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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模組化應用成效與命題發展 
第一節 B公司模組化執行成效說明 

產品成本的形成可分為企劃與開發、設計與試做、製造準備、

製造和發送等階段，前面兩個階段雖然成本產生的比率極低，但相

對而言，卻已經決定了80%以上的成本，亦即產品成本在設計階段

就已經大致決定。經驗證實，只要產品樣式與試做圖面完成後，即

大致能確定製造成本，故若要削減無附加價值的浪費，必須在源頭

處即予以消除，此即成本企劃產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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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在產品模組

化的發展過程中，以手機案例組成產品平台，透過主軸單元的搭配

選擇，達成以手機產品族滿足多樣化市場需求的目標。而規劃中以

底座和工作台行程產品平台，搭配主軸單元變化的模組化發展方

向，顯示B公司在整形成用的研發上已逐漸從模組化概念的啟蒙階

段走向實際應用階段。   

如表 5-1所示，B公司推行零件標準化、共用化及產品規劃模組

化等模組化管理，幾年下來成效顯著競爭力明顯提昇。改善前樣式

有8萬多種料號，減成2萬5千種；零件品質指數由原來1520 DPPM

變成530 DPPM；平均交期由15天變為6天；整體成本下降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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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總庫存降低2天（約5~6億台幣）。 

 

        
影 響 優

勢 內容 
模組化

執行前

模組化

執行後
備註 

整體製造成本 
200元 185元 整體製造成本下降 15元

(7%~8%) 
料號 80,000 25,000 ----- 

模具共用之產品數 4 15 ----- 
成本 

平均庫存（天）  ↓2天 ----- 

品質 綜合品質 1520PPM 530PPM ----- 
零件尋找正確零件時

間 120秒 7秒 ----- 

新產品開發時間 216天 151天 ----- 
新延伸產品上市時間 75天 34天 ----- 

作業時間 76分鐘 59分鐘 ----- 
接單到出貨時間 15天 6天 ----- 
SOP製作時間 25分鐘 7分鐘 ----- 

交期 

出貨達成率 98% 99.5% ----- 
換線時間 15分鐘 4分鐘 ----- 
每季新增客戶 2 3~5 ----- 
每年新增產品 9 21 ----- 
重複使用原有 
知識次數 4次 14次 ----- 

彈性 

產品功能 7種 11種 ----- 

 
 

 

註：資料來源  本研究 

表5-1 B公司執行模組化策略效益會總表 

註： * 綜合本研究個案執行各階段模組化後所得到之效益 
* 整體成本執行前約200元 
整體成本執行後約185元 
效益約為整體致造成下降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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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命題發展 

依照第一章的研究目的，第三章的應用概念及第四章的個案分

析，本章節提出多項命題，做為本研究之探討。 

 

  

 

命題 1 零件簡化與標準化有助於製造商推動供應鏈管理 

零件簡單化，減少產品的零組件、裝配件或可選擇的零組件及

採用可共用的或可互換的零組件等各項程度越高時，企業在推行供

應鏈管理的活動則越順暢，尤其是在講求多元分工的資訊電子業的

製造商，快速反應市場變化之需求，降低庫存風險縮短整體供應鏈

時間。 

例如在 B公司個案研究中 LCD Monitor產品，零件簡化及標準

化的程度比 Projector產品高。相對的 B公司的 LCD Monitor產品的

供應鏈管理較順暢，與廠商及客戶之間的互動關係較好。 

 

圖5-1 命題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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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2 零件簡化與標準化顯著影響製造商的備料管理的成效 

零組件少樣及共用化的程度越高，使得製造商的備料管理越容

易掌握。相反地，零件組件越多，則備料管理越複雜，失敗的機會

增加，備料風險亦隨之增加。 

在個案中，LCD Monitor產品的零件共用程度最高，GSM產品

次之，Projector 產品最低，如第四章表 5-8 模組備料策略表就是屬

於 Projector產品，其備料管理複雜程度就很高，風險相對增加。 

  

命題 3 設計模組化是影響製造商供應鏈管理成效的關鍵因素 

設計模組化可迅速整合各功能單元成為系統或產品，滿足顧客

之需求，促使製造商在供應鏈管理活動更好。同樣地針對供應商方

面，設計模組化，使得上下游供應鏈更順暢，更有能力迎戰市場的

不確定性。 

例如個案中，B公司之 LCD Monitor設計模組化程度較高，與

供應鏈上下游的關係較好，顯示了設計模組化顯著影響供應鏈管理。 

 

命題 4 設計模組化與同步工程的運用密不可分 

設計模組化是透過常使用的功能單元，形成常用模組再整合最

後的系統或產品。設計模組化必須依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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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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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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設計模組化與同步工程發展息息相關。 

在個案中 B公司手機產品的同步工程發展成熟度較高，結合製

造單位回饋意見，使從設計到製造的過程較為順暢。同步工程促使

設計人員發展出有利製造的設計模塊，共用的設計模塊越多則設計

模組化程度相對提高。B 公司的手機產品同步工程相較於其他產品

其程度較成熟，使得設計模組模組化的程度則相對比其他產品高。 

 

命題 5同步工程的推動是製程模組化的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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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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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同步工程的執行，更能幫助製程模組化發展更健全，透過

資訊分享及整合，使得設計與製造的「遊戲規則」的相互認知程度

變高，產品從設計到製造更順利。製程模組化管理與同步工程的執

行息息相關。 

在個案分析中，發現 B公司的 LCD Monitor產品同步工程執行

程度較 Projector產品高，則 LCD Monitor產品的製程模組化之管理

相對地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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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6 製程模組化是促成彈性製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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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在產品模組

化的發展過程中，以手機案例組成產品平台，透過主軸單元的搭配

選擇，達成以手機產品族滿足多樣化市場需求的目標。製程模組化

既是模塊式的組合及搭配，可靈活運用，可隨時應需求而變化，是

具有高度彈性，亦是彈性製造的基礎。 

個案中發現 B 公司執行製程模組化後，不但可降低製造成本，

快速使用資源使得操作效率提高，亦可累積知識使生產技術更精

進，方便安排工作而縮短作業時間，防止錯誤發生提高作業品質。

能事先做模組化安排及訓練，縮短新產品生產進度而提前上市機會

增大。比較非模組化安排，模組化則較具彈性，可快速反應。執行

製程模組化後其彈性相對提高，平均換線時間由原來每次12分鐘變

成 4 分鐘，提高了換線及彈性製造之能力，可快速反應市場需求及

改變。 

 
命題 7 模組化管理讓企業容易導入大量客製化，並且能產生規模範

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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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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司所製造 33XX 及 72XX 等系列之手機主要就是運用模組化

的概念，以產品進行分類，將產品功能與外觀作分別，而在相類似

之手機型號則使用多數相同之手機零件，如I/O、SIM、LCD等部分；

或變動晶片功能或另改變不同之驅動程式，使手機功能更多樣，形

成不同之手機。而實際上其亦為在產品設計初期即對產品設計模組

化以降低設計與製造上費用，另在其外殼上的設計更換更是使其產

品更富多樣化，同樣也使得產品熱賣，符合流行上的需求。 

B公司另一款手機26XX系列之設計缺乏模組的概念，其大量客

製的能力就比33XX及72XX系列差。 

 

命題 8模組化之推行有助於製造商降低產品的整體成本 

產品成本的形成可分為企劃與開發、設計與試做、製造準備、

製造和發送等階段，前面兩個階段雖然成本產生的比率極低，但相

對而言，卻已經決定了 80%以上的成本，亦即產品成本在設計階段

就已經大致決定。而模組化管理才能在產品開發、設計階段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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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將成本就控制住。 

在個案 B 公司推行「零件簡化、標準化」「產品模組化」「設計

模組化」「製程模組化」「備料模組化」等模組化管理之活動後，其

執行後之成本及效益改善了7~8%。由此可知，模組化推行有助於製

造商改善成本及效率之企業競爭優勢。 

 

命題 9 模組化之推行有助於提昇製造商品質優勢 

模組化是一種創新策略，是達成大量客製化的有效推手，其能

將一些標準的單元，整合不同功能的模組，快速有效的組合成新的

功能，所以是企業彈性化的最佳途徑，亦是達到企業兼顧「大量生

產」之好處及符合「客製需求」之「大量客製化」產品的基礎。模

組化之管理確實能提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產

品又能兼具低成本、高品質、短交期，也較能有彈性化策略來應付

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常用單元被模組化整合才使用，除了可以免去

許多不必要的驗證，對於常使用的模塊，如電子電路、零件組合、

製程安排模組之品質控制較有把握，其可靠度亦相對提高。 

在個案研究中發現，B 公司在推動模組化管理活動時比較執行

前後品質效益有顯著提昇，由執行前的 1530PPM 改善為執行後的

530PPM。由此可知，模組化管理之推行，有助於製造商提昇品質的

競爭優勢。 

 

命題 10 模組化之推行顯著影響製造商之彈性優勢 

模組化之推行，促成製造商的內部資源可靈活、更有效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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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化之理論驗證到實務上的運用是行得通的。模組化是使得企業將

已有的知識和智慧先單元化，使其趨近於標準化，並有系統的整理

成各常用之模組；重複性的使用常用之單元，使得既有的知識不斷

的使用，也算是一種知識管理（KM）。 

在個案中 B 公司推行模組化管理後，其執行前與執行後之比

較，企業之彈性明顯增加，由原來的每季增加客戶數 2 個變成 3~5

個，每年新增產品由 9個提升到 21個，重複使用的知識由原來平均

4次提升到 14次，產品功能由原來 7種變到 9種，換線時間由原來

的 15分鐘變成 4分鐘。所以，可確定模組化之推行顯著影響製造商

之彈性優勢。 

 

命題 11 模組化之推行顯著影響製造商之交期優勢 

模組化之推行可影響到接單效率、交期，進而影響製造商長期

競爭力，較能對應市場的不確定性及產業競爭。模組化管理能促使

交期縮短，促進接單效率，及縮短新產品上市時間。所以製造商推

行模組化管理會使企業產品交期縮短。 

在個案中，B公司在執行模組化管理之前後比較，其交期縮短的效

益明顯改善，由原來平均 15天變成 6天，新延伸產品上市時間由原

來 75天變成 34天。可明顯地了解，製造商在推行模組化管理會顯 

著影響其產品之交期，並提昇企業之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