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產品多樣性之相關文獻 

 

一、 產品多樣性(Product Variety)之經濟特性與重要性 

所謂產品多樣性係指廠商想要提供給顧客的產品選擇，亦即產品市場策略

(Product market strategy)，這些產品選擇可能來自於數量、顏色、尺寸或其他產

品特性，產品多樣性的兩個極端為：標準化的商品(standardized commondity)與完

全客製化的產品(customized product)，一者完全沒有給顧客選擇的空間，一者則 
完全依據顧客的需求生產，使產品選擇的範圍達到極大化(Anupindi et al. 1999)。 

依據經濟理論，當顧客傾向多樣化的消費或顧客間的偏好(preference)相異

時，採行產品多樣化策略可增加產品的相對價格及顧客的購買總量，進而提昇公

司的銷貨收入，但是當產品多樣性愈高時，也會增加產品組合的複雜性，使廠商

失去規模經濟所帶來的成本優勢，因此，管理者必須在二者之間取捨，俾以決定

最佳的產品多樣性水準。 

近年來，由於全球化競爭的白熱化與生產技術的發展，使得產品多樣性成

為廠商生存的必要條件，管理者所關心的已經不是產品標準化或多樣化的選擇，

而是應達到多高的產品多樣性水準，以及如何管理產品多樣性以達成範疇經濟。

因應管理議題的改變，學術上對於產品多樣性的研究也從過去著重於確認產品多

樣性與製造成本間的關係，移轉至更深一層了解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

以及產品多樣性的管理(Product variety management)。關於這項研究方向的改

變，吾人可由後續的相關文獻中清楚的觀察到。 

 

二、 產品多樣性(Product Variety)之管理  

關於產品多樣性對製造成本的影響，管理會計與生產管理文獻均有理論探

討之。在管理會計領域，有 Cooper and Kaplan(1991)提出作業基礎成本架構，說

明產品多樣性會增加批次水準作業與產品維護作業，因此造成製造費用的增加；

而在生產管理理論，則以 Miller and Vollmann(1985)的交易觀點為代表指出：運

籌交易、物料平衡交易、品質交易與變動交易會因產品多樣性的提高而增加，繼

而提昇製造成本。  

儘管如此，實證上對於產品多樣性與製造成本之關係的結論並不一致(例
如：Foster and Gupta 1990; Banker et al. 1995; Anderson 1995)，有些發現顯著的正

向影響，有些則無，可能原因來自於不同產業或不同廠商對產品多樣性的差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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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亦即，當廠商決定採行產品多樣化策略時，可能同時透過管理政策、彈性設

備投資或其他如生產排程、維修保養等管理決策降低產品多樣化對製造成本的影

響。 

因此，為了了解現代管理者如何管理產品多樣性，開始有研究分別從產品

設計(如 Fisher et al. 1999)、生產排程(如 Fisher and Ittner 1999)、供應鏈(Randall and 
Ulrich 2001)、管理政策(McDuffie et al. 1996)與產能管理決策(Anderson 2001)探究

管理政策如何協助廠商達成範疇經濟，另一方面，為了深入分析產品多樣性與管

理政策是如何影響製造成本，最近的研究並著重於從生產力與品質等各項生產績

效仔細檢視產品多樣性的影響，俾以作為管理的基礎。 

然而，回顧既有文獻，可以發現：在不同產業或公司，產品多樣性對生產

績效的影響並不同，例如：以汽車組裝業為研究對象，MacDuffie et al. (1996)並
未發現產品多樣性對品質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但 Fisher and Ittner (1999)以單一

汽車組裝廠為例，則發現產品多樣性確實影響產品的重製水準，但對直接人工生

產力並無顯著影響；至於 Anderson(2001)則發現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效率與品質的

影響受到產能管理決策的調和，綜而言之，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顯然受

到生產環境的特性所驅動，因而導致研究結果的差異性，是故，給定既有的生產

環境下，了解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是管理產品多樣性的第一步。茲將產

品多樣性之相關文獻詳細列述如後。 

 
三、 產品多樣性(Product Variety)之相關文獻 
 

(一) Anderson(2001) 

【研究主題】主要檢視(1)產品組合特性對生產績效的直接影響；(2)產能管理決

策對生產績效的直接影響；以及(3)產品組合特性透過產能管理決策對生產績效

的間接影響。 

【研究方法】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以三家紡織廠為研究對象，蒐集各廠 1986-1990 年 four-week level 
data，共 65 個期間的時間序列資料。 

【研究結果】 

過去檢視產品複雜性的績效效果時，常將產能利用率  (plant capacity 
utilization) 視作外生變數，但作者認為若經理人理性預期產品複雜性對績效有負

面影響時，可能會透過產能利用率與排程決策調和之。因此，作者採用徑路分析

檢視產品組合特性、產能管理決策與生產績效三者間的直接與間接關係，在生產

績效方面，是以品質與生產效率為衡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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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產品組合複雜性的確會透過產能管理決策影響生產績效，換言

之，實證結果支持以下論點：經理人會策略性地運用產能管理決策抵銷產品組合

複雜性對生產績效(品質與生產效率)的負面影響。 

【對本研究之啟示】 

在 Anderson(2001)中，作者同時採用多項績效指標，但所得結果並不儘相

同，此項結果提出一項可能性：經理人在進行管理決策時，對不同績效的重視程

度不同，因此，在研究產品多樣性與管理決策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時，可考慮納入

多項績效衡量(如：品質、效率)，以評估經理人在決策時是如何考量這些績效指

標的權重。 

此外，在該研究中，作者提出一項重要觀念：即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

影響可能來自直接與間接的效應，具體而言，產品多樣性可能直接造成生產績效

的降低，但部分負面影響可以透過管理政策的運作而消除，因此，欲釐清產品多

樣性的影響，應同時檢視直接與間接效果。 

 

(二) Fisher and Ittner (1999) 

【研究主題】本研究的主題主要有二：一為檢視產品多樣性對人員生產力、重製

(rework)水準與存貨水準的影響；二為檢視直接人員缺口(direct labor slack)與排程

決策如何降低產品多樣性對績效的負面影響。 

【研究方法】實地實證與模擬分析 

【研究樣本】以一家汽車組裝廠為研究對象，採用該公司 27 個月的月資料、151
天的日資料與 71 個工作站的橫斷面資料。 

【研究結果】 

依據汽車組裝業的特性，作者找出五項產品屬性衡量產品多樣性的觀念，

這些產品屬性分別是：車體型態、外殼顏色、內部顏色、動力引擎與組裝內容。

然而，由於在整個組裝過程中，有些流程已高度自動化，產品的多樣化對製造績

效的影響極微，因此，作者最後僅以組裝內容作為產品多樣性的衡量，但不同於

過去研究的是，作者同時考慮到平均水準與異質性的觀念，以個別汽車組裝內容

的均值與變異數衡量產品多樣性。  

在資料的分析上，作者首先採用整廠的月資料，分析汽車組裝項目多寡與

變異性對直接人工生產力、間接人工生產力、需要重製的汽車比例與存貨水準的

影響，為控制未用產能與工作站當機時間對績效的影響，並以產能利用率及工作

站運作時間作為控制變數。結果發現：除了直接人工生產力外，其餘績效變數均

隨著產品多樣性的增加而惡化，其中並以汽車組裝內容之變異性的影響為最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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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對於直接人工生產力之所以不受產品多樣性影響，作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

二：一是因為個案公司的排程決策調和了產品多樣性的負面影響，二則是因為可

取得的直接人工資源大於與多樣性相關的直接人工的消耗，亦即有超額的直接人

工之故。因此，他們進一步採用日資料分析之，為控制自我相關與非定態

(nonstationarity)，作者採用 change model。 

在日資料的分析上，作者分成兩階段進行，首先檢視在各生產階段產品多

樣性對直接人工生產力的影響，之後檢視各生產階段的產品多樣性對總當機時間

百分比與最後組裝階段之人工生產力的影響，結果雖未發現產品多樣性對直接人

工生產力的影響，卻發現產品多樣性的確造成較高比例的當機時間，進一步顯

示：直接人工缺口(direct labor slack)很可能是導致產品多樣性之所以未負面影響

直接人工生產力的原因。 

為測試此推論是否成立，作者採用 71 個工作站的橫斷面資料，檢視汽車組

裝內容變異性與直接人工缺口(direct slack labor time)間的關聯性，結果發現顯著

正相關，支持作者論點：個案公司藉由增加直接人工的可用度來因應汽車組裝內

變異性，因此消除了產品多樣性對直接人工生產力的負面影響。最後，透過模擬

分析，作者提供了進一步支持的證據，並達到增加該研究之外部效度的目的。 

【對本研究之啟示】 

在作者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除了產品組合特性外，管理政策也是影響生

產績效的重要因素，例如：作者在文章中所分析的排程政策與人力安排。而且管

理政策會影響產品多樣性的成本效果，當透過管理政策，可完全吸收產品複雜性

所帶來的變異性(variability)時，則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不顯著，換言

之，產品多樣性可降低因產品多樣性所導致的重製或停機等成本的發生，但同時

也可能耗用較高的人力資源成本。因此，在檢視一管理政策的成本效益時，應同

時檢視該政策對生產績效與成本的影響，方能對管理政策的價值進行完整評估。 

另一方面，在研究設計上，透過該研究，可發現：每個產業均有其特殊性，

關於產品多樣性的變數衡量應考慮公司的生產特性；在控制變數的設計方面，若

欲檢定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應該納入產能利用率作為控制變數；當只以

一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時，可對研究問題進行深入探討，但對於外部效度較低的

缺點可透過理論基礎或模擬分析補強之。  

 

(三) Narahari and Khan (1997) 

【研究主題】分析在半導體製造系統中，緊急批量對製造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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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採用均值分析(Mean-Value Analysis)。 

【研究結果】緊急批量的引入會使正常批量的生產週期時間延長，會使正常批量

之生產週期時間的變異性增加，會降低正常批量的產出率。 

【對本研究之啟示】 

緊急批量的引入主要是因行銷與商業上的考量，但往往會導致異常的生產

批量流向(part flow)，而重大影響正常批量的生產週期時間與產出率。依據作者

分析，可預期：因緊急批量所造成的影響可及於生產週期時間的均值、變異數與

產出率，且緊急批量對正常批量所造成的外部性會隨著緊急批量所佔比例的增加

而加速增加。  

 

(四) MacDuffie et al. (1996) 

【研究主題】本研究之重點有二：一是檢定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二是

檢視管理政策如何影響產品多樣性的績效效果。 

【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全球 70 家汽車組裝廠 

【研究結果】 

作者採用五種衡量指標捕捉汽車組裝業的產品特性，包括汽車模組複雜

性、零件複雜性、零件內容與零件內容變異性，據以檢定各廠的產品多樣性對人

員生產力與品質的影響。結果發現：產品多樣性的增加會顯著降低人員生產力，

但對品質則無顯著影響。 

此外，作者基於廠商的生產系統與管理政策可能影響產品多樣性與人員生

產力的關係，因此，發展出三項指標衡量區分廠商是採用大量生產 (mass 
production)的生產哲學或精簡生產(lean production)，據以檢定不同的管理政策如

何影響生產績效。實證結果證實：精簡生產哲學有助於提昇人員生產力，進一步

將廠商區分成精簡生產與量產廠商後，更發現：採用精簡生產的廠商，產品多樣

性對人員生產力的影響幅度顯著低於量產廠商。 

【對本研究之啟示】 

儘管產品多樣性可能導致生產績效的降低，但對不同績效(如該研究中的人

員生產力與品質)的影響不同，如果要清楚了解產品多樣性如何增加製造成本，

應該同時檢定生產力、品質與時間等多項績效指標。 

在市場上，若廠商能夠極小化產品多樣性的成本，則可增加其提供較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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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樣性的彈性，McDuffie et al. (1996)驗證了廠商的管理政策(即量產 v.s. 精簡

生產)確實可以改變產品多樣性與成本間的取捨點(trade-off point)，有效降低產品

多樣性的成本。  

 

(五) Anderson (1995) 

【研究主題】衡量產品組合的異質性對製造成本的影響 

【研究方法】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三個紡織廠 1986-1990 年，以四週為一單位，共 65 個單位的時間

序列資料。 

【研究結果】 

有鑑於過去研究產品複雜性對生產成本之影響時，均未能捕捉產品間之異

質性，以致產生不一致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較精細的衡量方式，對產品的工

程特性進行因素分析，找出七項產品特性。 

透過迴歸分析發現：其中有兩項特性對變動製造成本有顯著影響，且新的

衡量方式相較於傳統的衡量指標：產品數目對製造成本有增額解釋能力。此外，

生產異質性產品組合的經驗可調和產品複雜性的負面影響。 

【對本研究之啟示】 

除了生產數量外，產品複雜性的確是造成製造成本增加的原因，然而，產

品複雜性的衡量需能依據產業特性，捕捉產品間的異質性，所得結果方具有說服

力。此外，Anderson (1995)亦發現學習效果是增進製造彈性的動因，對應至本研

究，應考慮製程或機台特性的調和效果。 

 

(六) Banker et al. (1995) 

【研究主題】檢視生產複雜性與生產數量對製造成本的影響。 

【研究方法】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來自電子、機器與汽車零件業的 32 家製造廠的橫斷面資料 

【研究結果】 

作者以 Miller and Vollman(1985)所提出的交易觀點為基礎，分別從運籌

(logistical transactions)、品質控制(quality transactions)、變動(change transactions)
與物料平衡(balancing transactions)四方面衡量生產複雜性，同時檢視生產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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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直接人工、直接原料與製造費用的影響。結果發現：除了生產數量之外，生產

複雜性也是影響製造成本的重要因素。 

【對本研究之啟示】 

產品複雜性對製造成本的影響可以從交易觀點來檢視，具體而言，當產品

多樣性愈高時，可能需要較頻繁的物料訂購與搬運(即運籌交易)；需要較頻繁地

確定物料、人力與產能的供需是否平衡以及較頻繁的生產規劃與控制(即物料平

衡交易)；也可能需要較常紀錄品質資料、進行品質檢驗與品質規格的溝通(即品

質交易)；需要較頻繁的工程改變、路徑改變與生產排程改變(即變動交易)。因此，

當上述交易因產品多樣性而增加時，可預期產品多樣性會導致製造成本的增加，

同樣地，當透過管理政策可以減低上述交易的發生時，則可調和產品多樣性對製

造成本的負面影響。 

 

(七) Datar, Kekre, Mukhopadhyay and Srinivasan (1993) 

【研究主題】主要有二：一是檢視燈具設計對製造費用的影響；二是檢視監督、

維修與報廢成本之間的關係。 

【研究方法】實地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一家燈具製造公司 

【研究結果】 

作者採用結構方程式，同步估計產品與製程複雜性對監督、機器維修、品

質控制與報廢成本的影響，同時考量到各成本間的關聯性，結果發現：除了數量

動因—人工小時外，產品與製程設計變數對各類成本也都具有顯著解釋力，且支

持不同類成本間有關聯性存在。 

【對本研究之啟示】 

從作者的研究中可發現，產品與製程的複雜性愈高，品質成本愈高，亦即，

花費在報廢、維修、檢驗等非生產性活動上的時間愈多，非生產性產能的耗用愈

高，因此，我們可預期產品與製程複雜性是驅動非生產性產能利用的因素。不過，

關於產品複雜性的衡量則需依據產業特性而有不同的設計。 

 

(八) Kekre and Srinivasan (1990) 

【研究主題】主要在驗證產品線的寬度對市場佔有率、產品價格、製造成本與投

資報酬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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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從 PIMS 所蒐集之策略事業單位(SBU)的年度資料 

【研究結果】 

各策略事業單位(SBU)的產品線寬度對市場佔有率、產品價格與投資報酬

率具有正向影響，但對製造成本並無顯著影響。主要原因可能來自於各策略事業

單位透過管理政策、彈性設備投資、行銷策略與產品設計改變產品多樣性與成本

的取捨，因此，降低了產品多樣性對製造成本的影響。作者建議未來需要從廠商

採行的管理政策、設備投資與行銷策略等進一步了解產品多樣性的影響。 

【對本研究的啟示】 

與經濟及行銷文獻一致，產品多樣性確實有助於銷貨收入的增加，但另一

方面，產品多樣性不一定會造成製造成本的增加。顯然，透過有效的管理政策，

廠商可以以極低成本提供高水準的產品多樣性，換言之，產品多樣性可以是零成

本的。但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了解究竟有那些管理政策可以改變產品多樣性

與成本的關係，依據半導體產業的生產特性，本研究擬從彈性設備投資與製造系

統設計這兩方面了解半導體廠商如何管理產品多樣性。 

 

(九) Lancaster (1990) 

【研究主題】本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家的觀點檢視產品多樣性的經濟特性。 

【研究方法】文獻回顧 

【研究結果】 

在市場經濟下，唯有符合四項要件才會有產品多樣性的存在，該四項要件

分別為：(1)個別消費者偏好多樣性的消費；(2)不同消費者間的偏好異質；(3)個
別廠商可藉由生產多樣化產品增加利潤；(3)廠商可藉由與競爭廠商間的產品差

異化而增加利潤。然而，這四項要件僅只是產品多樣性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

要件，產品多樣性的存在與否以及最適產品多樣性水準係取決於廠商的經濟與策

略考量。 

就個別廠商而言，提供多樣性產品的意願可分別從生產面、需求面與策略

性選擇三方面加以分析，就生產面而言，強調的是來自於規模經濟的成本優勢；

就需求面而言，強調的是因產品多樣性而增加的銷貨收入與因失去規模經濟所導

致的成本提昇之間的平衡；就策略性的考量而言，則強調以產品多樣化策略建立

競爭者的進入障礙。 

簡而言之，關於產品多樣性的最適化問題主要考慮的俱是規模經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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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因產品多樣性而來的經濟利得間的關係。亦即，倘若並無規模經濟的存在，則

以無限大的產品多樣性水準為最佳；倘若生產多樣化產品並無經濟利得，則以生

產單一產品最佳。另一方面，市場結構是決定最適產品多樣性水準的關鍵因素，

許多關於產品多樣性的研究著重於獨占與寡占結構下多產品廠商的競爭行為。 

【對本研究之啟示】 

給定市場結構，對個別廠商而言，產品多樣化水準主要取決於因規模經濟

的存在而帶來的成本優勢與因產品多樣化的提昇而增加的經濟利得之間的平

衡，因此，檢視產品多樣性的經濟後果時，除了需了解其對生產成本的影響(即
規模經濟的幅度)外，尚需考慮收益面的影響(即顧客對產品價值的衡量)，方能完

整了解廠商達成產品多樣性的成本效益。 

最後，茲將本節重要文獻彙總整理如表 2-1，供讀者參考。 



表 2-1 產品多樣性之相關實證文獻彙總表 
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Anderson 2001 
 

檢視產品組合特性、產能管理決策

與製造績效之間的關係，可分成三

項主題： 
1. 產品組合特性對品質與生產效

率的直接影響。 
2. 產能管理決策對品質與生產效

率的直接影響。 
3. 產品組合特性透過產能管理決

策對品質與生產效率的間接影

響。  

以三家紡織廠為研究對

象，蒐集各廠 1986-1990
年 four week level data，
共65個期間的時間序列

資料。 

 
採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進行模型估

計。 

實地實證

研究 
1. 支持產品組合複雜性會透過產能管

理決策影響生產績效。 
2. 支持經理人會策略性地運用產能管

理決策抵銷產品組合複雜性對品質

與生產效率的負面影響。 
 

Fisher and Ittner 
 

1999 在汽車組裝廠的製造環境下，檢視

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之影響，主

要研究主題有二： 
1. 產品多樣性對人員生產力、重

製(rework)水準與存貨水準的

影響。 
2. 超 額 人 力 配 置 (direct labor 

slack)與生產排程決策如何降

低產品多樣性對人員生產力的

負面影響。 

以一汽車組裝廠為研究

對象，採用三種資料進

行分析: 

1. 27 個月的整廠月資

料。 

2. 51 天的整廠日資料。

3. 71 個工作站的橫斷

面資料。 

 

採用迴歸分析。 

實證研究

模擬分析

1. 產品多樣性的衡量變數中，組裝內

變異性(Option variability)是影響人

員生產力、重製水準(rework level)
與存貨水準的主要因素。 

2. 產品多樣性對直接人員生產力並無

顯著影響。 
3. 組裝內容變異性愈高的工作站，超

額人力配置(slack labor)愈高。 
4. 透過模擬分析，證實排程決策與超

額人力有助於製造成本的節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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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產品多樣性之相關實證文獻彙總表(續) 
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Narahari and Khan 1997 分析半導體製造系統中，緊急批量

(Hot Lots)對製造績效的影響。 
(略) 均 值 分 析

(Mean- 
Value 
Analysis) 

當緊急批量的比例愈高，生產週期時間

愈長，生產週期時間的變異數愈大，產

出率愈低。 
 

McDuffie et al. 1996 在汽車組裝業的製造環境下，檢視

產品多樣性與管理政策對製造績

效的影響，研究主題有二： 
1. 產品多樣性對人員生產力與品

質的影響。 
2. 精簡生產(lean production)對產

品多樣性之績效效果的影響。 

蒐集全球 70 家汽車

組裝廠的橫斷面資

料。 

實證研究 1. 產品多樣性對品質並無顯著影響。 
2. 產品多樣性會降低人員生產力。 
3. 採用精簡生產(lean production)的廠

商，產品多樣性對人員生產力的影響

較小。 
 

Anderson 1995 檢視產品組合異質性對間接製造

費用的影響。 
 

以三家紡織廠為研

究對象，蒐集各廠

1986-1990 年 four 
week level data，共

65 個期間的時間序

列資料。 

實地實證研

究 
1. 支持產品組合異質性對間接製造費

用有正向影響。 
2. 其中顯著的兩項異質性衡量為：處

理效率的差異、顧客的品質要求。 
3. 生產異質性產品組合的經驗會減低

產品組合異質性對製造費用的影響

幅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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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Banker et al.  1995 檢視生產複雜性與生產數量對製

造成本的影響。 
來自電子、機器與汽

車零件業 32 家製造

廠的橫斷面資料。 

實證研究 作者分別從運籌(logistical transactions)、
品質控制 (quality transactions) 、變動

(change transactions) 與 物 料 平 衡

(balancing transactions)四方面衡量生產

複雜性，檢視生產複雜性對直接人工、直

接原料與製造費用的影響。結果發現：生

產複雜性是影響製造成本的重要因素。 
Datar et al.  1993 檢視產品複雜性與製程複雜性對

品質成本的影響；以及監督、維

修、品質控制與報廢四類品質相

關成本之間的關連性。 

一家燈具製造廠。 實地實證研

究 
1. 除了數量動因(人工小時數)外，產品與

製程複雜性對監督、維修、與品質控

制與報廢成本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 複雜性對各類品質成本的影響不同。 
3. 監督、維修、品質控制與報廢成本四者

之間具有關連性。 
Kekre and Srinivasan 1990 檢定產品線寬度 (product line 

breadth)對市場佔有率、產品價

格、製造成本與投資報酬率的影

響。 

從 PIMS 蒐 集

Fortune 500 公司之

SBU 的年度資料 

實證研究 1. 產品線寬度對市場佔有率與產品價格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 產品線寬度對製造成本並無顯著影

響，可能原因為：公司的管理政策、

彈性投資、產品設計等因素調和了產

品多樣性的負面影響。 

 
表 2-1 產品多樣性之相關實證文獻彙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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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彈性之相關文獻 

 
一、製造彈性的觀念、定義與構面：   
 

(一) 製造彈性的定義與構面：(整理自既有文獻) 

回顧過去研究，關於彈性的定義，一般指的是系統吸收環境不確定性的能

力，也是一種因應改變的能力。Upton (1995) 則明確地定義彈性是一種可以極少

的時間、努力、成本或績效上的損失來因應改變的能力。 

至於彈性觀念的源起，則可區分成四種觀點： 

(1) 從經濟觀點來看，彈性源自廠商理論，可從短期成本曲線的斜率來定義，

具體而言，當彈性愈大時，平均成本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會愈平滑，此

即眾所週知的數量彈性。 

(2) 從組織的觀點來看，彈性指的是一個組織因應外在環境改變的能力。 

(3) 從策略的觀點來看，彈性指的是廠商針對顧客需求的改變，重新選擇市

場定位、改變競賽計劃、或重新研擬策略的能力，亦即所謂的策略彈性。 

(4) 從生產管理的觀點來看，彈性指的是一個製造系統因應環境或製程改變

的能力，或者，可將其視為因應環境不確定性的能力，該不確定性可能

來自外部，如：市場需求的改變，或者內部，如：物料、機器或供應商

的延遲。定義的客體可以是機器或整廠。 

以生產管理的觀點為基礎，考慮組織需要彈性存在的前提條件，Slack (1983)
指出：導致組織需要改變與因應的原因來自於(1) 產品與流程的多樣性，以及(2) 
需求的不確定性。為因應此多樣性及不確定性，衍生出了多種彈性的觀念，例如：

整廠水準(plant-level)的彈性觀念--數量彈性、產品彈性、組合彈性；個別資源

(resource-level)水準的彈性觀念—人員彈性、機器彈性等等。 

管理製造彈性之第一步在於明確定義各項彈性構面。既存文獻對於製造彈

性的觀念提出許多不同的分類法，分類的準則粗細不一，基於 Sethi and Sethi 
(1990)對彈性構面的討論較完整，並廣為生產管理文獻所引用，因此，本研究以

該文的定義與分類為主，唯再參見最近的研究(Koste and Malhotra 1999; Beach et 
al. 2000)，彙總既有文獻中常見的製造彈性構面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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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製造彈性構面之定義彙總表 
構面 定義 

機器彈性 1. 機器彈性指的是一部機台可以執行的作業(operations)種類，且在

不同作業(operations)間轉換時不會發生重大的績效損失。  
2. 機器水準提供了最基本的彈性架構，換言之，機器彈性是所有其

他彈性的必要條件。機器彈性可允許較低的批次大小、存貨成本

的節省、較高的機台利用率、較複雜產品型態(part type)的生產。

人員彈性 1. 一個員工具備多種技術或可處理多種工作而不發生高績效損失

的能力。 
物料處理

彈性 
1. 物料處理彈性指的是一物料處理系統有效率地移動不同產品類

別至適當位置接受處理的能力。此定義包含生產批量(part)的上貨

與下貨、不同機台間的運輸時間、以及儲存生產批量的能力。 
2. 物料處理彈性對各項系統彈性均十分重要，擁有物料處理彈性可

以增加機台的可利用時間、機台利用率以及減少產出時間。 
作業彈性

(operation 
flexibility) 

1. 作業彈性(operation flexibility)指的是一生產批量(a part)以不同方

式生產的能力。  
2. 一項流程若具有作業彈性，可以較即時的方式對生產批量(part)

進行排程，因而增加機台的可利用時間與利用率，特別是當機台

不可靠(即當機頻率高)時。 
流程彈性 1. 製造系統的流程彈性與該系統可生產多種產品型態(part types)而

不會發生主啟動的能力有關。  
2. 流程彈性的作用在於當有產品組合的改變發生時，可減低批次大

小與減少存貨成本。此外，流程彈性並可滿足需提供顧客多種產

品線的策略性需求。 
路徑彈性 1. 路徑彈性指的是一製造系統採用不同路徑生產一生產批量(a 

part)的能力。 
2. 路徑彈性的目的是要藉由平衡機器的負荷量，允許有效率的生產

排程。而且，當有機器當機、工具(tools)延遲送達、緊急批量或

瑕疵品發生時，路徑彈性可允許系統持續生產特定產品型態(part 
types)而不中斷。  

產品彈性 1. 產品彈性係指新產品(part)增加或替代既有產品型態(parts)的容

易程度。亦即，產品組合快速變動的容易程度。  
2. 產品彈性可藉由將新產品快速帶至市場而增加公司因應市場需

求的能力。產品彈性對成長階段的產品而言比對成熟階段的產品

而言來得較為重要。 
數量彈性 1. 數量彈性指的是一製造系統在不同產出水準下均能有效運作的

能力。易言之，即系統可包容之產出水準的波動與變動程度。 
2. 由於需求水準的不確定性常會傷害增加或維持市場佔有率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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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數量彈性可因應之。 
擴充彈性 1. 指的是一製造系統的產能與生產能力擴充的容易程度。 

2. 對於採取成長策略的公司而言，擴充彈性十分重要。 
程式彈性 
(program 
flexibility) 

1. 程式彈性指的是一系統非預期地長時間運作的能力。 
2. 程式彈性可藉由降低啟動時間、增進檢驗與較佳的設定以減少產

出時間。 
生產彈性 1. 生產彈性指的是製造系統生產廣泛的產品型態(part types)而不需

增加資本設備的能力。 
市場彈性 1. 市場彈性指的是製造系統因應市場環境改變的容易程度。亦即，

系統因應產品、流程、數量或產品設計之改變的能力。 
 

(二) 本研究對製造彈性構面之選擇： 

不論製造系統的設計或製造彈性的管理，對管理者而言，最核心的議題莫

過於是：給定公司的製造環境，有那些彈性構面是必須的?製造彈性能力的決定

因素為何?如何提昇製造彈性?最佳的彈性水準如何決定?關於前兩個問題，過去

有許多研究以產業為對象，探討產業的競爭環境、公司策略、組織特性如何影響

公司對製造彈性的投資(如：Swamidass and Newell 1987)，另有研究著眼於公司

的管理制度、科技投資、與供應商的關係對製造彈性能力的影響(如：Suarez et al. 
1996)。然而，這些研究均以外部彈性為討論重心，迄今較少研究著眼於製造彈

性的達成途徑(Beach et al.2000)，亦即內部彈性的探討，儘管這類問題對於製造

彈性的管理具有重要的決策意涵。例如：給定所需的產品組合彈性，製造系統應

如何設計與管理？需要多高的機器與路徑彈性？欲提昇新產品彈性，應從機器彈

性或路徑彈性的增加著手?  

個案公司為一半導體製造業，除了資本密集度高、生產流程複雜外，專業

晶圓代工的策略定位，更增產品組合與交期長短的變異性，環境不確定性顯著高

於其他產業，儘管如此，高度的製造彈性一向為該公司主要的競爭優勢，究竟該

公司之製造彈性的決定因素為何?又製造彈性如何影響該公司的生產績效與生產

成本？為本研究最主要想探討的問題，基於此研究目的，本研究著眼於製造彈性

之基本要素--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期望了解個案公司如何管理這些彈性型態以

提昇高階1的製造彈性(即外部彈性)，例如：產品彈性(即新產品開發彈性)、流程

彈性等。此外，研究地點的產品多樣性高，以及實地資料的可取得性，也提供了

本研究測試內部製造彈性的機會，因此，基於個案公司的情境與研究議題的配

適，在各彈性構面中，本研究以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為主要探討標的。  

 
                                                 
1 Suarez et al. (1996) 將製造彈性區分成高階與低階彈性，高階彈性指的是直接影響顧客服

務的彈性構面，例如：新產品開發彈性、產品組合彈性、數量彈性等，而低階彈性指的是與公司

內部的製造流程相關、直接影響高階彈性的要素，例如：人員彈性、機器彈性、路徑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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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造彈性的管理與其他重要觀念：  
 

除了構面的清楚定義外，製造彈性的有效管理尚取決於彈性性質的釐清，

Upton (1994)建議可從幾方面來看：(1)製造彈性是實際上公司內部因應不確定性

的能力，還是為符合顧客要求所需達到的能力？(2) 製造彈性是要定義在個別機

台、個別工廠、個別公司，還是公司與其供應商所形成的關係網路上？(3)製造

彈性要定義為公司潛在所能達到的能力，或者是實際上可達到的能力？(4)製造

彈性是因應環境而不得不改變的能力，或者是為創造競爭優勢而主動改變的能

力。透過對上述問題的反覆澄清，公司可較明確地了解所需的製造彈性能力。 

至於在彈性水準的決定上，彙總既有文獻，可由四方面來思考，即環境因

素、組織特性、策略與技術 (Vokurka and O’Leary-Kelly 2000)： 

在環境因素方面：製造彈性被認為是廠商因應競爭環境改變的關鍵因素之

一，隨著公司環境的變異性不同，所需的彈性型態即不相同，一般用以描繪公司

競爭環境的層面有三，環境客體、環境屬性與環境不確定性，例如：顧客的需求

型態、與供應商的關係及產品生命週期的長短等。 

在組織特性方面：指的則是廠商的組織設計與行為面的部分，例如：公司

規模、組織架構、人員經驗、管理者強調的重心等。 

在策略方面：公司的策略選擇被認為對製造彈性有直接影響，例如：致力

於低成本策略的公司會著眼於規模經濟、減少生產轉換次數。 

在技術方面：指的是將投入轉換成產出的過程，相關屬性包括技術的新

舊、規模、先進製造技術(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等。 

 

一、  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與生產成本之影響—分析性研究： 

(一) Benjaafar and Gupta (1998) 

【研究主題】主要分析的重點有三：一是彈性製造策略對營運績效的影響；二是

找出在那些條件下，彈性策略優於非彈性製造策略；三則是最適彈性水準的決定。 

【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 

【研究結果】 

在研究中，作者設計以製造彈性水準為決策變數，廠商可以選擇(1)每一間

廠房只生產單一產品(無彈性策略)，或者(2)每一間廠房可生產 k 種產品(彈性策

略)，k 大於 1。當每一間廠房可生產的產品數愈多時，代表廠商所選擇的製造彈

性水準愈高。而在廠商決策的過程中，須要面臨的是產出率與啟動時間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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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當彈性水準愈高時，生產時間愈短，產出率愈高，但由於處理的產品種類

較多，因此，會有較頻繁的啟動與換機時間，兩者具有抵銷的效果，因此，最適

彈性水準的決定須考慮彈性水準對營運績效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作者係以生產週期時間及存貨水準定義營運績效，檢視彈性

水準的效果。經由數學模型分析，作者發現：給定排程決策與批次大小，彈性水

準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呈現先減後增的結果。此外，其影響的幅度會隨著啟動

時間、排程決策以及產能利用率的改變而改變。換言之，最適彈性水準的決定須

考量廠商的生產特性與管理決策。 

【對本研究之啟示】 

儘管作者是以個別廠房為例，說明廠商的製造彈性策略對生產週期時間的

影響，但其設計的情境則可適用於個別製造系統或個別機台的分析。具體而言，

管理者不僅在廠房的購置或產能分配上會面臨製造彈性的決策，在個別機台上，

廠商同樣面臨需要採購多功能的彈性機台或是單一功能的非彈性機台的問題，雖

然彈性機台可以協助廠商增加產出率，節省等候時間，但當處理的產品種類愈多

時，所需的換機時間愈高，會因此抵銷時間的節省。故而，關於設備彈性對生產

週期時間的影響，本研究不擬作任何方向性的預期。 

另一方面，從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隨著產能利用率的提高，製造彈性

對營運績效的影響愈大，換言之，製造彈性的效果會受到產能利用率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將產能利用率納入迴歸模型中以控制其影響。 

此外，在 Benjaafar and Gupta (1998)的分析中，僅考慮營運面的績效(即生

產週期時間與存貨水準)，而忽略了彈性的取得成本與經濟利益，亦即彈性對財

務績效的影響，如此無法完整評估彈性的成本與價值。因此，本研究納入分析之。 

 

(二)  Jordan and Graves (1995) 

【研究主題】分析製造彈性對銷貨收入的影響，並找出在那些條件下，製造彈性

的利益可達到最大。 

【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 

【研究結果】 

在本研究中，作者定義的製造彈性係指可以在同一廠房中生產不同產品的

能力，當在同一廠中生產的產品種類數愈多時，製造彈性愈高。至於製造彈性的

高低則取決於管理者的產能規劃與產品分配決策，舉例來說，當管理者規劃本年

度需要 ABC 三種產品各 1000 單位的產能(產能規劃)，且這三種不同產品將分配

至三間不同的廠房生產時(產品分配決策)，則決定了製造彈性水準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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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各類產品的需求為一隨機變數(亦即產品需求存在不確定性)，但產品需

求總額與產能供給相等的情況下，作者採用整數規劃模式，分析製造彈性水準如

何影響各廠的銷貨收入。結果發現：當製造彈性愈高時，產品需求未被滿足的機

率愈低，預期的銷貨收入愈高。然而，當最初彈性水準增加時，預期銷貨收入具

有大幅增長，但隨著彈性水準的提昇，銷貨收入增加的幅度遞減，換言之，中等

程度的彈性水準可帶來最大的利益。 

【對本研究之啟示】 

從 Jordan and Graves (1996)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獲得關於製造彈性的清楚概

念。當存在產品需求的不確定性時，製造彈性是一項增進市場反應(Market 
Responsiveness)的有效策略，具體而言，製造彈性的增加有助於產品需求與產能

供給的有效配適，進而提高產能利用率的平均水準，降低銷貨損失。 

然而，當產品需求大於產能供給(產能利用率達 100%)時，或者當產能供給

大於產品需求（產能利用率很低，具有過剩產能）時，由於產能利用率始終維持

100%或產能始終不足，產品需求的不確定性不會影響設備的使用效能，因此，

製造彈性並不具有價值。是故，依據作者的分析，只有當工廠介於產能滿載與產

能過剩之間，製造彈性才有存在與管理的意義。 

 不過，在解讀上述研究結果時，必須注意作者在模式中所作的前提假設

(assumption)：各類產品的價值均相等，換言之，所有產品的價格與獲利性都是

相同的，因此，在產能滿載時，製造彈性才不具有價值。但是在實際製造環境中，

各類產品的價格與獲利是不同的，因此，當製造彈性可以提供管理者在不同的產

品之間作選擇時，即使在產能滿載期間，製造彈性仍然有助於銷貨收入的提昇。 

基於以上考量，本研究在研究期間的選擇上，是以產能利用率較高的期間

作為樣本期間，而不考慮產能過剩期間製造彈性的影響。 

此外，Jordan and Graves (1995)的研究重心在於評估製造彈性的經濟效益，

因而忽略彈性成本面的探討，有效的彈性管理決策應同時考慮二者，因此，本研

究除了檢視製造彈性對設備生產力的影響外，並考慮製造彈性對生產成本的影

響，以提供較完整的分析。 

 

(三)  Benjaafar (1994) 

【研究主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1)評估路徑彈性對製造系統之生產績效(包
含生產週期時間與存貨水準)的影響；(2)找出可實現彈性利益的管理與控制機

制；(3)分析最適彈性水準的決定。 

【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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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作者以製造系統下，個別生產批量可選擇的工作站數目定義路徑彈性，據

以評估其對生產週期時間及存貨水準的影響。透過數學分析，作者發現：生產週

期時間是路徑彈性的嚴格遞減函數，換言之，當路徑彈性愈高，個別批量的生產

週期時間愈低，但是，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呈現規模報酬遞減的現象，亦即，

最初，彈性的增加可帶來大幅的績效改進，但隨著彈性水準的提昇，彈性的增加

只能帶來邊際利益。 

此外，在路徑彈性的適用條件方面，作者的分析顯示：環境變異性與工作

負荷量是影響彈性對生產績效之影響幅度的重要因素。只有當環境變異性不為零

時，路徑彈性才有助於生產績效的改進，而且當環境的變異性(variability)愈大，

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愈大。另一方面，當製造系統的工作負荷量愈大(即產能

利用率愈高)時，路徑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也愈大。  

【對本研究之啟示】 

彈性是因應動態環境不確定性的有效機制，因此，在設計製造系統時是一

項重要的考量。一般而言，管理者必須評估：給定公司所面臨的生產環境，那些

彈性型態是必須的？彈性水準對生產週期時間、在製品存貨、產出率等生產績效

的影響為何？在那些情況下，彈性有助於績效的提昇？最適的彈性水準如何決

定？此研究即是針對這些與製造系統設計有關的彈性議題，試圖提出一完整的分

析架構。但囿於模型設計的限制，作者僅將分析的重心放在彈性對生產週期時間

的影響效果上。 

在作者的分析中，以生產批量到達的時間間隔、各生產批量的處理時間、

各工作站前可容納的等候規模等描繪生產環境的特性；以製造系統中各工作站數

目捕捉彈性的特性，之後，經由數學模型的推演，找出彈性與績效存在正向關係

的條件。誠然經由作者的分析我們獲得理論上關於變異性、彈性的概念，但落實

於實際環境中，究竟變異性與彈性如何衡量？前述分析結果是否可以成立？不同

產業是否具有其差異性？這些與製造彈性之管理密切相關的問題則仍有待進一

步驗證。這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之一。 

另一方面，彈性的提昇固然有其利益，但增加彈性也可能需要成本，例如：

增加機器彈性可能需要購買多功能機台，而非單工機台；要降低啟動時間需要投

資於數位控制機器、自動化管理與運送系統；增加路徑彈性需要自動化的彈性物

料處理系統以及即時的生產控制與監督機制，這些都會造成固定與營運成本的增

加，要決定最適的彈性水準須評估彈性的利益與這些成本間的取捨。因此，本研

究在製造彈性的分析上，並加入生產成本的考量，期能提供較完整之製造彈性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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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e Groote (1994c) 

【研究主題】主要提出一項一般性的架構來模式化與分析製造彈性。 

【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 

【研究結果】 

有鑒於許多研究提出不同的模式分析製造彈性，作者試圖找出這些模型的

共通特性，據以提出一般性的製造彈性分析架構。在 de Groote(1994c)所提出的

架構中，主要的三項構成要素是：技術(technology)、環境(environment)與績效

(performance)。這項架構奠基於兩種特性的區分：即彈性(flexibility)與多樣性

(diversity)，彈性是技術的特性，而多樣性則是環境的特性，至於績效則是用以

評估技術良窳的基礎。  

作者認為所有製造彈性的研究議題，均可依據此架構，透過技術(彈性)、
環境(多樣性)與績效間的關係來陳述，其中，所謂的技術涵蓋了公司的生產資

源、控制程序與整體策略；至於多樣性(diversity)則包含變異性(variability)、多樣

性(variety)與複雜性(complexity)，例如：與季節性需求、要素投入價格等市場情

況的變異性有關者；與產品線的寬度或新產品替代既有產品的速度有關者，與產

品設計的複雜性有關者均屬於多樣性的範疇。 

具體而言，此項製造彈性的分析性架構具備三項策略特性： 

1. 與環境的分配(environment allocation)有關：給定兩種不同的環境，當

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將這兩種不同的環境應與兩項不同的技術互相對

應時，透過上述的分析架構，我們知道一個較多樣化的環境若分配

到較彈性的技術可使整體系統的績效提昇。 

2. 與營運策略(operations strategy)有關：當考慮的問題是給定特定環境

下，應如何選擇最佳的生產技術時，透過該分析架構可以得到：隨

著環境多樣化的增加，選擇較具彈性的生產技術是較佳的。 

3. 與策略性的互動(strategic interfaces)有關：當考慮的問題與工程、行

銷、採購等策略的選擇有關時，由於公司的策略選擇會影響其環境

的多樣性，透過該分析架構可以得到：給定一較具彈性的生產技術，

增加環境的多樣性有助於績效的提昇。 

綜言之，不論是環境與技術的配適、營運策略的選擇或策略的擬定均可利

用技術、環境與績效三者間的互動關係進行分析，亦即技術(彈性)、環境(多樣性)
與績效是分析製造彈性最基本的要素。 

【對本研究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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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的分析架構中，最核心的觀念為：技術(彈性)、環境(多樣性)與績效

是分析製造彈性最基本的要素，舉凡探討製造彈性的研究議題，均可在此架構下

進行分析，換言之，要驗證製造彈性(或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必須要考慮到環

境的多樣性(或製造彈性)的影響。回顧過去關於產品多樣性的研究，由於忽略了

技術面的角色，因此，導致不一致的結論，有鑒於此，目前的研究著重技術面的

影響，例如：設備或人力資源、管理控制政策與公司策略。本研究則同時驗證多

樣性與彈性對績效的影響，對製造彈性議題提供完整的評估。 

依據作者的分析，多樣性不僅是製造彈性存在的前提條件，從策略的較度

來看，公司並可透過策略影響環境的多樣性，以提高彈性技術的績效。以個案公

司為例，採行專業晶圓代工的策略增加了產品的多樣性與生產環境的變異，因

此，在營運策略上致力於製造彈性的提昇具有其必要性。為了判定彈性技術在半

導體製造環境下的適用性，本研究則以與生產現場密切相關的績效指標：生產

力、品質、時間與成本作為評估的基礎，以尋求技術(彈性)與環境(多樣性)的適

當連結。 

 

本節重要結論： 

製造彈性是形成公司策略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因應動態環境不確定性的

有效機制，一般而言，在製造彈性的管理上，管理者最關心的問題包括：給定公

司所面臨的生產環境，那些彈性型態是必須的？彈性水準對生產週期時間、在製

品存貨、產出率等生產績效的影響為何？在那些情況下，彈性有助於績效的提

昇？最適的彈性水準如何決定？而這也是目前製造彈性的分析性文獻探討的重

點。 

針對各項問題，除了製造彈性的多構面型態及觀念性架構已在前一節作過

討論，在此不再贅述外，吾人簡要彙總目前分析性文獻的重要發現如下： 

關於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儘管各篇分析性研究所探討的彈性型態

不同，所檢視的績效構面也不相同，例如：Benjaafarand Gupta (1998)以生產週期

時間與存貨水準為討論重點，而 Jordan and Graves(1995)則著眼於製造彈性對產

能利用率及銷貨收入的影響，然而，各研究均一致地發現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的

正向影響，以及製造彈性的規模報酬遞減現象，亦即，生產績效會持續地隨著製

造彈性的增加而提昇，但增加的幅度會呈現遞減的現象。也因為如此，更突顯了

管理者需要了解製造彈性的習性，以尋求最佳彈性水準的必要性。  

在製造彈性的適用條件方面，依 de Groote(1994c)所提出的分析架構，環境

的多變性(diversity)是製造彈性存在的前提條件，所謂多變性(diversity)涵蓋了產

品種類的多樣化 (variety)、產品設計的複雜性 (complexity)與環境的變異性

(variability)，換言之，採行產品多樣化策略、生產環境的變異性高、產品需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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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確定性等都是製造彈性的動因，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

的影響會增加，因而提昇了製造彈性的價值。Benjaafar (1994)及 Jordan and 
Graves(1995)的研究發現也支持了這項論點，不過值得注意的是：不同的彈性型

態所因應的變異性不盡相同，所影響的績效構面亦異。因此，de Groote(1994c)
認為：在實證製造彈性時對績效構面的選擇應考慮環境(environment)與技術

(technology)的連結。 

儘管既存的分析性文獻提供了多項一致性的結論，增加吾人對製造彈性 
的了解，然而，囿於研究方法的限制，迄今，大部分的分析性研究僅著眼於單一

績效構面的探討，尤其著重於生產週期時間，而忽略了其他製造彈性對其他績效

衡量的影響，特別是品質績效，幾乎沒有研究討論之。 

另一方面，彈性的提昇固然有其利益，但增加彈性也可能需要成本，例如：

增加機器彈性可能需要購買多功能機台，而非單工機台；要降低啟動時間需要投

資於數位控制機器、自動化管理與運送系統；增加路徑彈性需要自動化的彈性物

料處理系統以及即時的生產控制與監督機制，這些都會造成固定與營運成本的增

加，要決定最適的彈性水準須評估彈性的利益與這些成本間的取捨。 

此外，誠然經由分析性文獻我們獲得理論上關於變異性、彈性的概念，但

落實於實際環境中，究竟變異性與彈性如何衡量？前述分析結果是否可以成立？

不同產業是否具有其差異性？這些與製造彈性之管理密切相關的問題尚有待進

一步驗證。 

茲將本節重要文獻彙總如表 2-3，以供綜覽。 
 
 
 
 
 



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Benjaafar and 
Gupta 

1998 分析重點有三：(1)彈性製造策略對生

產週期時間與存貨水準的影響；(2)找
出在那些條件下，彈性策略優於非彈

性製造策略；(3)最適彈性水準的決定。

分析性研究經由數學模型分析，作者發現：彈性水準對生產週期時間的

影響呈現先減後增的結果。此外，其影響的幅度會隨著啟動

時間、排程決策以及產能利用率的改變而改變。換言之，最

適彈性水準的決定須考量廠商的生產特性與管理決策。 
Jordan and 
Graves 

1995 分析製造彈性對銷貨收入的影響，並

找出在那些條件下，製造彈性的利益

可達到最大。 

分析性研究當製造彈性愈高時，產品需求未被滿足的機率愈低，預期的

銷貨收入愈高。然而，當最初彈性水準增加時，預期銷貨收

入具有大幅增長，但隨著彈性水準的提昇，銷貨收入增加的

幅度遞減，換言之，中等程度的彈性水準可帶來最大的利益。 
Benjaafar 
 

1994 主要目的有三：(1)評估路徑彈性對生

產週期時間與存貨水準的影響；(2)找
出可實現彈性利益的管理與控制機

制；(3)分析最適彈性水準的決定。 

分析性研究生產週期時間是路徑彈性的嚴格遞減函數，不過，彈性對生

產績效的影響呈現規模報酬遞減的現象。此外，路徑彈性對

生產績效的影響幅度會因工作負荷量與產品需求的變異性的

增加而增加。 
de Groote 
 

1994c 主要目的在提出一項一般性的架構來

模式化與分析製造彈性。 
分析性研究技術(彈性)、環境(多樣性)與績效是分析製造彈性最基本的要

素。在一多樣化的環境中，相較於非彈性技術，彈性技術可

帶來較大的績效改進。不同的彈性技術與環境多樣性影響的

績效構面可能不同，在實證彈性與多樣性的影響時，所選擇

的績效衡量需能與環境多樣化及彈性技術的特性連結。 

 表 2-3 製造彈性之相關分析性文獻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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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與生產成本之影響—實證研究： 
 

(一) Jenson (2000) 

【研究主題】給定三種不同的生產環境(cellular, functional, hybrid)，檢視兩研究

問題：一是檢視機器彈性與人員彈性對生產週期時間與平均延遲的影響，另一

是：檢視人員分派政策對生產績效的影響。 

【研究方法】模擬分析 

【研究結果】 

基於有兩類文獻分別強調機器彈性與人員彈性的重要性。作者建立一模擬

模式，其中設計三種現場佈置(shop layout)、四種人員分派水準(staffing level)及
三種人員分配法則，分別捕捉機器彈性、人員彈性及人員分派政策，並以生產週

期時間及平均延遲衡量生產績效，據以驗證研究問題。 

結果發現：機器彈性與人員彈性間的選擇與需求變異性高度相關，且機器

彈性與人員彈性的對生產週期時間及平均延遲的影響幅度取決於組織設計，包

括：現場佈置、人員分配水準與人員/機台的比例。 

【對本研究之啟示】 

依據製造彈性文獻，在一個製造系統中，彈性主要在確保系統的產出率與

產品需求互相配適，當二者配適適當時，可以達成存貨相關成本的節省、生產週

期時間的縮短以及品質的增進。因此，唯有存在環境變異性，而管理者無法百分

之百精確預測產出率與產品需求時，彈性才有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彈性的價

值係來自於它具有與變異性(variability)相反的作用，在動態的環境下有助於製造

績效的改進。 

作者的分析結果確實驗證彈性能力的選擇與需求變異性有關，此外，作者

也指出不同彈性型態的相對重要性與營運環境及組織設計密切相關，因此，對管

理者而言，管理製造彈性的第一步在於了解組織本身所需要的彈性型態為何。是

故，本研究在研究之初，首先了解在半導體產業特性下，最重要的彈性型態為何，

進而依據個案公司之生產環境的特性，決定適當的彈性衡量與研究議題，主要目

的即在賦予研究議題實務上的管理意含。  

 

(二) Tsubone and Horikawa (1999) 

【研究主題】主要在驗證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 

【研究方法】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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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採用模擬分析，作者首先建構以下生產情境：假設在一 make-to-order 的

生產環境中，製造系統是由 M 部機台所組成，每一部均負責處理特定的作業，

生產批量到達各工作站的時間間隔符合指數分配，處理時間符合 Erlang 分配；

當先後處理不同產品族群的生產批量時需要額外的啟動時間，假設啟動時間為固

定值；機器彈性是以個別機台可以處理的產品族群數目決定，至於路徑彈性則以

個別生產批量可以選擇的生產路徑數目決定。 

之後，作者以 job shop/flow shop、處理時間的變異性、啟動時間與工作負

荷量等參數描繪生產環境的特性，分析在多種生產環境下，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

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並找出在那些條件下，路徑彈性優於機器彈性。 

 結果發現：與預期一致，當存在機器當機、處理時間變異、啟動時間等

環境不確定性下，平均每一生產批量的生產週期時間會隨著彈性的增加而遞減；

而當處理時間的變異性愈大，或機台當機時間愈長，路徑彈性優於機器彈性；此

外，當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同時增加時，會有綜效發生，使生產週期時間降低的

幅度愈大。 

【對本研究之啟示】 

彈性係指一個製造系統快速因應產品、流程、工作量與當機等因素之變動

的能力，為了增進製造彈性，管理者應找出並決定所需的彈性型態。在該研究中，

作者透過諸如處理時間變異、啟動時間、當機頻率等參數的改變，模擬不同的生

產環境，藉以找出機器與路徑彈性的適用條件，結果與理論一致：當存在環境變

異的情況下，彈性確實有助於生產週期時間的改進。 

由於 Tsubone and Horikawa (1999)對彈性的探討與本研究的彈性議題相

似，因此，該研究對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所下的操作性定義可以提供本研究作為

參考。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在分析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的效果時，僅考慮對生

產週期時間的影響，而忽略其他生產績效指標，例如：生產力、品質、成本，主

要原因可能來自於模擬分析的限制。本研究採用實地實證研究，正可克服此項研

究限制，涵蓋多項生產績效衡量，更完整的探討不同彈性型態的利益。 

 

(三) Suarez, Cusumano and Fine (1996) 

【研究主題】 主要在實證產品組合彈性、數量彈性與新產品彈性這三種製造彈

性能力之決定因素及其與品質和成本間的關係。 

【研究方法】實證研究 

【研究樣本】以位於美國、日本及歐洲的 14 家電子公司所屬之 31 間電路板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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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為分析單位，蒐集 1991-1992 年的資料，進行橫斷面分析。 

【研究結果】 

 作者檢視的研究問題主要有：(1) 產品組合彈性、數量彈性與新產品彈

性的決定因素?；(2)不同彈性型態間的關連性?；以及(3) 彈性與其他績效間的關

連性?結果發現：生產技術、生產管理、與供應商間的關係、人員管理以及產品

開發過程對三項製造彈性能力各有不同的影響。 

其次，透過相關分析檢視產品組合彈性、新產品彈性與數量彈性之間的相

關性，發現：產品組合彈性與新產品彈性成正相關，產品組合彈性與數量彈性成

負相關，但新產品彈性與數量彈性間並不存在任何關係。最後，同樣採用相關分

析檢視各廠的產品組合彈性、數量彈性與新產品彈性能力與該廠的單位生產成

本、電路板瑕疵率及重製率(品質)的關係，結果並無發現顯著相關性，作者推論：

彈性與成本及品質間並無取捨關係。  

【對本研究之啟示】 

既有的實證文獻中，Suarez et al. (1996)是對於製造彈性的決定因素及其與

績效間的關係進行較完整的分析者，作者以個別廠房為分析單位，檢視每一廠房

的管理政策、產品開發過程及生產技術如何影響其製造彈性能力。在諸多製造彈

性型態中，作者並選擇在文獻中被歸類為高階彈性者，即：產品組合彈性、數量

彈性與新產品彈性，檢視不同彈性型態間的相關性。 

不過，關於製造彈性與品質及成本的關係，該研究僅用簡單的相關分析驗

證，並不能看出製造彈性對品質與成本的影響，具體而言，該研究發現三種製造

彈性能力均與品質及單位生產成本無顯著相關，可能的原因包括：各廠的產品組

合不同、產能利用率有差異等，若未能對這些因素加以控制，僅採用相關分析，

無法推論彈性與其他績效間的關係。關於這項研究的限制，本研究將加以改進，

並額外納入時間績效，以完整評估形成廠商之四大競爭要素(即彈性、品質、時

間、成本)的關係。 

此外，Suarez et al.(1996)主要的分析重點在於高階的彈性型態，至於製造

彈性的基本要素，如機器彈性、人員彈性與路徑彈性均未涉及，基於這些彈性型

態是決定個別廠商能否達成高階製造彈性(如：產品組合彈性、新產品彈性)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擬以之為研究重點，並彌補既有文獻的不足。 

 

(四) Boyer and Leong (1996) 

【研究主題】模擬汽車組裝業的生產環境，檢視(1)機器彈性與流程彈性的關係

以及(2)流程彈性對整廠(plant level)之預期產出量(expected output)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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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模擬分析 

【研究結果】 

有鑒於早期的彈性研究均以彈性製造系統為研究重心，而忽略製造彈性在

其他生產環境的重要性，如汽車組裝線(assembly line)，作者依據製造彈性文獻，

定義流程彈性與機器彈性，並模擬汽車組裝線的生產環境，分析製造彈性的利益。 

作者定義流程彈性對為單一廠房生產多種產品型態(如：汽車模組)的能力，

機器彈性則由換機成本(changeover cost)加以定義，主要是指當廠房生產一種以

上的產品型態時，因換機所損失的生產性產能。並分別在產品與廠房數目對稱與

不對稱這兩種情境下，檢視機器彈性與流程彈性的關係，以及流程彈性對預計產

出量的影響。結果發現：機器彈性與流程彈性存在直接關係，亦即，較高的機器

彈性有助於流程彈性的提昇；至於流程彈性則對整廠的預計產出量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此外，作者並發現有限的彈性(limiting flexibility)具有最高的彈性價值。 

【對本研究之啟示】 

面對產品需求的變動，管理者有兩種基本的選擇：一是增加產能(excess 
capacity)或儲存存貨以將產品需求的波動平滑化；二是增加製造廠房的彈性，使

生產可以較容易調整以因應需求的改變。該研究著重於後者，探討在產能有限、

生產環境具有高度需求變異性，且單廠生產多種產品會發生啟動成本的情況下，

流程彈性是否有助於提昇公司因應產品需求的能力。 

其研究結果與製造彈性文獻一致，當一間廠房可生產的產品種類數愈多(即
流程彈性)時，在產品需求存在不確定性下，個廠的預計產出量會愈高。應用至

個別機台，則彈性有助於設備生產力的提昇。 

此外，該研究並提出一項重要觀念，製造彈性的分析並不僅止限於彈性製

造系統，儘管早期彈性的研究是以彈性製造系統為重心，但隨著製造彈性文獻的

發展，彈性的觀念已可廣泛運用於各種不同的生產環境，如：Boyer and Leong 
(1996)的汽車組裝線(assembly line)，以及本研究的迴流式生產環境(re-entrant 
flow)。 

 

(五) Nandkeolyar and Christy (1992) 

【研究主題】主要重點有二：一是給定機器彈性，檢視產品多樣性對於生產力與

產能利用率的影響；另一是改變機器彈性，檢視產品多樣性對生產力與產能利用

率的影響如何變動。 

【研究方法】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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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假設在彈性製造系統的環境下，作者定義生產流程(production route)相同的

產品屬於同一產品族群(product family)，而產品多樣性即以產品族群數的多寡衡

量之，當同一機器上連續處理兩種不同的產品族群時需額外的啟動時間，而機器

彈性則以每部機器可處理的產品族群數區分成高、中、低三種水準。 

關於彈性製造系統的設計，作者假設整個製造系統是由可執行所有必要的

operations(共四種)的機台所組成，廠房佈置採用 functional layout，除了機台外，

並設置了三種緩衝區(buffer)，以及運送各生產批量的自動運輸車(AGV)。而製造

系統的彈性是由機台的彈性水準所決定，當每部機台可執行的功能數愈多時，所

需的機台數愈少，製造系統的彈性愈高。 

透過 SIMAN simulation，作者模擬整個系統的運作，並採 6*3 全因素實驗

設計(full factorial experimental design)，測試三項研究假說。結果發現：給定產能

固定下，系統的生產力(total productivity)與生產性產能利用率(productive capacity 
utilization)會隨著產品多樣性的增加而下降，但在機器彈性較高的系統中，生產

力與生產性產能利用率降低的幅度會減少。 

【對本研究之啟示】 

製造系統的彈性與生產批量的多樣性對管理者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作者以

機器彈性為研究重心，驗證當產品多樣性增加時，較高的彈性有助於降低績效惡

化的比率，初步驗證了機器彈性對生產力的影響。 

然而，在模擬研究中，作者為簡化實際的情境，僅以產品種類數衡量產品

多樣性的觀念，但在實際的生產環境中，產品多樣性並不僅來自於產品種類數，

包括產品間的異質性、服務特性等都是影響因素，因此，當存在更複雜的產品組

合特性下，機器彈性對製造系統之生產力的影響是否仍如預期尚有待進一步驗

證。 

但另一方面，作者係個別機器為研究標的，模擬機器彈性對製造系統之生

產力的影響，在研究客體上與本研究相似，因此其對機器彈性的定義與衡量可供

本研究參考。  

 

本節重要結論： 

依據製造彈性文獻，在一個製造系統中，彈性主要在確保系統的產出率與

產品需求互相配適，當二者配適適當時，可以達成存貨相關成本的節省、生產週

期時間的縮短以及品質的增進。因此，唯有存在環境變異性，而管理者無法百分

之百精確預測產出率與產品需求時，彈性才有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彈性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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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係來自於它具有與變異性(variability)相反的作用，在動態的環境下有助於製造

績效的改進。 

既存製造彈性的相關實證文獻大部分採用模擬分析，以 job shop/flow 
shop、處理時間的變異性、啟動時間、工作負荷量、當機頻率等參數描繪生產環

境的特性，分析在不同生產環境下，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並找出在那些條件

下，不同彈性型態具有相對優越性。分析結果確實驗證彈性能力的選擇與需求變

異性有關，舉例而言，當存在機器當機、處理時間變異、啟動時間等環境不確定

性下，平均每一生產批量的生產週期時間會隨著彈性的增加而遞減；而當處理時

間的變異性愈大，或機台當機時間愈長，彈性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愈大。 

然而，大部分研究在分析彈性的績效效果時，均著眼於對生產週期時間或

生產力的影響，而忽略其他生產績效指標，例如：品質、成本等，主要原因可能

來自於模擬分析的限制。此外，在模擬研究中，作者為簡化實際的情境，對於產

品多樣性的觀念僅以產品種類數來衡量，但在實際的生產環境中，產品多樣性並

不僅來自於產品種類數，包括產品間的異質性、服務特性等都是影響因素，因此，

當存在更複雜的產品組合特性下，彈性對製造系統之生產力的影響是否仍如預期

尚有待進一步驗證。 

在既存的實證文獻中，Suarez et al. (1996)是少數採用實地實證研究者，也

是對於製造彈性的決定因素及其與績效間的關係進行較完整的分析者，作者以個

別廠房為分析單位，檢視三種製造彈性能力的決定因素、不同製造彈性能力間的

相關性、以及製造彈性與品質及成本的關連性。在作者的研究中，並未發現製造

彈性能力與品質及單位生產成本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推論：彈性與品質、成

本不具有取捨關係。 

不過，關於製造彈性與品質及成本的關係，該研究僅用簡單的相關分析驗

證，並不能看出製造彈性對品質與成本的影響，具體而言，該研究發現三種製造

彈性能力均與品質及單位生產成本無顯著相關，可能的原因包括：各廠的產品組

合不同、產能利用率有差異等，若未能對這些因素加以控制，僅採用相關分析，

無法推論彈性與其他績效間的關係。關於這項研究的限制，本研究將加以改進，

並額外納入時間績效，以完整評估形成廠商之四大競爭要素(即彈性、品質、時

間、成本)的關係。 

此外，Suarez et al.(1996)主要的分析重點在於高階的彈性型態，至於製造

彈性的基本要素，如機器彈性、人員彈性與路徑彈性均未涉及，基於這些彈性型

態是決定個別廠商能否達成高階製造彈性(如：產品組合彈性、新產品彈性)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擬以之為研究重點，並彌補既有文獻的不足。 

最後，茲將本節重要文獻彙總如表 2-4，供讀者參考。 
 



  
表 2-4 製造彈性之相關實證文獻彙總表 

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Jenson 
 

2000 給定三種不同的生產環境，探討人

員彈性、機器彈性與人員分派水準

對生產週期時間與平均延遲比例

的影響。 

(略) 模擬分析 機器彈性與人員彈性間的選擇與需求變異性高度相

關，且機器彈性與人員彈性的對生產週期時間及平

均延遲的影響幅度取決於組織設計，包括：現場佈

置、人員分配水準與人員/機台的比例。 
Tsubone and 
Horikawa 

1999 主要在驗證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

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 
(略) 模擬分析 當存在機器當機、處理時間變異、啟動時間等環境

不確定性下，平均每一生產批量的生產週期時間會

隨著彈性的增加而遞減；而當處理時間的變異性愈

大，或機台當機時間愈長，路徑彈性優於機器彈性；

此外，當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同時增加時，會使生

產週期時間降低的幅度愈大。 
Suarez et al. 
 

1996 主要在實證產品組合彈性、數量彈

性與新產品彈性這三種製造彈性

能力之決定因素及其與品質和成

本間的關係。 

位於美國、

日本及歐洲

共 14 家電

子公司，其

所屬之 31
間電路板裝

配廠的橫斷

面資料。 

實證研究 在製造彈性能力的決定因素方面，作者發現：

生產技術、生產管理、與供應商間的關係、人員管

理以及產品開發過程對製造彈性能力具有顯著影

響；且數量彈性、新產品彈性與產品組合彈性彼此

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至於各廠的產品組合彈性、

數量彈性與新產品彈性能力與該廠的單位生產成本

及品質衡量間的關係並不具有統計顯著性，作者推

論：彈性與成本及品質間並無取捨關係。 
 
 

 30



作者 年度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Boyer and Leong
 

1996 模擬汽車組裝業的生產環境，檢

視(1)機器彈性與流程彈性的關

係以及(2)流程彈性對整廠(plant 
level)之預期產出量(expected 
output)的影響。 

(略) 模擬分析 機器彈性與流程彈性存在直接關係，亦即，較

高的機器彈性有助於流程彈性的提昇；至於流

程彈性則對整廠的預計產出量具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此外，作者並發現有限的彈性(limiting 
flexibility)具有最高的彈性價值。 

Nankeolyar and 
Christy 

1992 主要重點有二：一是給定機器彈

性，檢視產品多樣性對於生產力

與產能利用率的影響；另一是改

變機器彈性，檢視產品多樣性對

生產力與產能利用率的影響如何

變動。 

(略) 模擬分析 透過 SIMAN simulation，作者模擬整個系

統的運作，並採 6*3 全因素實驗設計 (full 
factorial experimental design)，測試三項研究假

說。 
結果發現：給定產能固定下，系統的生產

力 (Total productivity)與生產性產能利用率

(productive capacity utilization)會隨著產品多樣

性的增加而下降，但在機器彈性較高的系統

中，生產力與生產性產能利用率降低的幅度會

減少。 

表 2-4 製造彈性之相關實證研究彙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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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製造彈性、環境不確定性與生產績效間之關連性 

 

所謂製造彈性，有學者定義為製造系統因應環境變動或不穩定性的能力

(Mascarenhas 1981；Gerwin 1987)，較完整之定義則為：製造彈性係指一種可以

較低之時間、努力、成本或績效損失去改變或因應環境的能力(Upton 1994)。De 
Toni and Tonchia(1998)彙總過去研究指出：源自製造系統內部(如：機器當機)與
外部(如：供給與需求)之未預期改變是廠商之所以需要製造彈性的主要原因。

Correa(1994)則指出：來自於環境中的未預期改變，增加了生產排程、產能規劃、

存貨管理與品質檢驗等工作的複雜性，導致生產績效的降低，為了因應這些非計

劃性改變的影響，組織可以採行的途徑有二：一是在改變發生之前，即控制未預

期改變的發生；另一則是提昇製造系統因應未預期改變的能力，亦即製造彈性能

力。換言之，環境不確定性被認為是製造彈性存在的前提要件(Gerwin 1987; De 
Toni and Tonchia 1998)，也是決定製造彈性之價值的主要因素(Swamidass and 
Newell 1987)。 

為了因應或改變各種環境不確定性，因此衍生出各項相對應的彈性型態，

例如：廠商需要產品組合彈性與數量彈性據以因應顧客需求的不確定性，需要新

產品彈性以因應產品生命週期的不確定性，需要路徑彈性以因應機器當機的不確

定性，需要物料處理彈性以因應物料投入品質的不確定性等等(Gerwin 1987)。有

些研究則進一步將製造彈性區分為內部彈性與外部彈性(Chen et al. 1992; Upton 
1994)，所謂內部彈性，係指因應來自於製造資源與管理之不確定性，而與市場

間接相關的彈性能力，例如機器彈性、物料處理彈性、流程彈性、人員彈性、路

徑彈性與程式彈性等。所謂外部彈性則是指與顧客需求及市場改變直接攸關的彈

性能力，例如：新產品彈性、數量彈性、產品組合彈性與擴充彈性等。 

因此，對經理人而言，管理製造彈性的第一步即是了解廠商所面臨的環境

不確定性，以及各項製造彈性型態因應環境不確定性的能力，據以決定所需的彈

性水準。所謂環境不確定性，可能來自於組織內部與組織外部，製造彈性文獻將

其區分為內部不確定性與外部不確定性( Newman et al. 1993)，外部不確定性係指

來自於顧客、供應商、競爭者或科技發展等外部環境的未預期改變，例如：產品

多樣性的增加、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買方集中度(buyer concentration)的增加、

顧客對數量或處理要求的變異等；內部不確定性則是指與製造流程、規劃與控制

程序、物料管理等內部環境有關之未預期改變，例如：機器當機、啟動時間、人

員缺席、處理時間變異與品質問題等(Chen et al. 1992; Correa 1994)。 

關於外部彈性及其與環境不確定性之間的關係，由於直接影響廠商與顧客

及競爭者之間的關係，因此，一直是廠商關注的重點，並已受到相當的研究注意，

例如：Swamidass and Newell(1987)從製造策略的角度，實證外部環境不確定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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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彈性之間的關係；Chang et al.(2002)則針對個別彈性能力與外部環境不確定

性之間的關係進行實證分析。然而，與製造流程有關的內部不確定性，以及相對

應的內部彈性則相對地受到忽略，Correa and Slack (1996)指出：大部分的廠商都

著眼於與需求面有關的彈性能力，而忽略與製造流程相關的不確定性與彈性能

力，但事實上後者是前者的決定因素。多篇研究也提出內部彈性是達成外部彈性

的必要條件，但目前對內部彈性的了解不足，需要更多的研究投入(e.g., Koste and 
Malhotra 1999; 2000)。因此，本節係以內部彈性為研究範疇，討論內部彈性、環

境不確定性與生產績效之間的關係。 

所謂內部不確定性，誠如之前所述，係指與製造流程、規劃與控制程序、

物料管理等內部環境有關之不確定性，主要來源包括：機器當機、啟動時間、人

員缺席、處理時間變異與品質問題等(Chen et al. 1992; Correa 1994)。除了來自於

製造過程中所發生的未預期改變之外，內部不確定性亦有一部份係源自於外部不

確定性，例如：產品多樣性的增加、供應商運送時間變異、顧客運送要求變異等

可能導致內部關於製造之規劃與控制的未預期改變。為了因應環境的不確定性，

衍生出各項內部彈性型態，例如：機器彈性、物料處理彈性、流程彈性、人員彈

性與路徑彈性等等。依據個案公司之生產特性，本研究選擇以機器彈性與路徑彈

性為研究範疇。 

關於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如何因應環境不確定性的影響，依據製造彈性文

獻，可由兩種觀點加以檢視，首先，以數學模型與模擬分析為基礎，有研究提出：

來自於製造過程中的不確定性，例如：當機、處理時間變異與重製等，會反映在

製程時間的變異與到達率的變異上，對生產週期時間具有負面影響，而機器彈性

與路徑彈性則可藉由改變環境變異性與生產績效之間的關係減低環境不確定性

對生產績效的影響，具體而言，即製造彈性可吸收來自於環境的不確定性，進而

達成生產績效的提昇(Benjaafar 1994; Benjaafar 1996)；另一方面，則有研究提出

製造彈性的理論架構，說明：廠商可以藉由製造彈性的提昇，降低環境不確定性

與產出變異性的影響，繼而達成生產績效的改進 (Gerwin1987,1993；Correa 
1994)。然而，不論何種觀點，製造彈性的利益來自於降低環境不確定性對生產

績效之影響則是一致的。因此，關於內部製造彈性、環境不確定性與生產績效之

間的關係，吾人可以圖 2-1 表示如下： 

 
 
 
 
 

圖 2-1 製造彈性、環境不確定性與生產績效之一般性關係圖 
 

生產績效 環境不確定性 製造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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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延伸 

 
本節擬以本章前三節所彙整之文獻為基礎，分別從(1)延用過去研究之

處、(2)補充過去研究之處，以及(3)因應個案公司特色之考量這三方面說明本研

究之研究延伸。 
 

一、採用過去研究之處 

(一)  研究主題與理論基礎 

在產品多樣性方面，許多作業研究與管理會計研究提出間接製造費用會

隨著產品組合複雜性的增加而提高，理論基礎主要來自 Cooper and 
Kaplan(1991)所提出的作業基礎成本架構以及 Miller and Vollman(1985)所提

出的交易觀點。 

依據作業基礎成本架構，產品多樣性的提高會增加生產批量數，因此，

需要額外執行較多的批次處理作業，如：機器啟動，以及較多的產品維護作

業，如：生產排程與物料規劃，所以，間接製造費用會隨之提高。 

依據交易觀點，Miller and Vollmann(1985)認為製造成本與生產績效主要

受到四類交易所驅動，這四類交易分別為：運籌交易(Logistical transactions)、
物料平衡交易(Balancing transactions)、品質交易(Quality transactions)與變動交

易(Change transactions)。 

基於半導體製造業的生產特性，當產品多樣性增加時，需要較多的機台

維護、監控與換機作業，較複雜的生產規劃與控制作業，符合交易觀點，因

此，關於產品多樣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本研究擬沿用過去的研究主題與理

論基礎。 

在製造彈性的探討方面，數篇生產管理研究分別以數學模式與模擬分析

探討在彈性製造的環境下，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對等候時間與交期績效的影

響(i.e. Benjaafar 1994; Benjaafar 1995; Tsubone and Horikawa 1999)，考量半導

體製造業為各產業中製程複雜性最高者，不僅生產步驟多，且屬迴流式生產，

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為增進生產績效的主要途徑，因此，本研究擬以過去研

究為基礎，推論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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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80 年代會計研究被廣為批評缺乏攸關性後，學者們紛紛開始走

入現場。一般認為，透過實地研究，研究者可對現場的組織情境與實務問題

有較具體的了解，因而能辨識出與管理實務攸關的研究議題，並給予量化資

料的實證結果較豐富且深入的詮釋(Ahrens and Dent 1998)。基於這些優點，

過去關於產品複雜性的研究均採實地實證研究方式進行，期能並用量化與質

化資料，增加研究結果的實務與學術意涵。 

本研究擬沿用此研究方法，首先透過實地觀察與訪談了解個案公司製造

彈性的來源，找出適當的衡量指標，然後輔以文獻探討及模型推導作為理論

基礎，提出待驗證假說，據以發展實證模型，並蒐集實地資料進行實證分析。 

 

二、  補充過去研究之處 

(一)  研究主題與理論基礎 

產品多樣性與顧客服務為廠商能在全球市場競爭的主要條件，但依據

作業研究(e.g., Benjaafar 1996)，二者間可能存在取捨關係，具體而言，當產

品多樣性愈高時，需求愈不易精確估計，產品到達製造系統的不確定性愈高，

產品在製造系統中的等候時間愈長，如此一來，顧客服務水準也隨之下降。

對廠商而言，應如何在二者間取得平衡呢？了解產品多樣性對顧客服務水準

的影響是決策的第一步。然而，給定此管理議題的重要性，卻尚未有研究探

討之，因此，本研究擬彌補此研究的不足，檢視在半導體製造業的生產環境

中，產品多樣性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競爭的日益激烈與顧客需求的日趨多元化，產品

多樣化的程度在各產業急遽增加，因應環境的改變，如何有效管理產品多樣

性以降低對績效與成本的負面影響成為實務上最迫切需要了解的問題。然

而，相較於實務上的重要性，既有研究十分有限，僅有少數研究從產品設計

或管理政策的角度探討之(如：Fisher et al. 1999；Krishana and Gupta 2001)，
大部分研究仍著眼於產品多樣性與生產成本間之關係的確立(如：Banker et al. 
1995；Datar et al. 1993)。 

依據生產管理文獻，管理產品多樣性的方法可區分為以產品為基礎及

以流程為基礎兩類，產品基礎策略(product-based strategy)主要是透過產品設

計的方式降低在生產及配送系統中的零件多樣性與組合多樣性，同時達成市

場所需求的產品多樣性水準，而流程基礎策略(process-based strategy)則是透

過提昇流程彈性能力，達到以合理成本包容高度多樣性水準的目的。基於半

導體產業的特性以及文獻上的稀少性，本研究著眼於流程基礎策略中製造彈

性能力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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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製造彈性文獻，提昇流程彈性的途徑有多種，例如：生產路徑的安

排、彈性設備的投資、多能工訓練等等，考量個案公司的特性與既存文獻的

缺口，本研究檢視以下研究問題：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對設備生產力、品質

與生產成本之影響。此外，為進一步釐清產品多樣性與製造彈性對生產績效

之直接與間接影響，本研究並採用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檢視產品多樣性及

製造彈性對環境不確定性與生產績效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二) 研究方法 

(1) 在樣本選取方面： 

過去關於產品複雜性之研究有以公司(或廠別)為樣本單位，進行橫斷面

分析者，或蒐集一家公司(或一廠)之日、月、年等時間序列資料進行縱斷面

分析，基於橫斷面分析易涉及公司間之製造策略、組織結構與生產函數等結

構性的差異而產生遺漏變數，造成研究結果的偏誤(Banker et al. 1995)，本研

究擬以來自一家工廠的資料進行分析，儘管小樣本之研究常遭受缺乏一般性

(generalizability)的批評，但此類研究通常是可提供質量均佳的資料以回答管

理會計問題的唯一途徑(Ittner and Larcker 2001)。 

另一方面，為顧及以一家公司之時間序列資料進行縱斷面分析所可能產

生的問題，具體而言，以公司為樣本單位，容易因累積效果而讓差異彼此抵

銷，或者，若在研究期間內公司實務並無顯著變化，則無法測試研究問題，

此外，也可能因公司發生結構性的改變或時間落差之故而作出錯誤推論。因

此，本研究擬以個別機台與生產批量為樣本單位。 

(2)在資料分析方法方面： 

過去關於彈性議題的探討，集中於理論研究與模擬分析，尚未有研究採

用實地資料驗證與內部製造彈性型態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分析彈性議題

上，採用實地實證研究，係屬資料上的創新；此外，有鑑於過去研究在探討彈

性議題時，僅檢視彈性與生產績效之間的線性關係，且亦僅著眼於單一生產績

效衡量，忽略財務面績效，也忽略不同績效間的關聯性，對彈性的利益不能提

供完整的衡量，本研究不僅採行同時採行靜態與動態模型測試彈性與生產績效

間之非線性關係的存在，並額外採用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分析，釐清製造彈

性對生產成本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係屬於研究方法上的創新。  

 

(三) 變數衡量 

(1) 自變數方面： 

 14



關於機器彈性與路徑彈性，由於目前尚無研究實地實證其影響，無法沿

用前人之衡量，因此，本研究乃訴諸製造彈性之分析性與模擬分析研究，由

理論上的定義來設計彈性之衡量。 

在定義彈性時，需明確區分實際與潛在彈性能力(Upton 1994; Gerwin 
1993)，基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了解個案公司之彈性能力對於生產績效的影

響，因此係以實際的彈性能力來定義。  

(2) 應變數方面：為明確釐清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同時檢視

時間、品質、生產力與成本等四項構面。此外，當以機台為樣本單位進行分

析時，本研究配合研究客體。採單站的生產週期時間(cycle time)，以更清楚

地分辨出造成生產週期時間變動的因素。 

 

三、因應個案公司特色之考量 

(一) 研究主題與立論基礎 

半導體的製造被認為具有最複雜的生產流程，加以個案公司致力於專業

晶圓代工，產品種類眾多，在生產上並具有以下幾項特性： 

就收益面而言，積體電路產品生命週期時間短，價格會隨著時間的經過

而下跌，time-to market 是影響獲利的關鍵因素，因此，開發新製程的速度以

及是否能迅速回應顧客的需求是決定晶圓代工業者收益的主要因素；就成本

面而言，由於資本密集度高，加以設備折舊快，良率的高低與產能的充分利

用與否決定生產成本的高低，因此，時間、品質與彈性可謂為該產業的關鍵

成功因素，是故，個案公司提供了一研究製造彈性的最佳環境。 

另一方面，對於由於產品種類多，個案公司最常面臨的問題是產品需求

的不確定性，由於實際產品組合與預計產品組合往往不一致，因此，經常發

生某些產品需求大於產能供給，而某些產品反而有過剩產能的情況，一方面

造成銷售的損失，一方面造成產能的浪費，為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公司會

透過製造彈性的提昇來達成，例如：購買可處理多種產品的機台、採用相同

的原物料等，然而，彈性的提昇也需要成本，例如：多功能的機台比單一功

能的機台昂貴，究竟最佳的彈性水準應如何決定？此問題與公司的產能規劃

與產品分派政策密切相關，而本研究正可提供決策意涵。 

  

(四) 研究方法 

在個廠的選擇上：選擇以產品多樣性最高且績效最佳的廠別作為研究對

象，因為這樣的廠別對於製造彈性的需求水準最高，因此無論在生產流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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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廠房的佈置、產能投資決策上均會重大考慮製造彈性。 

在研究客體的選擇上，擬將研究期間內該廠所有的機台全部納入，以增

加樣本的代表性。 

在生產批量的選擇上：選擇 6 個月內完成完整之生產程序的生產批量納

入，亦即排除只進行部分流程測試的實驗批量以及僅完成部分生產流程的正

常批量，以確保樣本的代表性。 

在研究期間的選擇上，由於個案公司在上一年度曾經歷過市場需求大幅

下滑之結構性改變，因此，產能利用率極低。依據生產管理文獻，當產品需

求低於既有產能時，亦即有產能缺口(capacity slack)存在，此產能缺口具有吸

收環境變異性(variability)的作用，因此，可減少所需的彈性水準。換言之，

彈性對生產績效的影響會因產能利用率的高低而改變，當產能利用率愈高

時，環境變異性對生產績效的負面影響愈大，彈性的績效效果也愈大，所以，

製造系統所需的彈性水準也愈高。 

是故，在產能滿載期間，彈性有助於績效的提昇，但在過剩產能比例很

高的期間，彈性的作用會十分微小，甚至不顯著。基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

分析製造彈性的利益，依據理論文獻，當產能供給遠高於產品需求時，製造

彈性並不具有價值，因此，本研究擬排除產能過剩期間，而僅選擇結構性改

變後之高產能利用期間為研究期間。  

  

(三)  變數衡量 

自變數方面： 

在個案公司，為縮短生產週期時間，提高生產效率，會有將多部機台加

以整合的設計，該類型的機台形同一小型的製造系統，可處理多樣化的產品

種類，執行不同的功能，在本研究中，配合個案公司之特性，視該類型機台

為一製造系統，據以定義機器彈性。 

 

表 2-5 彙總本研究之研究主題、立論基礎與變數設計的情況，並比較說

明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之相同與相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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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本研究之研究延伸彙總表 

 
項目 本研究採用 

過去研究之處 
本研究補充 
過去研究之處 

因應個案公司 
特色之考量 

研究 
主題 
與 
立論 
基礎 

1. 產品多樣性對生產

品質之影響。 
2. 機器彈性與路徑彈

性對生產週期時間

之影響。 
 

1. 產品多樣性對設備生產

力與生產週期時間之影

響。 
2. 路徑彈性對設備生產

力、生產品質與生產成

本之影響。 
3. 機器彈性對設備生產

力、生產品質與生產成

本之影響。 
4. 產品多樣性及製造彈性

對環境不確定性與生產

績效之影響。 

1. 個案公司致力於專業

晶圓代工，生產流程複

雜度高、產品生命週期

短、設備資本高、折舊

快，時間、品質與彈性

是影響獲利的關鍵因

素。 
2. 個案公司經常面臨需

求不確定性的問題，彈

性水準的決定與產能

規劃及流程設計決策

密切相關。 
研究 
方法 

沿用實地實證研究，並

以分析性模式推演研

究假說。 
 

1. 以單一工廠為研究對

象。 
2. 以個別機台與生產批量

為樣本單位。 
3. 採用多種實證模型，檢

測彈性與生產績效間之

非線性關係。 
 

1. 選擇以產品多樣性最高

且績效最佳的廠別作為

研究對象。 
2. 為去除去年度因市場需

求大幅滑落所帶來之結

構性改變的影響，擬僅

以結構性改變後之期間

為研究期間。 
變

數 
衡

量 

自

變

數 
  

--- 1. 以實際而非潛在的彈性

能力加以定義。 
 

-- 

 應

變

數 

-- 採多項生產績效指標，同時

考慮製造彈性對品質、時

間、生產力與成本的影響。

在半導體製造業，生產週期

時間是影響顧客服務的關

鍵因素，因此納入研究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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