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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就本研究相關之議題分為幾個方向來進行。首先了解什麼是供應鏈管

理，接著對物流與逆向物流進行定義與區分，最後再針對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供應

鏈管理策略及研究方法所採用的模擬(Simulation)做文獻探討。 
2.1 供應鏈管理 

 供應鏈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已經是每個企業在全球化營運過程

中不可避免的管理議題，而供應鏈管理的探討範圍更是相當的廣泛，因此在本節

先分別針對供應鏈(Supply Chain)與供應鏈管理做文獻探討。 
2.1.1 供應鏈 

 根據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SCC)對供應鏈的定義為：供應

鏈包含了從生產至運送最終產品到客戶手中這項過程的所有活動，並串聯了供應

商、製造商到最終顧客的所有成員。 

 供應鏈包含「商流」、「物流」、「資訊流」、「金流」。商品從生產者到

消費者之間不斷轉賣的價值形態轉化過程，也就是商品所有權在不同的所有者之

間轉移的過程，屬於「商流」；有了「商流」後才有商品的實體配送過程，也就

是所謂的「物流」；因為商品所有權移轉過程中現金支付、收款的過程稱為「金

流」；以及為了有效完成供應鏈中各成員之間各項交易流程，所採用的資訊技術

為「資訊流」(李文文，2005)。企業透過供應鏈上廠商的整合能夠帶來整體成本

減少、製造效率提升、在全球化競爭中更具優勢，現今企業已經不能再進行單獨

資源戰，而是供應鏈對供應鏈之間的整體戰。 

 

2.1.2 供應鏈管理範疇 

 供應鏈管理是在1980年代早期被由Oliver &Michael(1982)所提出，隨即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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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注意，之後更有許多的學者投入研究及試著定義供應鏈的架構。 

 Simchi-Levih等學者將供應鏈管理定義為：利用一連串有效的方法，來整合

供應商、製造商，倉庫和商店，使得商品可以正確的數量產生，並在正確的時間

配送到正確的地點，為的就是在一個令人滿意的服務水準下，使整體系統成本最

小化。 

 而依據供應鏈協會對供應鏈管理的定義則為：供應鏈管理包含了管理供應與

需求的平衡，原物料和零件的取得、製造及組裝、倉儲及存貨追蹤、訂單輸入及

管理、實體配送的物流活動和運送至最終顧客的完整過程。 

 從上述的定義我們可得知供應鏈管理是一個整合性的網路架構，貫穿了原料

供應商之消費者之間的所有企業交易與合作流程。也就是管理整個供應鏈上所有

商流、物流、金流、資訊流的活動，如圖2-1所示。 

資訊流

Supply Chain Planning

資訊流 資訊流

供應商 製造商 配送商 零售商 顧客

資訊流

物流 物流 物流 物流

金流 金流 金流 金流

Supply Chain Execution

圖2-1 供應鏈管理範疇

資料來源：陳政龍，產業供應鏈組態對供應鏈管理策略與公司績效影響之研究(2002)
 

 

2.2 物流與逆向物流 
 物流的定義很廣，本節我們先針對物流的定義進行說明，然後再對逆向物流

等相關文獻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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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物流 

 根據美國物流管理協會(Counci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USA, Definition of 

Logistics)之物流管理定義：「物流管理是供應鏈程序的一部分，其專注於物品、

服務及相關資訊，從起源點到消費點之有效流通及儲存的企劃、執行與控管，以

達成顧客的要求。」(美國物流管理協會網站)另外根據中華民國物流協會對物流

的定義：「物流是一種物的實體流通活動的行為，在流通過程中，透過管理程序

有效結合運輸、倉儲、裝卸、包裝、流通加工、資訊等相關物流機能性活動，以

創造價值、滿足顧客及社會的需求。」由是可知，物流是一種活動，物流是透過

人才、資金、情報、技術等經營資源，將運輸、倉儲、裝卸、包裝、流通加工、

資訊等個別的活動予以統合化、效率化，以提高對於顧客的服務品質。(中華民

國物流協會網站 )。上述兩者的定義都清楚地定義物流是一種流程，它必須用有

效率的方法管控從原料起源點至消費點間所有的活動跟產品，這種傳統的物流我

們稱之為正向物流。 

 

2.2.2 逆向物流 

 美國逆向物流協會(Reverse Logistics Executive Council, RLEC)將逆向物流定

義為：「逆向物流是一種物品移動的過程中，從最終目的地移動至其他地點，主

要是為了獲得在其他方面無法得到的價值，或是為了對產品做適當的處置。」進

行逆向物流的目的分為兩種，一種是為了符合法律的規範進行廢棄產品的再處

置，一種是為了達到產品再利用再得到額外的價值。其中逆向物流的活動包括如

下： 

一、 產品退回的處理，例如：損壞的物品、週期性的退貨(seasonal)、重新補貨

(restock)、廢物利用(salvage)、產品召回(recall)或是超額存貨。 

二、 回收包裝材料及減少包裝容器。 

三、 產品維修(reconditioning)、再製造及翻新(refurb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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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廢棄設備處置。 

五、 有害物質的規劃。 

六、 資產復原(asset recovery)。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所謂的逆向物流是指從客戶手中回收使用過的產品所

必需的一系列活動，目的是對回收品進行處置或是再利用。換言之即是將舊產品

從消費者的身上將其回收，再重新處理、重新製造、重新銷售到市面上的種種活

動，或者可以更簡單的解釋成取回顧客使用過的產品，然後將產品妥善丟棄或再

利用的一連串行為(Fleischmann et al.,2000)如圖2-2所示。 

供給
Suuply

生產
Productio

n

配送
Distributi

on使用
Use

收集
Collection

檢驗分類
Test/Grade

再處理
Re-processing

再配送
Re-Distribution

再使用
Re-use

丟棄
Disposal

圖2-2 逆向物流活動
資料來源：Moritz Fleischmann, Hans Ronald Krikke, Rommert Dekker, Simme Douwe P. 

Flapper, “A characterization of logistics networks for product recovery＂, 2000  

 在 Fleischmann 的觀點中，逆向物流活動主要由收集(Collect)、檢驗分類

(Test/Grade)、再處理(Re-processing)和再配送(Re-distribution)這四階段所構成，

這四階段說明如下： 

一、 收集：此階段的功能在收集退回的產品，收集的成敗對整個逆向物流成本

結構有很大的影響力，整個回收網路基本上是由許多的回收點加上物流的

運輸通路管道組成。 

二、 檢驗分類：檢驗分類決定了回收貨品的流向。回收的物品在經過此流程後

才能明確的知道應該被運送到哪個合適地點再做進一步的處理。檢驗分類

做的好才能節省運送成本，減少不必要的運送。 

三、 再處理：在整個逆向物流中，通常需要很大的投資在此階段上。投資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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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大部份在特殊的製造設備上。 

四、 再配送：此階段重組了傳統的配送網路。若能整合回收網路那將使運輸設

備的使用更具效率及效益。 

 其中對於上述相關活動亦有許多學者加以探討，例如：收集過程中依金晨

澤、張宏偉(2005)將收集路線分為兩種；A 路線與 B 路線(圖 3-2)，依據不同的路

徑與回收品的數量及大小來規劃最適當的回收路程。 

回收中心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中心

圖2-3 兩種回收路線比較

資料來源:金晨澤、張宏偉，基於低成本的逆向物流回收策略探討(2005)

路線A 路線B

 在檢驗分類過程中，企業會檢驗回收品並且給予一個分數來決定回收品是否

丟棄(Disposal)或再處理，檢驗過程中會進行一些前置處理如切碎、拆卸的動作，

適當地點與時機做好檢驗分類可以節省許多成本，例如，提早檢驗分類能夠早一

點去除不符合回收標準的回收品同時也能夠將回收品先行處理使其體積變小，使

得卡車總體運輸量提升，節省運輸成本。Fleischmann(2001)依據收集檢驗回收品

的處理地點與再處理地點的不同，將其檢驗分類方式分為二種，集中式檢驗

(central testing)(圖 2-4)與分散式檢驗(local testing)(圖 2-5)。 

檢驗分類工廠
再處理工廠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圖2-4 集中式檢驗

檢驗分
類工廠

回收地

回收地

回收地

圖2-5 分散式檢驗

再處理
工廠檢驗分

類工廠

 

 在了解正向物流與逆向物流的定義後，我們可以將兩者做一個比較，正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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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與逆物流的差異除了活動的順序不同外，兩者之間存在有四個極為明顯的差異

(李強，2002)，如下所述： 

一、 逆物流產生的地點、時間與數量是難以預測的，而正向物流與其不同，在

於數量、發貨地點及準時為基本要求。 

二、 逆物流產生的地點較為分散、無一定的規則，且不能集中一次向接受點轉

移。 

三、 逆物流發生的原因，通常與產品的品質與數量異常有關。 

四、 逆物流的系統與作業方式，通常比正向物流來得複雜且多樣。 

 

2.3 SCOR Model 

 1996 年 ， PRTM(Pittiglio Rabin Todd & McGrath) 和 AMR(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以及超過65家的企業共同成立了供應鏈協會(SCC)。該協

會成立的目的即是發展一個跨產業的標準供應鏈模式，以幫助企業溝通、建立供

應鏈的基本規範。SCC更於2000年提出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 (Supply Chain 

Operation Reference Model, SCOR Model)，到現今已經更新到SCOR 7.0版本。底

下將先簡介SCOR Model並做進一步的探討。 

 

2.3.1 SCOR Model簡介 

 SCOR模型是一套主張透過流程觀點、績效評估觀點與業界實施最佳方案觀

點來建立供應鏈架構的工具。每一個觀點都是以由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逐步

解剖供應鏈，並且互有相關。本小節就本研究中所參考的流程觀點進行文獻探

討，至於績效評估觀點與業界實施最佳方案觀點並不在本研究的範圍內，因此不

再多加描述。SCOR模型定義五大管理流程作為企業建構供應鏈模型的參考依

據，並以階層式方式制定各流程下的基本要素、定義出各管理流程間的關係。然

而這一套參考模型對於分析供應鏈的流程尚有其範圍限制，諸如：產品銷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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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市場預測流程、產品研發流程或是售後服務流程都不在SCOR中。SCOR 亦

不期望將每一個可能的商業流程都納入規範內，因為該模型旨在成為一套跨產業

的標準，整個模型的建立並不希望是依據特定的產業而制定(林則孟，2003)。

SCOR以從上而下、粗略到精細的層級式架構來描述企業的標準流程，總共分為

四個層級，茲分述如下： 

一、 流程型態層級(Process Type Level；Level 1) 

這個層級提供基本的五個區塊來描述企業供應鏈本體，五個區塊分別為

Plan(規劃)、Source(採購)、Make(製造)、Deliver(配送)、Return(回收)，透

過這層級我們可以看出供應鏈上成員彼此之間的基本流程如何串接。(圖

2-6) 

圖2-6 SCOR 五個基本流程型態

資料來源：Supply Chain Council網站，2005

 

二、 流程種類層級(Process Category Level；Level 2) 

 企業在此層級上必須將上一層級選定的 流程加以分類，也就是選定流程的

作業策略，例如，在Make流程下又分為Make To Stock、Make To Order或Engineer 

To Order，企業根據本身的製造作業流程來選定第二層級作業策略。假設企業是

接受顧客訂單後才將最終產品組裝運送至客戶時，便是屬於Make To Order，企

業在規劃製造流程時便可參考SCOR模型下的Make To Order流程來制定作業程

序。 

三、 流程元素層級(Process Element Level；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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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的描述在此層級進入細部流程的階段，說明在第二層級的流程種類下的

每一個細部元素，例如，以Source Stocked Product(S1)的流程來說，細部就由5個

元素組成，分別是S1.1排定接收物料的排程(Schedule Product Deliveries)、S1.2接

收物料(Receive Product)、S1.3驗料(Verify Product)、S1.4進料(Transfer Product)

與S1.5付款(Authorize Supplier Payment)。 

四、 實作層級(Implementation Level；Level 4) 

 第四層級在SCOR模型中並沒有被加以定義，為了描述比流程元素層級更詳

細的流程，實現層級的流程就會開始隨著產業別的差異而有不同，因此第四個層

級將留予企業體依據實際流程狀況加以繪製。 

 

2.4 供應商管理存貨 

 供應商管理存貨(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VMI)為一種庫存管理方案，強

調由供應商直接管理並取得下游零售商的需求及存貨資訊，並做出適時的補貨決

策，降低了資訊的不確定性，藉此簡化補貨作業，提高供應鏈的效率。過去有許

多學者提出VMI定義，但由於各學者所研究的對象和目的不盡相同，因此對VMI

的定義也不完全一致，各學者定義如下： 

一、 Betts(1994)認為VMI是供應商從零售商取得銷售點資料(Point of Sales, 

POS)或倉庫存貨資料，使用這些資料做存貨、補貨的決策分析。 

二、 Way & Irastorza(1996)亦指出VMI是供應商在零售商店管理庫存的運用方

法，同樣也可運用到經銷商透過需求預測的計算、與各種存貨決策模式來

做庫存的補貨作業。 

三、 Yossi(1998)則認為VMI相似於直接補貨，是正在發展與建立的夥伴關係，

主要是供應商被要求付予責任來管理零售商的產品供應與存貨之管理。 

四、 翟志剛(1998)認為VMI是掌握銷售資料和庫存量，作為市場需求預測和庫

存補貨的解決方法，藉由銷售資料得到消費需求資訊，供應商可以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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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劃、更快速的反應市場變化和消費者的需求。 

 翟志剛與王裕文(1998)更提出VMI系統作業流程主要分為兩個模組，一個是

需求計劃模組：協助供應商作庫存管理決策，準確的預測訊息可協助供應商在決

定銷售產品的種類、銷售對象、產品的售價、及銷售時機之決策參考；第二個是

配銷計劃模組：有效的管理庫存量，利用VMI配銷計劃模組可以比較庫存計畫存

量和實際庫存量，並得知目前庫存量尚能維持多久。所產生的補貨計畫是依據需

求預測模組得到的需求預測、與批發商約定的補貨規則(如最小訂購量、配送前

置時間、安全庫存)、配送規則等。至於補貨配送方面，VMI可以自動產生最符

合經濟效益的配送策略建議(如運送量、運輸工具的承載量)及配送時程。 

 VMI在實際實施上有兩項指引可供參考(資訊工業策進會，台灣供應商管理

庫存導入指引)，包括運作前的協議與每日例行工作流程(Daily Work Process)。運

作前協議為在進行實際上線前，供應商與零售商必須有的協議，包括有以下五項： 

一、 安全庫存量的協議: 庫存目標值是雙方所追求的庫存量是要做到每個品

項有不同的依據，還是只要分到品類就可以了，另外預測的計算方式上，

是要以過去的平均值計算，還是依系統預估出的未來需求。 

二、 前置時間的協議: 前置時間是依據訂單確認後的幾天內要送達產品，如果

未能收到庫存資訊或確認訂單時應如何處理，如自動延後一天出貨等。 

三、 最小訂貨量的協議: 雙方所考量的經濟規模為何，基本訂貨單位是什麼，

棧板、箱還是單一品項，如不足一基本單位或經濟規模時是決定要以基本

單位出貨或者不出貨，雙方必須在缺貨與庫存上做一決擇。 

四、 促銷處理的協議: 對於產品的促銷除在促銷期間內不列入預測系統內計

算外，是否要在促銷結束後調整原產品或者相關產品的預測數字。另外雙

方如何處理促銷的產品，如先協議一定數量分批出貨等處理。 

五、 季節性需求: 和促銷相似，有些產品有淡旺季，以及特定節日的需求，雙

方該如何處理相關問題。 

 VMI每日例行工作流程(Daily work Process)，為雙方上線後的例行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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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驟，VMI的每日工作開始於零售商的物流中心(DC)，首先由物流中心

傳送物流中心的結餘庫存量與出貨量等資訊至供應商(其中物流中心對店面的缺

貨量與在途庫存量兩項資訊可選擇性提供)。 

第二步驟，供應商於收到資訊後先行確認資訊的有效性，如資料是否完整、

沒有重複等，進一步再將沒有約定進行 VMI 的產品資料分離出來，如正在促銷

的商品，最後將剩餘的資訊合併於 VMI 系統的銷售預測資料中。 

第三步驟，供應商依據零售商的安全庫存量、預測系統提供的預測需求量

以及產品配送前置時間等資訊，經由 VMI 系統計算出最初的建議訂單，包括建

議的訂購產品品項以及訂購量。 

第四步驟，供應商依據最初的建議訂單，查詢內部系統確認實際庫存量，

進一步修正建議訂單為實際可以出貨量的訂單，同時供應商可以選擇鎖定庫存以

避免其他通路或部門於 VMI 流程尚未決定出貨前先行調用庫存。產生修正後訂

單後傳送給零售商的物流中心。 

第五步驟，零售商的物流中心，收到建議訂單後，依據本身的經驗與相關

的資訊進行訂單的核對與修改，確認後回覆於供應商。 

第六步驟，供應商於收到零售商的確認訂單後，則依訂單進行出貨作業，

有些零售商會要求供應商提供實際的出貨資訊，供應商則會做出貨資訊的回傳。 

最後，零售商於物流倉庫驗收產品入庫，供應商如有先行提供出貨資訊，

則可以電子方式掃瞄核對入庫。 

 

2.5 存貨策略 

 對企業而言，存貨在某種程度上能夠代表企業的績效表現，也就是說當存貨

能被有效控制時，成本不會浪費也能滿足客戶的要求；當存貨不能被有效控制

時，那麼在存貨成本上的支出必將成為浪費，因此一個好的存貨策略對企業是相

當重要，王尹(1995)對存貨管理提出連續盤點制與定期盤點制(Continuous ver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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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Review)。 

一、 連續盤點：在非機率性需求的情形下，需求為已知，則可推算出現有存貨

量，如同是隨時都在檢查存貨。 

二、 定期盤點：在機率性需求的情形下，需求是未知的。除了可以像在非機率

性需求的情形下依樣，隨時連續地檢查存貨外，也可每隔一段固定的時

間，檢查一次存貨。 

 接著根據二種不同盤點方法所採用的策略做說明，其中(s,Q)存貨策略與(s,S)

存貨策略是屬於連續盤點制；(R,S)存貨策略與(R,s,S)存貨策略是屬於定期盤點

制。(Silver et al.，1998) 

一、 (s,Q)存貨策略 

 此系統為一連續盤點系統，每當庫存量小於在訂購點s時，一固定數量Q將

被訂購。此系統優點：相當直接且不易發生錯誤，供應商對於下游的需求是可以

預測的；缺點：由於此系統的不可修正性，當需求量大於訂購量Q時，將無法有

效率的處理。(圖2-7) 

再購點s

再購量Q

時間

存
貨
量

圖2-7 (s,Q)存貨策略

 

二、 (s,S)存貨策略 

 此系統為一連續盤點系統，當庫存量降至再訂購點s時，將訂購至總存貨現

況到達S，因此每次訂購量為一變數，也就是S= s + Q。此系統優點：經由(s,S)

存貨模式所計算的總成本比(s,Q)低，但計算上比較複雜；缺點：(s,S)系統其每次

訂購量為變數(variable)，導致供應商預測較為困難。(圖2-8) 



15 

再購點s

存貨量S

時間

存
貨

量

圖2-8 (s,S)存貨策略
 

三、 (R,S)存貨策略 

 此系統為一定期盤點系統，每隔一R時間單位，訂購數量至總存貨現況到達

S，因此其訂購數量為一變數，而且通常在擁有固定供應商條件下使用。此系統

優點：可由時間的變化來得知需求如何變化。(圖2-9) 

存貨量S

時間

存
貨

量

圖2-9 (R,S)存貨策略

R R R

 
四、 (R,s,S)存貨策略 

 此系統為一定期盤點系統，結合(s,S)與(R,S)系統，每隔R時間單位盤點可用

庫存量，當可用庫存量低於再訂購點s 時，則下訂單使庫存量達到S。(圖2-10)。 

存貨量S

時間

存
貨
量

圖2-10 (R,s,S)存貨策略

R R R

再購點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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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Lee J. Krajewski et al(1998)的書中提到主要的存貨控制系統有： 

一、 連續盤存系統(Continuous Review System) 

 企業對於存貨系統設定一再購點(Reorder Point)，只要企業的存貨量低於

再購點存貨水準，即從事下單的動作，而每次訂購的數量為經濟訂購量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EOQ)。 

二、 定期盤存系統(Periodic Review System) 

 企業每隔P期便對存貨進行盤點及從事訂購的工作，每一次的訂購量為目

標存貨量減去企業實際盤點後的存貨量。 

三、 Optional System 

 企業每隔P期進行存貨盤點的工作，但只有存貨數量低於再購點(Reorder 

Point)才從事訂貨的工作，而每一次訂購的數量為目標存貨量減去實際盤

存後的存貨數量，所以當中的s為再購點，而S為目標存貨量。 

整理上述各學者的觀點後，把主要的存貨管理策略整理如表2-1。 

表2-1 存貨策略表 

存貨策略 盤點方式 規則 

(s,Q) 連續盤點 當庫存量降至再訂購點s時，訂購固定數量Q 

(s,S) 連續盤點 當庫存量降至再訂購點s時，進行採購使庫存量增至S

(R,S) 定期盤點 每隔R時間單位，進行採購使庫存量增至S 

(R,s,S) 定期盤點 
每隔R時間單位盤點庫存量，當庫存量低於再訂購點s

時，進行採購使庫存量增至S 

資料來源：整理自上述各學者觀點。 

 

2.6 製造策略 

 供應鏈上有各種製造策略，根據Miltenburg的研究所提出的定義，製造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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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三種也就是計劃式生產 (MTS)、組裝式生產 (ATO)以及接單式生產

(MTO)。以下就針對這三種製造策略做簡略的說明： 

2.6.1 計劃式生產(Make to Stock , MTS)  

 所謂計劃式生產策略就是根據市場預測需求，依此預測來訂定生產計劃、主

生產排程以及物料和產能計劃來進行生產。而當顧客訂單產生時，直接以存貨來

滿足顧客的需求。其優點是可使顧客訂購的前置時間較短，提供顧客較好的服務

水準，但是其缺點是企業必須承受存貨囤積的壓力以及預測不準的風險(楊昭

峯，2002)。我們可以用圖 2-11 來表示計劃式生產策略的流程。  

零件供應
商

供應商倉
庫

組裝廠 配銷倉庫
市場通路

商

市場預測需求

圖2-11 計劃式生產流程

資料來源：楊昭峯，製造策略對逆向供應鏈績效之影響(2002)

訂單訂單MRP訂單

 

2.6.2 組裝式生產(Assembly to Order , ATO)  

所謂組裝式生產策略就是裝配零組件視為成品，所有最終完成品之零組件

依其所需分別排定其主生產排程，並視同為最終產品來庫存。而最後的裝配作業

於最終裝配排程(Final Assembly Schedule，FAS)中來安排排程。其中物料需求規

劃也就是工廠生產作業是由之前所描述已安排主排程之各模組來驅動，而不是由

FAS來驅動。而在目前競爭如此激烈的環境之下，組裝式生產策略的優點在於能

夠滿足需求型態為多種產品但較少訂購量且需快速回應的顧客，而且可以使得企

業的存貨量較低，且可以較快速的滿足顧客的需求。但是其缺點是模組化分類、

零件模組分類以及模組設計均須視顧客之需求而加以更新，否則會造成所生產零

件不適用以及存貨過多的現象發生(楊昭峯，2002)。我們可以用圖2-12來表示組

裝式生產策略的流程。  



18 

零件供應商 供應商倉庫 市場通路商

市場預測需求

圖2-12 組裝式生產流程

資料來源：楊昭峯，製造策略對逆向供應鏈績效之影響(2002)

訂單訂單

 

2.6.3 接單式生產(Make to Order , MTO) 

所謂接單式生產就是根據顧客的訂單，來設計以及製造顧客所需的產品。

而生產計劃則是依據所收到訂單中所指定的組成產品原料以及零件來規劃生產

排程。其優點為可以完全依據顧客的特殊要求來製造其所需產品，且可將存貨降

至最低。但是其缺點則是顧客等待的前置時間會較長(楊昭峯，2002)。我們可以

用圖2-13來表示接單式生產策略的流程。 

零件供應商 供應商倉庫 組裝廠 市場通路商

市場預測需求

圖2-13 接單式生產流程

資料來源：楊昭峯，製造策略對逆向供應鏈績效之影響(2002)

訂單MRP訂單

 
2.6.4 產品回收再製策略 

Goggin and Browne(2000)提出R-CODP(Customer Order Decoupling Point for 

Recovery operations)的方法，用於描述產品經回收後，針對不同之再製造策略進

行生產。這個方法是根據顧客對於生產排程以及所要再製產品的影響程度來建立

的。我們可以用圖2-14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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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點 運送點

計劃式再製造

接單後再組裝

拆解後再製造

接單式再製造

圖2-14 產品回收再製的製造策略

資料來源：Goggin and Browne ,Towards a taxonomy of 
resource recovery from end -of-life products ,2000

 
上圖之△表示分隔點，也就是表示顧客的影響程度。底下我們將針對這些再製策

略作一簡略介紹：  

一、 計劃式再製造(Recovery to Stock, RTS)策略： 

根據市場預測需求來訂定生產計劃，而產品進行回收再製造來自於市場的期

望需求，且對於產品的回收可能包括產品、零組件等。其優點是當接到顧客

訂單時，直接由存貨來滿足顧客需求，因此顧客訂購的前置時間較短。  

二、 接單後再組裝(Re-assemble to Order, RATO)策略： 

將回收可再用的零組件重新進行組裝，當接到顧客訂單時，才進行重新組裝

再製造作業，通常適用於生產種類較多的產品，而產品的零組件屬於標準化

或模組化的設計，且產品的零組件庫存分兩種，一種是回收的零組件，已被

修復可再利用，另一種是部分新的零組件。  

三、 拆解後再製造(Disassemble to Stock, DATS )策略： 

將回收的產品先進行拆解或再製造成為可再用的零組件，然後根據顧客訂單

的需求，再將其零組件重新進行再製造，此策略適用於剩餘價值較高的產

品，且再製產品的需求不確定的情況。  

四、 接單式再製造(Recover to Order, RTO)策略： 

根據顧客之訂單進行產品再製造作業，生產計劃完全依照訂單所需的產品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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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與原物料來規劃，則該策略的前置時間相當長，且適用於需求量較小的

產品或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  

Guide Jr. et al.(2003)針對封閉型供應鏈(Closed-Loop Supply Chains)系統，考

慮產品經回收再利用的情況下，探討產品重新再製造的生產計劃與控制的管理活

動，分別針對三種不同再製造生產策略進行分析(如表 2-5 所示)。其再製造生產

策略為(1)計劃式再製造(Remanufacture-to-Stock, RMTS)策略，(2)組裝式再製造

(Reassemble-to-Order, RATO)策略， (3)接單式再製造 (Remanufacture-to-Order, 

RMTO)策略。  

表2-2 不同再製造策略的計劃重點、層級、關鍵決策  

策略 計劃重點 計劃層級 關鍵決策 

RMTS 競爭核心是供給來自

市場需求 

最終項目為核心 回收再利用的物料/零組件

替代的物料/零組件 

RATO 
半成品或零組件符合

市場需求 
半成品或零組件 

最終裝配排程 

半成品或零組件 

回收再利用的物料/零組件

替代的物料/零組件 

RMTO 替代的物料/零組件的

需求符合市場預測需

求 

物料/零組件 

半成品或零組件 

替代的物料/零組件 

資料來源：Guide Jr. et al. , Building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Closed-Loop Supply 
Chains with Product Recovery, 2003 
 

2.7 配送策略 

 一般而言在供應鏈系統裡常使用的配送策略有三種：( Simchi-Levi et al. 

2000) 

一、 中央庫存系統：倉庫本身須持有存貨來因應零售商的隨機性需求，平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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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須將貨品運至倉庫儲存，當需求產生時，再根據各群聚零售商的需求

來做配送。 

二、 Cross-docking系統：物品直接從供應商經配銷中心運送至零售商群的手

中，在配銷中心的停留時間不超過12小時，此時的配銷中心主要具備整合

下游零售商群貨物的功能，而不具儲存的功能。 

三、 直接配送系統：直接配送即是商品不經過倉庫及配銷中心，製造廠或供應

商直接將商品運送至零售商群。 

 以上三種配送方式如圖2-15所示。 

供應商
中央倉
庫

供應商 快速通過

供應商

中央庫存系統

Cross-docking系統

直接配送系統

零售商群

圖2-15 三種配送策略
資料來源：陳秉舜，在供應商代管存貨機制下，比較不同配銷及存貨策略 (2004)

 
2.7.1 倉儲主要功能 

 倉儲主要的功能在於：(1)持有存貨來因應顧客的需求量，期望能保持一定

服務水準( Service Level , SL )；(2)建立運送的經濟規模，以整車運送( FTL，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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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ck Load )的方式來作處理( Ballu，1999 )。為了建立運送經濟規模可以使用四

種方式來達成(陳秉舜，2004)： 

一、 A consolidation warehouse： 

 產品由各個工廠運送至一個具有整合功能的倉庫，送達時，並非以整車運送

的方式，而是以低於整車運送的數量，也就是所謂的LTL(Less than full Truck Load) 

的方式送抵倉庫，等到產品進入倉庫之後，再根據所要送達的目的地做分類，打

包等整合性作業，隨即運上卡車，以FTL方式運出，這個系統的倉庫需離來源工

廠距離較近，如此運輸成本才得以控制；如圖2-16所示。 

V1

V2

V3

W R

供應商

倉庫
(有存貨) 零售商

LTL

圖2-16 A consolidation warehouse 結構

LTL

LTL

FTL

資料來源：陳秉舜，在供應商代管存貨機制下，比較不同配銷及存貨策略(2004)
 

二、 A break-bulk warehouse： 

 此系統與上述系統運作方式完全相反，這個倉庫距供應商較遠，因此是以

FTL送抵倉庫，等到下游零售商需求產生之後，再依地區的不同做LTL方式分別

送至各個鄰近的零售商或顧客；如圖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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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V

R1

W R2

供應商
倉庫

(有存貨)

零售商
圖2-17 A break-bulk warehouse 結構

FTL

LTL

LTL

LTL

資料來源：陳秉舜，在供應商代管存貨機制下，比較不同配銷及存貨策略(2004)
 

三、 A mixed warehouse： 

 這個系統為前面二個系統的綜合體，貨物是由各個來源地以FTL運送方式運

抵倉庫，到達之後，以存貨方式儲存在倉庫當中，迄下游訂單發出時，再迅速依

目的地做分類打包的作業，並以FTL裝運至各不同零售商或顧客手中；如圖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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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8 Mixed warehouse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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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陳秉舜，在供應商代管存貨機制下，比較不同配銷及存貨策略(2004)
 

四、 Cross-docking warehouse ( Uday M. Apte& Viswanathan 2000 )：  

 本系統的主要概念類似Mixed warehouse，兩種之間主要的差異在於當貨品

送抵倉庫之後並不會形成存貨，而是在短時間之內離開倉庫，主要特色就是從來

不把成本花在存貨跟打包處理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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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Cross-docking供應鏈系統架構 

 在這個系統中，倉庫是存貨統合點而非存貨儲存點。在典型的Cross-docking 

系統中，商品從製造商那裡運抵倉庫，然後迅速裝上卡車運送給零售商，而且是

越快越好。商品在倉庫停留的時間很短，通常不超過12小時。當然Cross-docking 

作業系統需要相當多的初期投資，而在管理上也非常的困難：( Simchi-Levi et al. 

2000 ) 

一、 配銷系統、零售商及供應商必須以先進的資訊系統緊密連結，以確保所有

的取貨及配送作業在要求的時窗裡完成。 

二、 Cross-docking 作業系統的運作需要一個快速回應的運輸系統。 

三、 進出貨的資訊對於Cross-docking系統是必要的，因此資訊的分享十分重

要。 

 Cross-docking作業策略只在大型的配銷系統中才有效，因為有數量眾多的車

輛可在任何時間在Cross-docking作業設施中配送及取貨，在這樣的系統中，每天

有足夠的容量可以整車運送方式(Full Truck Loads，FTL)從供應商載運到倉庫，

因為通常這些卡車載運抵Cross-docking設施時，可以滿載的數量立即運送到零售

點。 

 

2.8 模擬 

 大體而言，模擬是指研究者針對現實世界中有興趣的系統或流程，將其重要

的屬性與行為加以萃取，並對各種物件(Objects)與事件(Events)間的重要關係作

一合理的假設，建構成為一個模式(Model)，以期模擬真實世界中各種系統的運

作，並進一步了解系統的行為(Law & Kelton，1991)。 

 系統研究的方法很多，包括在真實系統中加以實驗、建立實體模式，以及建

構數學模式(又包括最佳化之分析和模擬兩種)，而相對於最佳化的數學模式，模

擬所提供的乃是一種執行的結果，而非唯一解；在作業研究與管理科學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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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擬和統計方法是前五項最多研究者使用的技術，模擬成為研究者喜好工具

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為三項： 

一、 真實系統可能不存在。 

二、 實際系統執行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太多，不符經濟效益。 

三、 一般常用的分析性模式無法有效表達真實系統的複雜狀態。 

 而且，如果透過多次模擬實驗之進行，其所得之結果亦可成為提供企業經營

者進行情境分析(What-if analysis)與決策時的一項利器(Law & Kelton，1991)。 

 如果就模擬的種類而言，依時間的連續與否，我們可以將模擬區分為連續型

(Continuous)系統與間斷型(Discrete)系統兩種；而對於大多數的模擬而言，除非

是類似化學變化或是航行的模擬，否則，研究者大多會以間斷型的方式來加以呈

現。至於在模擬系統的呈現時，則主要的核心便在於個體(Entity，即研究者對於

實際系統中有興趣的物件)、屬性(Attribute，為個體的重要性質)、活動(Activity，

係指一個期間的運作)、狀態(State，為變數在某一特定時間中的狀況或數值)，以

及事件(Event，即造成系統變數狀態改變的時間點)的定義(Banks,Carson & Nelson, 

1995)。 

 一般常提及模擬方式的優點，至少包括下面幾項：(Banks, Carson & Nelson, 

1995)： 

一、 可以在現行系統持續運作，且不佔用過多企業資源之情況下，進行新政

策、新組織流程，以及新決策方法等所可能產生影響之分析與評估。 

二、 可以縮短整個分析與實際運作所應花費的時間。 

三、 可以用來觀察與分析系統(或模式)變數間的互動關係，並找出影響系統的

重要變數群。 

四、 可以協助進行敏感性分析、情境分析(What-if analysis)，以及潛在的瓶頸

分析(Bottleneck analysis)。 

五、 可以協助了解系統的操作與運作方式。 

 至於模擬方法的缺失，常被提及的項目則包括： (Banks, Ca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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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1995) 

一、 由於所立之模擬模式的適切與否，並未有一明確的規定，因此，若欲具備

建立模擬模式的能力，則使用者將需要一段時間的訓練。 

二、 由於有些模擬之系統對象所涉及的步驟過多或過於複雜，將造成研究者不

易對所得結果進行有效分析的狀況。 

三、 模擬常遭人誤解或誤用(也就是許多人將模擬定位為狹礙的程式撰寫技

術，而忽略其所具備的嚴謹方法)，因此，造成所得之效困或是在使用上

容易有缺失產生。 

四、 對於許多即時性的決策而言，由於建構模擬模式所需花費的時間仍過長，

因此，會有不適用的情況產生。 

五、 許多模擬的套裝軟體皆有其限制的應用領域和範圍，因此，如果所選擇的

研究課題，並未有套裝軟體之支援，便得由使用者加以撰寫，所以，相較

之下，將會耗費較多的時間與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