走向模組化，並依市場需求再做規格配置。如產品設計及研發能

力的精進，又發展出模組化製造系統（Modulus Manufacturing 

System，MMS），與Acer的速食式生產頗為類似，並透過兩階段生產

來搭配，一階段是依物料庫存來預測產能的BTS（Build to Stock），

把可以先預置的部份先做好模組，生產出來後再送到各據點進行最

後組裝，而這也是神達第二階段的BTO（Build to Order）。95年神

達開始與康柏合作的模式，即採用兩階段的生產來運作。 

進入後PC時代，PC產業日益成熟，為協助客戶因應市場快速

變化，進而開創新經營模式，如本章第二節所提建碁特別於成立策

略產品事業部，以獨創的準系統CompuBurger模組化解決方案為主

要業務發展。目前台灣已是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環節，研發製造更是台灣電子產業所擅長的項目。建碁不但要在產

品研發上創新領先，更重視經營模式是否能通過市場和時間的考

驗。建碁總經理蔡溫喜先生表示，「建碁成立策略產品事業部，便是

希望能以Power by AOpen的準系統行銷概念，結合產品創新和雙贏

的經營模式，協助客戶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建碁本身不經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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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而是協助客戶開發具有市場利基的創新產品，將利潤回歸至

客戶自身，成功打造後PC準系統新經營模式。」建碁為實現完整解

決方案（Total Solution），策略產品事業部將以「全模組化移動式

電腦」和「IA資訊家電準系統」二大發展主軸，積極研發多款

ConverYes系列產品。 

電腦硬體的模組化概念已經非常普及；電腦硬體是由各式各樣

的零件(Components)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單獨的事先就做好的

一個個模組，之後才組合而成的，某個模組壞了就可以用新的模組

替代，就如同製造汽車一般，汽車鋼架、輪胎、引擎、油箱、各式

的螺絲都是一個個模組。要特別注意的是電腦模組化，並不是指電

腦零件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缺什麼就補什麼，零件與零件之間也是

要相互配合才能夠使整台電腦運作下去。舉例來說一個配有168pin 

RAM槽的主機板，就不能硬插上72pin的RAM或是配有USB Port的

主機板就不能直接接上傳統的滑鼠、鍵盤(除非是用轉接頭)。電腦

可不像樂高玩具，雖然拼拼湊湊可以成形，但是要讓他動起來的話，

還得花時間研究了解現今電腦零件發展如何，才能夠組裝電腦呢！ 

買電腦不需要侷限市面上推銷的名牌套裝電腦。只要各硬體間

搭配得宜，每個零件的選擇可以針對各廠商推出的零件產品進行選

擇。硬碟可以選擇IBM、SEAGATE，主機板可以考慮華碩或是技嘉來

做搭配，光碟機則用NEC的。一路下來，一台電腦裡面有可能所有

的零件都是不同牌子，完全依照使用者自己的需求、經濟能力以及

蒐集來的硬體資訊來做判斷。某些廠商針對自家出廠的電腦硬體零

件所設計的整套電腦，也就是說所有的電腦零件都是特殊規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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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某個零件損毀，使用者沒辦法用其他廠牌的零件來代替折舊的

零件，只能採用這個牌子的零件來替代，造成使用者在硬體維修、

保養、升級方面常常得依賴特定廠商，甚至連零件的價錢也是由廠

商自定，消費者沒辦法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選擇其他品質較好價錢卻

較低的同類不同牌零件來替代，而這是組裝電腦可以輕易達到的。 

模組化乃因應自動化生產所孕育出來的產品，隨著國內電子產

業的高度發展，模組化的產品日益增多外，為了減少成本，在複雜

的生產設計中，利用歸納法將機械設計中的每一部份作功能上的分

類，作成可執行各種不同功能的模組線，並將尺寸、規格及零件採

標準化設計，成為一種趨勢，是帶動模組化系統廣泛使用的主因。 

模組化生產系統功能，包括的零組件種類超過2.000種以上，

每一種零件均需經過嚴密的設計，考慮共通性，利用電腦繪圖達到

快速生產組裝線的目的。其基本組件是依模組化原則，用最少的材

料得到最大的彈性。 

一般而言，基本材料以多項電子材料為主軸，包括IC、電子原

件⋯及電子迴路均為模組化生產系統常用地基本材料。國內模組化

生產的發展已有一段時間，因產業自動化量產，模組化系統應用已

成為製造業競爭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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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電子行業之外的模組化應用 

製造商對模組的運用已超過一個世紀以上。因為運用模組，複

雜的產品製造流程可分割成不同的單元，而變得較為簡單。以汽車

業為例，他們一向將不同的零件，交由各地的供應商製造，然後再

運至裝配廠進行最後的裝配。他們能這麼做，是因為各零件都有完

整且精準的規格。就此而言，零件的工程設計（其規格與容差）乃

為製造系統中的可見資訊，讓此流程得以分割交給不同的工廠，甚

至其他的供應商去做。這些供應商可能在生產流程或後勤運輸方式

上稍作改變。 

模組設計師必須對產品或生產流程整體有極深入的了解，才能

從而設計出各模組共同運作所需的可見的設計規範。設計在模組的

層級上是各自獨立，在當時可能看似一切正常，但帶有缺陷或不完

整的模組通常只有當整合在一起，而整體產品運作不順暢時，問題

才浮上檯面。 

資訊科技的進步，亦大幅降低了獲取、處理與儲存以上知識所

需成本，也同時降低了不同模組設計與測試的成本。金融市場的改

變及創新的合約方式，使得中小企業能有較多的資源，並能與其他

公司結盟，以試驗或行銷新的產品或模組。在諸如電信或電力等產

業，自由化後也讓企業得以將此大餅切割為不同的模組。能為這個

模組組成一個供應商網路。賓士汽車的規格與製程成為可見的資

訊，模組的供應商根據這些資訊協調控管零件供應商，並製造出最

終所需的模組。由於將製造流程分解授權給許多不同的供應商，每

個單位因而能提供附加價值，而最後組裝的公司則有較高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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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降低成本，這也提高生產流程中模組的品質。 

相較於生產製造，模組在實際的產品設計上極為少見，同樣的

也很少用於產品的使用上。在使用上若運用模組觀念，消費者將把

產品的混合運用，然後創造出適合他們品味與需求的最終產品。舉

例而言，消費者在考慮買一張床時，通常會向不同的製造商甚至不

同的零售商分別買床架、床墊、枕頭、床單與床罩。他們之所以能

組合在一起，是因為製造商在生產這些產品時，根據一套標準的規

格。運用模組觀念，可激發設計的創意：製造商可獨立對如床椅或

混紡布料等新產品及新觀念進行實驗，而只要他們能符合一般規

格，便能找到市場。 

在汽車製造上，大型裝配廠已不再是近一世紀以來一成不變的

中央設計系統。在降低成本、加快創新腳步與提昇品質的種種壓力

下，汽車設計師與工程師正致力於將其複雜的電機系統外包。第一

步乃是定義流程中的不同單位。當賓士汽車（Mercedes-Benz）的主

管在為於阿拉巴馬州（Alabama）新的休旅車裝配廠作規劃時，由於

他們了解這種車型的複雜性，工廠必須能根據糾結的製程掌控上百

家的供應商，並有足夠的存貨因應非預期的發展。相對於某些公司

試著將整個供應系統視為一個單位來加以管理，他們將這些供應商

分為一個大型生產模組下的不同小型的次模組群。舉個例子，整個

駕駛座包括安全氣囊、冷暖氣、方向盤與線路盤為一個獨立的模組，

由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擁有的德菲自動系統公司（Delphi 

Automotive Systems）所生產。德菲自動系統根據特定的規格與製

程的要求，全權負責駕駛座模組的生產，因此他們能為這個模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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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供應商網絡。賓士汽車的規格與製程成為可見資訊，模組的

供應商根據這些資訊協調控管零件供應商，並製造出最終所需的模

組。 

福斯汽車（Volkswagen）位於巴西瑞森德（Resende）的卡車工

廠，更是將這種做法發揚光大。福斯汽車告訴這家工廠模組在哪裡

製造，卡車在哪裡組裝，而獨立的供應商必須自行尋找原料與招募

人手，以生產出這些各自獨立的模組。就製造或裝配的角度而言，

福斯汽車並非這些卡車的真正「生產者」。然而，福斯汽車建立了生

產流程的架構及模組間的介面、訂定了每一家供應商所必須符合的

標準，並在整個流程中的各個階段，對模組與卡車進行測試。 

賓士汽車與其他汽車公司，將會期待越來越精良的模組製造商

扛起設計的責任，而這也是模組最具價值的時候。隨著模組成為產

業營運的一部份，模組供應商間的競爭將越演越烈。裝配的公司會

設法找到物美價廉的模組，因而引發如電腦業中的模組廠商般不斷

創新求進步的情況。由電腦輔助設計，更將促進這股試驗的新潮流。 

一些汽車供應商以藉由環繞某各特定的模組來整合其產業，目

標朝上述的方向邁進。里爾座艙公司（Lear Seating Corporation）、

梅格納國際企業（Mafna International）與強生控制（Johnson 

Controls）等公司，近年來購併相關供應商的動作頻繁，就是因為

他們都想成為全球汽車內部生產的龍頭。而各大汽車公司，要求供

應商參與模組設計的行為，間接地也鼓勵了這種趨勢。事實上，通

用汽車最近才將凱迪拉克（Cadillac）下Catera 車款的內部設計，

交由梅格納國際企業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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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實體產品外，很多服務業亦已開始模組化，最顯著的是在

擁有完善流程的金融業。沒有什麼比股票或其他證券的模組化更為

容易。金融服務是無形的，沒有堅硬表面、難鑄的模型，也沒有複

雜的電路或電腦程式。由於金融系統已經過多年的發展與歷練，因

此金融服務通常較容易界定、分析並分解。金融交易的設計規則，

乃來自於幾個世紀以來的簿記實務，加上現代的法務與產業標準，

及證券交易的慣例。 

一家公司可能號稱全方位服務，但實際上有些項目可能由其他

單位提供。舉例而言，管理一個證券投資組合，包括基金或股票的

篩選、買進賣出、交易紀錄、所有權轉移、交易憑單寄發貨保管等

服務項目，都可由不同的公司提供，而顧客可能絲毫察覺不到。有

些主要的金融機構專門代理某些模組營業項目，金融業利用這種模

組營業方式外包，加上本身的專門營業項目的搭配，來達到顧客的

多元化的需求。 

舉個例子，共同基金的龍頭之一富達共同基金（Fidelity），傳

統上一向自行處理絕大多數的服務項目。然而，在降低成本的壓力

下，最近則一反前例，將價值110億美元的指數型基金交由金融家

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經營。指數型基金的利潤通常

不高，績效也極易評估。在這個新的合作協議下，金融家信託公司

的指數型基金管理，成為富達共同基金整體服務中的一個隱藏的模

組，就好比福斯汽車瑞森德工廠系統中的供應商。 

金融業中隱藏模組所產生的另一個結果，則是推陳出新的服務

創新。例如藉由先進的科學方法與高速的電腦，設計者可將證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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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為較小的單位，然後重新組合衍生出新的投資理財產品。諸如此

類的創新做法，使得國際金融市場更為開放，而即使國與國間個有

不同的金融實務，亦不妨礙其間的資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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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教育教學模組化應用 

   最近十幾年來模組化的理論用在教學上已很普及，這些理論及應

用對教學的影響也日益深鉅。以兒童教學模組化為例，教學模組

（Module）是一個功能的單位體，可獨立執行其功能，亦可串聯起

來形成更複雜的功能。一個模組是包含一個完整的心智運作歷程或

是包含一個有意義的知識結構。因此，若能將兒童心智運作的歷程

或學習的素材組織成模組的型式，以模組的方式進出兒童的認知系

統，則不僅有利於學習者監控其認知狀態，亦有利於教學者的教學

規劃。以明確的概念及模組的結構作為學習主題，使兒童獲得有意

義的知識結構和有效的過程、技能的教學模式。 

模組化教學活動設計的架構是以教師控制、管理、決策的教學

策略系統及學生個體認知、監視系統做為教、學的監督控制主程式，

經由此主程式引入學習材料庫、學生知識庫、輔助支援資料庫，建

構整個教學活動設計的結構與流程。這些模組可透過傳遞不同的參

數，組合成多樣的學習單元，對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習者，可給予不

同的模組以適應其個別的差異，或將不同的學習內容，以不同的模

組呈現。 

此外，模組化教學的特性是：具有彈性，可透過傳遞不同的參

數，以不同模組組合的方式，設計出一個學習單元依不同的學習能

力，給予不同的模組以適應個別差異的兒童，或不同的學習內容，

以不同的模組呈現以達到多元思考的目的。再則，每一個模組包含

一個完整的心智運作歷程或包含一個有意義的知識結構，故可增進

學習者檢選訊息、組織資訊、形成結構清楚的知識結構，以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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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時知識的檢索、提取與儲存。 

模組化的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生（員）的學習，不僅應用在兒

童階段，同樣在大學的管理教育，要有差異化並創造獨特性，導入

模組化的應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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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製造業應用模組化理論創造競爭優勢 

「模組」在電腦業是一個十分常見的原則。不同的公司各自設

計並生產一些零件，如硬碟或作業軟體，而正因這些模組製造商遵

循同樣的設計規劃，所以這些模組才能組成一個複雜但運作順暢的

產品。因應企業「模組化」的趨勢，企業領導人必須成為公司內部

的知識經理人，因為他們必須要能協調公司中不同的研發部門，以

確保各部門皆致力於公司所欲達成的模組策略。模組（Modularity）

的觀念乃是這些發展的核心---複雜的產品或流程的建立，是經由分

別設計次系統，然後將次系統組合在一起順暢運作。由於模組設計

觀念的廣泛運用，電腦業的產品發展日新越異。事實上，較諸於處

理器速度、通訊或其他科技，模組的運用實為今日電腦業快速發展

的主因。而植基於模組的策略，亦將成為因應產業變革的良方。 

「模組」讓企業得以處理這種越來越複雜的科技。藉由將產品

分解為次系統或「模組」，設計師、製造商與使用者因而獲得極大的

彈性，不同的公司負責不同的模組，並相信經由分工合作，將能生

產出有信譽的產品。 

設計師建立起整體可見的設計規範並負責強制執行，而這些規

範決定機器的不同模組如何能共同運作，位於全球各地不同的設計

部門必須謹守這些規範。然而各部門對其負責的模組中隱藏的設計

元素---（不會影響到其他模組的元素）---又有絕對的控制權。 

不同部門各自發展其模組，大大地增進了此產業創新的速度。

這些公司或單位由於能全心全意地發展一個模組，因而更能提昇產



58 

品發展的品質。再加上許多公司致力於某一模組的設計，產品發展

實驗因而能同時進行。模組設計師們可以海闊天空地進行各種實

驗，只要他們能遵守「設計規範」，以確保這些模組完成後能組合在

一起並和諧運作。在電腦業這種技術不確定性極高，在沒人知道什

麼是最佳方法的產業中，設計師越能靈活地發展與測試模組，則整

個產業創新產品的腳步可能越加快。 

競爭激烈、變化快速的高科技業，他們因應變動的絕活是什麼？

想要管理「不確定」的未來，資訊業有什麼良方？企業價值何在？

「價值」（Value）的創造是企業最重要的使命。企業要能夠獲利，

其產品或服務在消費者心目中所創造的價值必須超過其價格，而價

格又必須超過其成本。如何提高價值，降低成本就是企業經營的要

務。但價值的創造要經過一連串繁複的活動所達成，這一連串的活

動就構成了價值鏈，價值鏈的分析和管理就是達到價值創造目標的

利器。而價值鏈又是由不同層次的供應商所構成的。因此，價值鏈

的管理自然成為供應商的管理。 

廠商、經銷商、供應商形成的供應鏈，應該同心協力共同替客

戶創造價值，彼此應該建立互信，共同研發、分享訊息，將供應鏈

的存貨降到最低，將新產品開發成本降低，縮短新產品上市的時間。

事實上，這些觀念大家都耳熟能詳，如何真正做好供應鏈管理還是

管理上的挑戰，模組化的設計、產品開發的同步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經營經銷商與供應商的關係、資訊系統的互通、全

球供應鏈的建立，均是供應鏈管理的難題。研究者以為，用模組化

的管理來整合相關價值活動才是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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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的優點除了上述所提之外，亦可幫助企業解決潛在問題

及降低相關成本。模組化的設計是將原來的系統構思之設計（如圖

3-1.a）經由模組化概念及Design Rules轉換為（如圖3-1.b）之

個別獨立之模組化架構，以便解決潛在的設計問題，及降低整合各

獨立設計之成本，讓問題容易辨識。 

 
 
 

 

 
 
 
 
 
 
 
 

 

可透過設計規範，將一個系統轉換為各個獨立的模組化設計架

構，使系統架構整合時更容易、更節省時間且對整體成本更節省。

挑戰往往使人更堅強，正因為殘酷的現實，電腦業也發展出一些更

縮短時間，更能克服不確定的做法。模組化（Modularity）就是一個

很好的模式。模組化的好處有下列各點： 

一. 不論公司的產品線有多少種，公司可以先裝配共同的模組，等

到訂單確定後，立刻進行非共同模組的裝配，這樣可以節省不

少時間。 

二. 不同的模組可以在同一時間分別製造，同樣也能節省整個流程

資料來源 Baldwin and Clark,(2000). Modularity after the Crash  

圖3-1.a  模組化前之系統   圖3-1.b  模組化後之系統   

 System Option 

Option

Option
Option Option

Option 

Option 

 Design Rules

圖3-1  模組化系統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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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三. 由於產品零組件是各自獨立的，工程師可以輕易找到問題，大

大減少品管方面的困擾。 

舉一個例子來說，早期的宏碁電腦開發一款供大陸及美國地區

使用的產品時，並不是將大量生產好的產品運到當地市場，而是讓

各地配銷中心負責採購及製作適用於當地的零組件，包括供電系統

等，然後將各模組運到市場當地組裝，並編印使用說明書。這種做

法的製造成本比較高，但關稅、運輸及倉儲成本卻大幅下降了許多，

使總成本降低了15%以上。 

    常見模組運用可分為三種形式：生產模組化、設計模組、使用

模組化。生產模組化關聯到零件及元件標準化和將獨立的單元，組

合成最後的系統。設計模組化，確定將來的步驟，以整體性建構和

標準的介面，各獨立的單元可以設計成模組，可將其個別組合或混

合運用成為完整的系統。其最後可以使用模組化，整合一些可組合

及混合運用的元件，達成整體功能，最後可擴展成大量客製化。大

量客製化可以最有效的方式而達到大量的客製化需求而且又能兼顧

經濟規模及範疇。 

    模組不但激發創新的速率，同時也提高了設計流程中的不確定

性。經理人無從獲知在種種的產品發展試驗中，哪一項將在市場中

嶄露頭角。為因應市場可能的急遽變革，經理人隨時都要做好複雜

的科技與財務的準備。在這些方面創造、觀察與培育儲備資源，將 

較追求企業的穩定效率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