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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在本章中，作者將以文本描述(narrative)的方式，逐步來呈現論文的研究結

果與研究分析。首先，作者將描述 NoteCom公司採用供應鏈系統的背景。包括：
(1).NoteCom公司的採購活動過程、(2).SupplyLink 系統的功能與特性，以及
(2).SupplyLink 系統所擁有的運作實務等。其次，在 SupplyLink 系統被用
以支援採購活動的狀態下，作者將再說明：(1).供應商採購活動的實務內
涵，以及(2).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整個採購實務背後的條件與原因。
最後，從雙重的研究分析中，作者將呈現：(1).SupplyLink系統與供應商
採購實務的不契合，以及(2).SupplyLink 系統與整個採購實務背後之條件
與原因的不契合。進而由這兩方面的不契合，能夠理解 SupplyLink 系統為
何會發生採用困難的原因。 
 

第一節 NoteCom採用供應鏈系統的背景 

一、 NoteCom採購活動的過程 

NoteCom是一家筆記型電腦的專業設計與代工製造大廠，也就是一般所謂
的ODM/OEM廠商。由於ODM/OEM廠商的企業活動，涉及包括產品設計(OEM
無此活動)、系統整合、製造設計、採購、生產製造與運送等，可以說從產品設
計開始，代工廠與供應商之間即有合作關係的建立。故對於零組件材料的採購

而言，採購關係的發生，並不是從有材料需求那一刻才開始。為此，以採購活

動為核心，從採購活動的整個過程來看，NoteCom的採購活動可區分為兩個階
段：量產前的採購與量產後的採購，如下圖 5-1所示。 

 

(一) 量產前的採購 

量產前的採購，又稱採購規劃，是指包括：「供應商選擇」、「材料規格確

立」、「價格與配額協商」等三項活動。由於 NoteCom本身是一家 OEM/ODM
的筆記型電腦代工廠，所以當他們正式從客戶手中接單，從事筆記型電腦產品

的量產製造之前，有一段產品發展的過程。這個產品發展的過程，包括：新穎

性產品規劃，及商品化產品研發兩個階段。 

首先，新穎性的產品規劃階段是指，NoteCom研發部門的產品企劃人員，
會根據市場趨勢的發展，試圖規劃出 2~3年內，各類具市場潛力的產品規格，
給國際品牌客戶做 ODM的選擇。例如：更輕巧造型的機型、使用奈米材質組
成的機殼、手寫的螢幕面版介面等的產品規格。一位負責產品開發的人員解釋： 

當 XX客戶對我們下單的時候，很多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賣什麼產品……。XX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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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幾個產品企劃的人經常都是兩手空空的跑來，先聽完我們產品規格的簡報後，他們自

己再回去做市場評估。不過通常來說，因為我們研發部本來就有一組人是專門做市場評

估的，每一季都會去分析整個市場的走勢，然後提供建議給產品開發，所以沒市場潛力

的產品，我們也不會做，只要 XX客戶來找我們，我們給的規格他們大概都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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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供應
商選擇

價格與配
額協商

研發人員在產品發展中，以產品設計需求選擇
供應商，並進行材料零件的承認

採購資材人員與被選擇的各供應商，進行材料
價格的協商與採購配額(allocation)的分配

研發人員依據產品製造所需的各式材料建立零
件需求表(Bill of Material, BOM)  

採購訂單確
認與更新

採購人員根據客戶下給生產廠的訂單需求，要
求各供應商提供材料

採購人員對生產廠的材料需求進行追蹤，隨時
更新材料需求的相關訊息

採購人員應付供應商材料供應上的突發事件，
並隨時掌握供應商材料供應的狀況，確保產線
運作的順暢

追料

 
圖 5-1：NoteCom的採購活動過程 

 

其次，商品化的產品研發階段則是，NoteCom研發部門會將上述產品規劃
中較為成熟、經客戶認可，或客戶同意的產品規格，轉化為可實際大量製造的

商品。一位負責產品開發的人員，提出他的說明： 

產品開發被客戶同意的規格，其實不過是描述產品功能和特性之類的東西，很像你在產

品說明書看到的那些東西一樣，和實際的商品之間還有一大段距離……。一些技術的問

題，比如說：系統架構、功能設計、線路設計等，都需要等你拿到實際的材料，做一些

試驗之後，由效能的結果來判定，怎麼樣才是可行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中，研發部門會向供應商們取得非常多種類的材料或零組

件，由研發工程師做交叉的產品原型製造與測試，並根據不同原型製造與測試

的結果，選擇出適當的材料，組裝成產品樣本，以投入後續生產線的製造。 

當研發部門進行產品原型製造，欲將零組件材料組成某型號的筆記型電腦

時，對於材料的選擇，通常有兩種情況出現：第一種情況是，研發部門在製造原

型時，若認為該項產品所需的材料，皆可由現有的合作供應商所提供，那麼研發

部門就會直接找現有的供應商來進行「零件承認作業」，發出通知請各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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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他們的零件樣本，和研發工程師配合，組裝成產品原型並做研發測試。 

第二種情況是，對一些創新性高，新型號或高檔規格的產品，研發部門在製

造原型前，若發現所需材料，無法由現有的供應商所提供時，研發部門就會進行

「開發供應商」的活動。一位產品設計人員，有這樣的解釋： 

筆記型電腦中，很多材料與技術以前根本沒有，單一的技術，像是手寫輸入或觸碰式螢幕，

或是整台機器都走輕薄短小的路線。產品發展的時候，如果某些材料或技術的使用可能是

一個市場趨勢，或是客戶有這樣的需求，那我們必須設計出那樣的產品。產品開發的時候，

我們會去問看看，有沒有什麼廠商可以配合我們的設計。如果有，就把他們找過來談談看，

了解他們的技術是不是我們需要的。 

在「開發供應商」上，當NoteCom的研發部門選擇使用某一供應商的材料時，
NoteCom的研發部門會與品管部門、採購部門組成小組，實地到供應商的生產廠
調查，收集供應商生產過程的品質數據與資料，以判定該供應商的品質條件是否

合格。一位採購人員，說明供應商調查的目的： 

如果研發那邊覺得想要用這家供應商的材料，而他又不是我們vendors pool的廠商，那我們

就必須去對這家供應商做調查。調查的目的，是要對供應商做控制，因為在供應商進來後，

必須和供應商簽合約，才能有正式合作。所以「開發供應商」過程中，一定要把供應商的

狀況弄清楚，包括：產能的問題、生產廠環境的問題、工廠作業方式、材料品質的問題、

材料配送的問題、服務的問題等，我們要越詳細越好，才能評估出這個供應商的等級，以

及責任歸屬，不然到時候一合作下去，有些事情弄不清楚，出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 

而一旦供應商通過上述的評估與審核後，供應商對NoteCom公司而言，即成
為可合作的供應商夥伴(進入到vendors pool中)，NoteCom的研發部門就可以使用
他們材料來組裝成產品原型。 

對於量產前的採購而言，因為筆記型電腦需要有上述的產品發展與研發過

程，所以通常「供應商的選擇」，和「材料規格的確立」，會先由 NoteCom研發
部門的工程師，根據產品開發與設計上所需的技術，以及產品規格上的需求，

來選擇供應材料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材料項目。然而，供應商選擇及材料規格

確立，雖然是先由研發工程師來主導，可是也由於研發工程師屬於產品技術的

專家，只重視產品設計的技術問題，普遍忽略材料價格或成本控制的議題。為

此，NoteCom基於有效控制材料成本，在研發工程師建立零件需求表(Bill of 
Material, BOM)的過程中(表中載明所需的材料項目與可供應材料的供應商)，
NoteCom的採購部門人員就會開始涉入和供應商之間，進行材料價格的協商(議
價)，以及採購數額(allocation)的分配。一位負責此工作的採購資材人員表示： 

在材料價格協商與採購配額分配上，我們(採購)部門裡的資材人員，會和供應商之間進行

詢報價(Request for Quotation，RFQ)的活動。過程中，我們會依據供應商給我們的材料價

格、材料的品質、配送方式與合作關係(即供應商先前合作的表現)，針對每一種材料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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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 7~8家的供應商，來與他們談有關材料供應的事情，然後再從中選出條件最好的

2~3家。接下來，對每一種材料，即使決定要合作的供應商是這 2~3家，但因為供應商可

以承諾給我們的產能和配合度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對這些確定要合作的供應商，還

會再去分 first、second和 third，來決定各供應商供應材料的數額比例，例如：50%、30%、

20%。 

最後，當研發部門的工程師與採購部門的資材人員，建立產品的零件需求

表，並確定所有材料供應商的採購數額後，為要找出適當的生產製造模式，研發

部門會再和生產部門合作，做2~3次的小眾試產，直至小眾試產的產品也獲得客
戶同意後，研發部門就會將此產品正式的零件需求表和生產製造模式，分別移交

給採購部門，及負責產品製造的生產廠，依據客戶實際的產品需求量，進行量產

的材料採購與生產製造工作。 
 

(二) 量產後的採購 

量產後的採購，又稱採購執行，是指「採購訂單確認(下訂單)」，以及「採
購追料」的活動。 

一般來說，雖然在量產之前，NoteCom的採購人員已經與供應商之間，就
當下量產的產品型號，協議好欲採購的材料配額。但是由於 NoteCom採取接單
後生產(build to order, BTO)的製造模式，所以對於每一種產品究竟應該生產多
少，NoteCom需要看每一段時間內，當下客戶所給的訂單需求和市場狀況來決
定。一旦市場發生變化，如消費者的需求增加或降低，客戶下給 NoteCom的訂
單自然就會發生改變，連帶 NoteCom產品製造的數量與速度會隨之調整，進而
影響到 NoteCom對於各項材料的需求。所以，量產後，採購人員下給供應商的
每一筆訂單(purchase order, PO)，在材料需求數量與日期項目上，都會依據情
況，再做隨時的調整與確認。一位採購人員表示： 

我們下給供應商的訂單，一下子加單，一下子砍單，那是常態，像是材料的需求期限、

交貨日、項目、數量等，我們會一直修改…。因為基本上，我們給供應商的訂單，是依

據生產廠給我們的材料需求，而生產廠給的需求，它又是根據客戶給的訂單計算出來的，

所以客戶的訂單怎麼變，我們就要跟著變。 

除了下訂單的活動外，NoteCom量產後採購的另一個活動重點是追料。對
於 NoteCom的採購人員而言，進行追料活動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供應
商在材料供貨的過程中，本有很多臨時突發的情況會發生，而這些突發的狀況，

如果採購人員沒有進行追料的處理，那麼將會造成 NoteCom生產線的中斷。一
位採購人員表示： 

量產的時候，供應商供貨其實會發生很多臨時的狀況。例如：供應商產能吃緊來不及出

貨、供應商送來的物料有問題(送錯料)，或是供應商送來的材料瑕疵品太多，過不了材料



 50

檢驗那關等。所以這個時候對我們 buyer(採購人員)來說，就要負責去追料。我們可能會

立刻通知供應商重送材料、叫供應商補上缺的材料數量，或找 second source(後備的供應

商)出貨。 

第二種情況是，筆記型電腦生產組裝使用的材料種類很多，而材料之間因

為材料本身生產的時間不同，所以很有可能會出現材料補給時間點上的不一

致，或某一材料有補給線上的不連續或缺口。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產品的生產

組裝，所有相關材料皆缺一不可，故材料採購上，NoteCom的採購人員為要確
保產線運作時，所有的材料都是準時到位的，他們必須對供應商做追料的動作，

來避免可能因為某些材料供應的不濟，而造成生產線中斷。一位採購人員表示： 

有些材料像 chipset，它們的 lead time(生產前置時間)比較長，所以必須在一個半月前就先

下單給供應商，怕供應商來不及做。但有些材料的 lead time很短，所以在 2週前下單給

的供應商就 ok。可是就因為這樣，所以像是 chipset，下給供應商的訂單一定不會很準。

常發生的情況是，到了材料訂單快要到期的時候，才發現那些 lead time比較長的材料，

原先下單給的數量和實際要的數量差一大截，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我們就要趕快對應商

進行追料，希望供應商能夠盡量補足我們原先下單和實際需求數量之間的差額。 

另外，對於「採購訂單確認」和「採購追料」的活動而言，除了有上述的

基本問題，需要由採購人員處理及解決外，NoteCom的量產採購還有一項非常
重要的特色，那就是 NoteCom採取近乎零庫存的作法，向供應商進行採購。 

和其他代工廠不同，NoteCom在進行量產階段的採購上，本身沒有大量材
料緩衝(buffer)的動作，所以 NoteCom的採購人員，向供應商要求送貨的材料數
量，是以「日」的需求為計算單位，並僅保留 1~2日的庫存。NoteCom的一位
採購人員，解釋他們給供應商的訂單和對供應商要求送貨的差別： 

我們對供應商下訂單和要供應商送貨是不同的。基本上，我們給供應商的訂單是指一段

期間中，可能是 1個月內，我們對這個材料的總需求，所以訂單中的需求數量與日期是

說，在這 1~1.5個月內，我們對這個材料可能需求的數量。有些時候，如果我們需求材料

的時間長，訂單甚至有可能開到兩個月以上。但是要求供貨就不一樣，我們要求供應商

送貨的數量是我們平常 1~2天的需求，這個送貨的數量是要立即供應我們生產線即時生

產需要的。所以可以說，比如我們下給供應商訂單是一個月，但要求供應商是每 1~2天

送貨一次，而在一個月內所有送來材料的數量加總，就約等於我們開給供應商那一張訂

單的需求數量。 

換言之，在量產採購上，NoteCom和其他代工廠的作法相比，因為其他代
工廠普遍設有材料的庫存數量，所以其他代工廠要求供應商送貨的次數不會這

麼頻繁。對於一些小數額的材料來說，其他代工廠下給供應商的訂單，訂單當

中的需求日，往往就是交貨日，所以一張訂單也就交貨一次。但對於 NoteCom
而言，其因為採取零庫存的作法，所以一張訂單如果需求期限是一個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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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Com採購人員要求供應商供貨的次數，按照每 1~2天送貨一次，其次數可
能超過 15次以上。進而，在量產過程中，採購人員與供應商的資訊交換上，
NoteCom和其他代工廠相較，顯得更為急迫且頻繁。 

 

二、 SupplyLink系統的功能與特性 

由上述之 NoteCom的採購活動可知，在量產後採購(採購執行)上，包括「採
購訂單確認」和「採購追料」的活動，NoteCom和供應商之間，基本上已有非
常頻繁的資訊交換與溝通。但另一方面，又因為 NoteCom採取零庫存的庫存模
式，所以在量產後採購上，NoteCom和供應商之間，還必須為了日常的材料需
求，而有材料出貨的資訊交換與溝通。故對於 NoteCom而言，採用 SupplyLink
系統的目的，就是為要支援此一階段的採購活動，如下圖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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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SupplyLink系統涵蓋的採購活動範圍 

 

具體來說，在 SupplyLink系統被採用後，該系統對 NoteCom採購活動
的支援，在功能(function)與特性(feature)上，有以下四個部份： 

第一，在系統功能上，SupplyLink的功能主要有三(如下表 5-1 所示)：
(1).採購資訊傳輸。SupplyLink 系統會將 NoteCom的材料預測需求、採購訂
單、出貨通知等資訊，傳遞給材料供應商。(2).採購作業管理。SupplyLink 系
統會以自動化的方式，對供應商建立採購訂單，並協助採購人員處理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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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關訂單修改、訂單回覆、訂單內容協商，以及材料的進出貨等活動。(3).
採購作業狀況查詢。透過 SupplyLink系統，供應商可以即時查詢其供應材
料上的各項相關資訊。 

 
表 5-1：SupplyLink系統的功能內容 

系統功能 功能項目的描述 

採購資訊傳輸 l 做為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包括預測通知(forecast notice)、採

購訂單(purchase order, PO)、出貨認可通知(advanced shipping 

notice, ASN)等的資訊傳遞平台。 

採購作業管理 l 通知供應商接收採購訂單 

l 提供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進行訂單交期、訂單需求數量與分

批交貨需求的協商 

l 提供供應商進行採購單回覆 

l 提供採購人員建立出貨認可通知 

l 提供供應商取得出貨單 

採購作業狀況查詢 l 提供供應商檢視及查詢採購訂單內容 

l 提供供應商查詢材料的預測資訊 

l 提供供應商查詢交貨資訊 

l 提供供應商檢視材料進料檢驗的品質資訊 

l 提供供應商檢視付款月報及對帳單資料. 

 

第二，在資訊處理上，SupplyLink系統的資訊處理方式，是採取「集中
式」的邏輯來進行。在 NoteCom量產後採購作業中，包括預測通知、訂單通知
與出貨通知等(下述會說明)，其給予供應商的相關資訊內容，皆必須參考採購
部門、生產部門等各單位的即時資訊，才能夠據此建立。為此，在 SupplyLink
系統在運作上，該系統會自動化地間隔一段時間，撈取包括採購部門、生產部

門及 ERP系統等資料庫的相關資訊，將其集中整合處理後，建立各式通知訊
息，再傳遞給各個負責所屬材料的供應商。 

第三，在管理控制上，該系統是一個符合「階層式」管理的供應鏈系統。

在運作上，SupplyLink系統雖然沒有直接協助量產前採購的供應商選擇活動，
但由於該系統執行採購作業時，必須在一個 NoteCom與供應商建立採購關係的
前提下，才能對供應商進行採購資訊的處理。因此，基於這個原故，SupplyLink
系統會把量產前採購有關供應商選擇的結果，銜接到系統的運作中。換言之，

當研發部門的工程師與採購部門的資材人員，在量產前採購，決定材料供應商

後，SupplyLink系統為了能夠處理量產後採購的作業，所有被選擇作為採購
對象的供應商，都會由 SupplyLink系統來記錄包括供應商提供的材料項目、
材料價格、材料品質資訊、材料配送方式等資訊。同時，因為 SupplyLink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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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是一個支援量產後採購(採購執行)的系統，所以量產後採購階段中，各家
供應商供應材料的表現，也會由該系統來負責進行記錄，而這些被記錄下來

的供應商相關資訊，就會做為採購部門的資材人員，進行供應商選擇的參考。 

第四，在溝通協調上，該系統還是一個以「同步溝通」為預設的供應鏈系

統。在 NoteCom量產後採購的作業中，除了給予供應商的訂單內容，需要依現
況不斷調整外，更因為 NoteCom採取零庫存的作法，所以也會對供應商提出即
時供貨的要求。因此，為協助量產後採購的作業，SupplyLink系統在運作上，
對於訂單資訊、供應商出貨控制與材料使用追蹤等，都是採行和供應商同步、

即時通知的方式，以達到與供應商之間的生產採購合作。 

 

三、 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實務 

SupplyLink做為一個支援量產後採購活動的系統，在概念上，主要邏輯
在於讓代工廠一進入到產品量產製造階段時，即把代工廠與供應商之間，有關

材料需求與材料供應的溝通活動給連結起來，以避免代工廠和供應商因為資訊

溝通的不良及錯誤資訊，而造成雙方不必要的材料成本浪費。為此，SupplyLink
系統把量產後採購活動的運作，依序區分為三項作業，包括：(1).預測通知作
業(協助供應商進行材料生產排程)、(2).訂單溝通作業(協助供應商進行採購訂單
處理)、(3).出貨控制作業(協助供應商進行材料出貨)，如下圖 5-3所示。 

 

NoteCom Suppliers

需求預測

需求預測回覆

出貨通知(A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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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溝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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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SupplyLink系統設定的採購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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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預測通知作業。在實務上，由於 NoteCom採取的是接單後生產(build 
to order, BTO)的模式，所以製造產品所使用的各種零組件材料，需由材料供應
商快速提供。但對於供應商而言，零組件材料的生產同樣也需要時間，其必須

由二階，或甚至三階供應商先提供原料後，才能進行零組件材料的製造。也因

此，以材料供應商的立場，他們必須在量產之前，即早知道 NoteCom未來可能
的材料需求量，進而使一部份零組件材料先行生產或是排程，直到 NoteCom一
有需求時，才能夠在第一時間立即供貨(送貨)。為此，在採購執行上，SupplyLink
系統所支援的第一個活動，就在於讓採購人員能夠以 SupplyLink為資訊交
換平台，把對於材料需求的預測資訊，傳遞給負責提供材料的供應商。

NoteCom的資訊部門人員表示： 

供應商的材料生產有 lead time(生產前置時間)，就是說，他們需要時間購買原料和排產

線，進行材料的生產，所以我們做為不能等都量產的時候，才去通知他們，這樣會來不

及。所以在開始量產之前的前 1~2個月，我們的採購人員透過 SupplyLink 系統，可以

把 forecast跑出來給供應商，讓供應商去根據我們預期的需求量做備料。 

而提供預測通知的作法上，SupplyLink系統是採對應於產品型號的方
式，來產生需求預測資訊。也就是說，一般而言，代工廠對於各項材料的需求，

主要源自於客戶所下給代工廠的訂單。而客戶下給代工廠的訂單，在客戶端則

又是依據產品型號做區分，不同的產品型號有不同的訂單編號與訂單內容。故

在此邏輯下，SupplyLink系統產生給供應商的材料需求預測資訊，本身也是
以產品型號為主要索引(如產品型號 A10001)，再根據組裝此一產品型號的
所有零件材料為次索引(如產品型號 A10001使用的零件材料共有 800
種)，而後建立各項材料的需求預測資訊，並把需求預測資訊發給負責供應材
料的供應商(2~3 家)。 

第二，訂單溝通作業。在實務上，採購作業中的下訂單(release PO)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活動。以 NoteCom而言，該公司為全球前五大品牌的筆記型電腦做
代工，其材料採購的數量不但龐大，而零組件的種類很多(共計 700~800種左
右)。因應客戶訂單的增減，材料需求具有很高的變化性。採購上，對於每一筆
下給每一個供應商的訂單，都會有多次修改的可能，訂單內容中如需求期限、

材料項目、需求數量等會不斷調整，更不時會有臨時加單、緊急訂單的狀況出

現。故 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第二個支援的採購活動，就在於解決這種
訂單需不斷進行修改、溝通與調整的採購溝通問題。 

在作法上，SupplyLink 系統把訂單處理的活動，區分為自動化的部份
與半自動化的部份。自動化的部份是指，SupplyLink 系統會以自動化的方
式來產生訂單，然後直接傳遞給供應商。NoteCom的資訊部門人員解釋： 

SupplyLink 系統在客戶產品一開始進入生產時，它就根據客戶所給的訂單，先自動化建

立材料採購的訂單，然後傳遞給供應商。之後每隔一段時間，比如一週，它會再根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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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廠的材料需求，去 update材料的採購訂單，讓供應商端取得的材料採購訂單，能夠盡

可能和我們生產部門自己實際的材料需求保持一致。 

而半自動化的部份是指，SupplyLink 系統允許採購人員，可以根據生產
臨時的變化，或意外的情況，與供應商之間進行訂單資訊的傳遞、訂單內容的

協調與溝通。NoteCom的採購人員表示： 

SupplyLink 系統基本上會根據MRP/ERP的資料，一直更新訂單。但是，系統的設計是

固定的，有些時候客戶需求的變動，比如說客戶後來的臨時加單，系統沒辦法做立刻的

反應和處理。還有些時候，比如說某一些材料我們知道會發生缺貨，所以我們不能按照

一般的情況向供應商下訂單，我們可能會拉長訂單的需求期限和數量，來確保我們對這

些材料的需求。還有些情況是，供應商供不了貨，我們要轉訂單給別的供應商。這些時

候，SupplyLink 可以讓我們上系統去改訂單內容，或是和供應商做溝通。 

第三，出貨控制作業。SupplyLink系統所提供的出貨控制作業，一方面
在於協助供應商建立出貨單，讓供應商進行材料交貨、材料檢驗與進入庫存。

因為對許多供應商來說，材料出貨後，供應商皆希望能夠取得材料已經被收到

的訊息(即交貨確認)，以便供應商可以即早做後續收款的事宜。所以，
SupplyLink系統在運作上，會讓供應商去查詢他們送出的材料，在 NoteCom
端的狀態，包括材料是否檢驗通過、何時成為 NoteCom的材料庫存、材料使用
/消耗的統計明細等。 

另一方面，NoteCom採取的是零庫存的作法，就 NoteCom的立場，除了
材料的追蹤外，還必須去控制供應商的材料出貨，以避免供應商可能會有超交

的現象(即交貨數量多於實際需求)。為此，SupplyLink在運作上，採取
ASN(advanced shipping notice)的機制，讓 NoteCom的採購人員可以去控制
供應商的材料出貨活動。NoteCom的資訊部門人員解釋： 

ASN 是 SupplyLink 系統設計給供應商的一個出貨認可通知，用來控制供應商的交

貨數量。以訂單來說，一筆訂單會有它的交期(需求開始到需求結束)，這個交期的

目的，是告訴供應商我們需要這批材料的時間，比如說一個月。但以供應商來說，

他不見得會遵守你的交期，他為了避免自己有庫存或做業績，他可能會在需求期限

還沒到之前，就先把全部的貨交給你，讓材料轉成我們的庫存，所以 SupplyLink

提供 ASN 的方式來管制供應商交貨，讓供應商只有在採購人員同意交貨的時候，

才可以做交貨的動作。  

 
表 5-2：SupplyLink系統提供的運作實務 

支援活動 系統的運作實務 

預測通知作業 l SupplyLink在量產開始時，先對供應商發出 1~2個月的生產預測，之後由

於客戶需求每週會改變或修正，故再以一週更新一次內容的方式，將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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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的生產預測做調整，以符合預測需求的現狀。 

l SupplyLink以產品型號為基準，依據產品型號的區別，發出預測通知給供

應商。例如：如果 NoteCom有 10個機種正在生產，則 SupplyLink會分別

建立 10份不同內容的預測通知書，各自發給 10個機種中，各個提供零組

件材料的供應商。 

訂單溝通作業 l 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在訂單處理上，分為自動化與半自動化兩個部份。 

l 自動化是指，SupplyLink系統將 NoteCom的訂單作業做自動處理。在量

產的過程中，每一週 SupplyLink會根據 NoteCom生產系統(MRP系統)的

生產規劃內容，自動更新各項材料的採購訂單(purchase order, PO)，並發

出給所屬的材料供應商。 

l 半自動化是指，SupplyLink對於 NoteCom的採購部門提供一個訂單處理

的平台。採購人員可以對系統已發出的電子訂單進行訂單內容的修改與調

整，或者針對緊急需求、臨時需求等，採購人員也可以透過系統來和供應

商，進行有關訂單發出、回覆、修改與協商的活動。 

送貨控制作業 l 在出貨作業上，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是和生產系統、材料庫存控制

系統及材料品質稽核系統連結在一起的，故可以讓供應商去追蹤他們

送出的材料在 NoteCom端的狀態。 

l SupplyLink系統採取出貨認可通知(advanced shipping notice, ASN)的機

制，供應商只有在 NoteCom採購人員要求交貨的情況下，供應商才可以

進行交貨。 

 

由上述可知，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實務非常明確，就是把量產後的
採購活動分為三部份(預測通知作業、訂單溝通作業、送貨控制作業)，並以
自動化(system to system)的方式，解決採購資訊傳遞的問題，使 NoteCom與
供應商兩者之間，在材料需求與材料供應上，有更密切整合。基於 SupplyLink
系統能夠有效協助採購活動的執行與溝通，理想上，透過該系統的採用，對

於採購活動本身，應該會有明顯的影響產生。然而可惜的是，在 SupplyLink
系統採用之後，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之間，從事採購活動的方式，只有在公司雷

厲風行要求使用系統的情況下，採購人員與供應商才會按照系統提供的運作實

務來進行之間的採購活動，但在沒有被要求的情況下，採購人員與供應商卻又

回到他們原先的採購作法。同時另一方面，大部份的供應商對 SupplyLink 系
統，也有很大的排斥與抗拒，很多供應商反應出對於系統使用的不適，並

且提出很多的抱怨。何以至此呢？在下述，本論文將接著說明：(1).供應
商的採購實務，以及(2).整個採購實務背後的條件與原因，從這兩方面來了
解並分析造成 SupplyLink 系統出現採用困難的原因。 

 

第二節 NoteCom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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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筆記型電腦的製造，需要使用到的材料與零組件，大概有 700~800種
左右(若再做細分則可達上千種)。在實務上，除關鍵零組件供應商(包括 CPU、
GPU、LCD、DRAM、Hard-Disk等)，另由採購高階主管人員所負責以外(原因
將在第四節中說明)，為便於管理供應商，NoteCom的採購部門依據材料的屬
性，將供應商區分為：Electrical Engineering(電子工程材料)、Module Electrical(電
子模組材料)、Mechanical(機構材料)和 Package(包裝材料)等四大類型。故由這
四大類型材料所代表性的供應商(機殼、Label、PCB板、Cable、電阻電容)著手，
可以從中了解供應商採購實務的特性與內涵。 

 

一、 機殼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機殼是指筆記型電腦的上下蓋，屬於Mechanical材料。以筆記型電腦來說，
一台筆記型電腦有上下座的區別，上座要包覆住 LCD，下座要包覆住如
Keyboard, Motherboard, CD/DVD-Rom, Battery等多種設備。是故，機殼材料，
除了有材質的基本考量外，還有外形與空間配置的設計問題存在。以筆記型電

腦的產品來說，每一個型號筆記型電腦，因為機器大小、內含設備數量與規格

的差異，機殼使用是不一樣的，所以機殼材料，對於筆記型電腦的製造，是一

種非共用性的特殊零件，一組機殼只對應一個型號的產品。故在供應材料之前，

早在 NoteCom進行產品研發時，供應商即需要與 NoteCom之間，就機殼的材
質、外形與空間配置等，進行研發上的討論與互動，直至試產後，供應商才能

將材料導入到 NoteCom的產線中。 

由於機殼材料的特殊性，所以使供應商和 NoteCom的研發之間有很密切的
聯繫。一般而言，在研發上，NoteCom會給機殼供應商關於機殼材料的需求規
格，而根據機殼材料規格的要求，當供應商建立產品樣本完成後，供應商會將

機殼的樣本，送到 NoteCom研發部門做測試(包括散熱與硬度的測試)，直到機
殼的材料被認可之前，供應商與 NoteCom之間，會有許多技術與規格上的修改
與溝通。一位 NoteCom的研發工程師解釋： 

和機殼最有直接關係的就是機器的散熱，包括機殼材質、排風口的設計、空間配置等，

都會影響機器散熱的效果，所以 Notebook的研發，有一塊就專門在看散熱的問題。通常

我們會做出好幾個的樣品來測試。但一開始測試你會發現，會跑出很多問題，所以我們

常會找機殼供應商那邊的研發過來討論、研究新的方案，直到問題能夠解決為止。 

然而，由於此類材料和 NoteCom的研發之間，有冗長的設計問題需解決，
故當機殼材料承認被承認之後，往往很快就會進入材料的量產階段。一般情況

下，因為材料承認與量產的間隔實在太短，所以機殼材料的下單，比較特殊的

是，經常都是由 NoteCom的研發部門，先對供應商做下單，然後再交由 NoteCom
的採購部門，做後段的持續下單與追料。在此原故下，對於供應商而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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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接到的訂單，是連 NoteCom的採購部門都還不知道的採購需求，直接先
由 NoteCom的研發部門來轉知。 

在生產供貨上，對於供應商來說，機殼的生產涉及到製模與衝壓，故生產

時間(production time)較長。一般而言，因為一筆訂單的材料需求具有一定的數
量，且 NoteCom需要的機殼材料，往往一次都有 7~8種以上，所以就生產的速
度上，供應商皆無法一次全部生產出來，而必須一邊生產一邊交貨(少量分次交
貨)。同時，以 NoteCom的立場，該公司採用零庫存的供應鏈策略，本身也要
求供應商在收到需求時，才能送貨至 NoteCom。機殼供應商表示： 

因為機殼的生產涉及到金屬加壓與切割的作業，所以生產不可能很快，如果以一筆訂單

需要的數量來算，大概 3~5天才只能做出一小部份的數量。但是 NoteCom的產線又很趕，

他組裝產品的速度比我們生產快很多，而且他又不放材料庫存，所以我們材料都是生產

完，就要趕著出貨。 

因此，由於機殼生產較費時，且有來自 NoteCom零庫存的壓力，供應商為
精確控制生產數量，以避免有生產短缺或來不及出貨的問題。對於接單，必須

以日為計算單位，由供應商的接單人員每天和採購人員或生產部門的聯繫，來

得知 NoteCom的當日需求數，然後再配合出貨。 

 

二、 Label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所謂 Label，是指筆記型電腦上包括 Logo、註明產品型號，以及注意事項
等的貼紙，屬於 Package材料。一般來說，每一台筆記型電腦根據規格或設備
需求，必須有 Label來載明機器的系統功能、序號、產品型號或產品認證。平
均而言，一台筆記型電腦至少都有 3~5張左右的 Label。 

在材料技術上，Label的本身沒有所謂研發設計的問題，通常供應商只要
按照 NoteCom的需要，也就是一些產品規格、功能、認證等的文字與符號內容，
進行 Label的設計(打樣)，並將 Label上的內容確認無誤，即可通過 NoteCom
的材料認可，並進行生產。 

但話雖如此，Label材料卻有它不同於其他材料的特色：第一，Label內容
雖是根據產品規格來建立，但筆記型電腦的產品，根據客戶(消費者)需求的差
異，即使相同型號，個別一台機器的規格可能都有所不同。又或者是，有時候

一個產品型號的生產期因為比較長，所以有機器設備與規格上的改變，而需做

Label內容的變更。是故，包括個別機器上的差異，和產品型號的改變，都會
使每一批機器所需要的 Label不同。因此，即使 Label的生產快速(production time
只需一天)，但卻必須時時配合這些產品規格的改變。Label供應商表示： 

我們這個 Label的材料，是根據實際機器給的，機器的規格不一樣，要給的 Label就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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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完全是跟機器在跑的。舉例來說，可能同樣是 NoteCom某 A機型的產品，但是這個

A01機型的量產時間很長，可能一年以上，所以 NoteCom會有很多批機器出廠。因為每

一批機器的實際規格不見得都相同，所以貼在機器上的 Label也就不一樣。 

第二，在製造上，Label材料的即時性遠高於其他材料。理由是，一方面
Label的用途屬於包裝性材料，在筆記型電腦的組裝過程中，是倒數的幾個產
線步驟，所以材料供應不允許有任何的延遲。Label供應商在供貨上，一向被
要求 24小時配合 NoteCom的生產需求，而這種即時的配合度，是其他材料較
難以達到的。另一方面，還因為 Label材料的生產時間(production time)比筆記
型電腦的組裝還要短，而 Label的供應商可依據 NoteCom的生產需求，隨時調
整生產作業。是故，對供應商來說，他們的訂單方式，是採即時性的作法，即

當日接單、當日生產並交貨。也因此，供應商沒有長短期的生產規劃之分。 

 

三、 PCB板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PCB板就是所謂的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屬於 Electrical 
Engineering材料。一般而言，筆記型電腦使用的 PCB板是六層版或八層版，
而越多層的板子，表示可放入的電子元件越多，但相對的技術也越複雜。 

PCB板在筆記型電腦的產品開發上，有很高的重要性。原因是，它涉及了
筆記型電腦中複雜的電路設計、散熱、空間配置等問題。故一般而言，PCB板
供應商與 NoteCom之間，有非常多的研發互動。PCB板的供應商普遍會提供
有關電路設計(layout)技術的支援，並依據 NoteCom所給的電路設計圖，建立
出 NoteCom所需的 PCB主板。一位 NoteCom的研發工程師表示： 

原則上，供應商不涉及我們產品的設計，供應商是根據我們給的電路設計(layout)，來建

立出 NB的 PCB主板。不過，因為 PCB板技術的差異，像六層版和八層版，它們實際電

路佈線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研發上，我們會需要和供應商合作，來進行線路設計。 

由於 PCB板的設計根據產品規格需求，有很大的差異，所以 PCB板的生
產供應是跟著產品型號跑的。換言之，不同型號的筆記型電腦，有特定使用的

PCB板，其 PCB板是不可混用的。因而，當一個產品型號的筆記型電腦有產
品上的修正時(產品改版)，就代表所屬的 PCB板規格也要跟著變動。平均而言，
以一個 PCB板的材料來說，在材料量產時，一個月之內會 2~3次的改版(稱為
running change，也就是量產後的工程變更，可能改防焊、可能改部分製程，情
況不一)。所以，在供貨上，供應商除了需要得知供貨數量、日期等資訊外，也
需要得知是否有材料改版的需求。 

改版的問題，對於 PCB板的供貨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如果一改
版，則代表供應商的生產也要跟著變化。舉例來說，如果原先 PCB板供應商生



 60

產的是 101版的 PCB，那麼當 NoteCom改為 102版時，如果供應商的生產線，
沒有快速反應改版的需求，則所生產的 PCB板將全部報廢。因此，在此種材料
的生產供貨上，一是供應商需以少量生產的方式，來配合 NoteCom的需求；二
是供應商必須與研發部門互動，以隨時了解產品改版的情況。 

此外，由於 PCB板有改版的問題，且屬於特定性的材料，所以供應商在生
產供貨上，會採比較保守的方式，來避免風險。一般而言，PCB板供應商在得
知由 NoteCom採購部門所下達的訂單命令時，會將它當做是生產備料的依據，
而不會一下子完全按照訂單的內容來做生產。因為可能 NoteCom的訂單需求在
前，但市場需求的變化在後，訂單和實際供貨之間，仍隨時會改變，所以供應

商當生產材料時，都會不斷詢問 NoteCom採購人員，或向 NoteCom的生產部
門確認，一個比較精確的需求數量。供應商普遍會希望得知每 2~3天內的需求
情況，然後按此來投入生產，以避免因為產品改版而造成生產錯誤。PCB供應
商表示： 

PCB板是特定材料，萬一做下去，NoteCom不要，就會變成廢料，成本就要我們吸收。

所以我們接單的時候，都要去確認是不是有這麼多的數量，大概詳細的需求日期是這麼

樣的。我們的作法是，不要一次投太多量下去，盡量控制在材料是 NoteCom有需要的時

候，再去生產和交貨。所以即使一張訂單交 100次貨都沒關係。 

 

四、 Cable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Cable是指筆記型電腦中所使用的線材，屬於Module Electrical材料。在筆
記型電腦中，主機板與許多設備之間都要使用線材與集線器，來進行資料與電

訊的傳輸。一台筆記型電腦中至少要使用有 15種以上 Cable材料。故此類材料
的使用，在筆記型電腦當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而 Cable的材料，大部份屬
於標準性的材料。材料種類雖多，但每一種 Cable材料的訊號介面已經被標準
化。所以在產品製造上，它屬於一種基本材料。 

由於 Cable本身是一種標準材料，它的應用範圍廣，多數的資訊產品都會
使用到 Cable的材料。所以它的使用量很大，當市場需求增加時，可能會有缺
料的現象發生。故以供應商的生產而言，在量產前的採購階段時，NoteCom就
會根據客戶需求，與供應商之間協調出預期採購的數量(即 allocation)，讓供應
商開始進行產能規劃，以避免出現生產短缺的問題。而在量產開始後，對於材

料的生產規劃與備料，供應商還需要有細部的需求預測(forecast)資訊，使其能
夠知道 NoteCom的每一種材料在每一段時間中，大略的需求數量。 

除了需要精確的 forecast資訊外，在供貨上，因為 Cable材料需求量大，生
產數量多，而容易有生產過剩的問題。但由於供應商和 NoteCom之間採取零庫
存(一日庫存)的作法。在生產時，NoteCom是以即時的材料使用量做為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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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即 1~2天要求供應商出貨一次。所以在這種要求下，供應商除了要以 direct 
shipping供貨外，供應商還要控制出貨的數量，來避免有超交的現象。因此，
對於供應商而言，需要非常精確地知道 NoteCom產線對於材料需求的數量，包
括每一種 Cable材料的當日需求數。Cable供應商表示： 

對於我們 Cable這種標準材料，NoteCom會很怕我們超交，因為他們可能同時向三家的

供應商購買 Cable的材料。所以比如我們準備要交貨，但同時可能也有其他的供應商要交

貨進去，這時候 NoteCom因為不放材料庫存的關係，當材料需求被補滿了，就會把某一

家供應商的數量給擋下來，不讓交貨。因為常會有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的生產和交貨，

都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到底 NoteCom對於材料的實際需求量是多少。 

 

五、 電阻電容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電阻和電容為資訊產品普遍使用的被動元件，是負責處理電流、電壓，以

及儲存電能的材料(屬於Module Electrical材料)。以材料的角色來說，電阻和電
容材料可說是最基本的材料(和 Cable材料類似)，其材料種類多達 700~800種，
是電子元件中的一種必需品(commonality)。由於它已經是一種極度標準化的材
料。因此在研發上，和產品的設計關聯性很低。 

不過，因為電阻電容材料種類多的原故，供應商為要供應 NoteCom不同筆
記型電腦機種的需求，要處理上千種以上的材料料號。而每一個材料，因為需

求量大，且各種材料使用的數目不同，所以和前述的 Cable材料一樣，必須在
量產之前，拿到 NoteCom的需求預測(forecast)資訊，來做生產規劃與備料。電
阻電容供應商表示： 

NB根據規格需求的不同，會使用到幾百種以上的電阻和電容材料。而且以一台機器來

算，光是一種的電阻或電容可能要用到 20~30顆以上。因為是這麼大的使用量，材料種

類又這麼多，所以在量產之前，會花很多時間來處理備料的事情。 

換言之，在生產上，電阻電容材料雖然生產速度快(3天左右可生產一批
貨)，但因為材料需求量大，且材料種類多，所以需要較長的生產前置時間(lead 
time)，處理各類材料產線的規劃與排程。而不能夠等到 NoteCom有需求時，再
開始進行生產，否則會出現來不及生產的情況。 
此外，在供貨上，電阻和電容因為材料單價比較低，面對 NoteCom的零庫

存要求，以 direct shipping的方式出貨，反而不合成本。為此，電阻電容供應商
普遍選擇以 Hub的方式，對 NoteCom進行供貨。因為如此一來，可以減少材
料運送的次數，而降低運輸成本。電阻電容供應商解釋： 

所謂的 Hub模式，是我們向靠近 NoteCom附近的倉儲物流業者租一塊空間，存放我們的

材料。材料的物權，是屬於我們的。等到 NoteCom有出貨需求時，他們會向倉儲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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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拉貨(取用材料)，他們要使用多少材料，倉儲物流業者就配合送多少材料，這個時候材

料的物權，才會變成 NoteCom的。 

然而，也由於電阻電容供應商的材料供應是以 Hub的模式來進行，故在出
貨的時候，必須同時去計算並整合來自 shortage(材料短缺表)和 stock(庫存水準)
的資訊，才能決定真正要提供給 NoteCom的材料數量。電阻電容供應商解釋： 

我們交貨的時候，其實要看 shortage和 stock兩個資訊。shortage的資訊是我們向 NoteCom

要的，主要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目前產線欠缺的材料項目與數量。而 stock，是 Hub提供

給我們的，這是告訴我們目前存放在 Hub中，每一種材料的存量究竟有多少。 

 

第三節 研究分析一：SupplyLink系統與供應商採購實務的不契合 

上述本論文說明了各個供應商根據所提供的材料，在採購實務上的特性與

內涵。但是，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究竟那裡和供應商的採購實務之間存有
衝突呢？在此，由不同材料供應商之採購實務，其所呈現出的不同採購合作型

態(collaboration pattern)，包括：特殊材料、標準材料與附屬材料，可以從中了
解供應商採購實務和 SupplyLink運作實務之間不契合的地方。 

 

一、 採購實務型態一：特殊材料的供應商 

特殊材料的供應商，是指機殼和 PCB板的供應商。這類供應商，供應材料
的過程比較複雜。因為材料供應的一開始，供應商必須依據 NoteCom研發部門
所開出的規格來量身訂做材料。很大的一個特色是，供應商往往在產品研發的

階段，即必須就材料的規格或功能，和 NoteCom的研發部門保持高度互動，以
發展出適合 NoteCom產品的材料。同時，對於材料的供應，在量產之前，也有
試產與材料認可的過程，供應商必須先對 NoteCom提供少量的材料成品，以取
得 NoteCom的生產同意。在這樣的情況下，嚴格來說，所謂的生產採購活動，
其實在材料試產的時候，就已經提前開始。所以，對供應商來說，生產備料所

需要的預測資訊，不能等到量產階段來臨時，才透過 SupplyLink來取得。也因
此，就預測通知(forecast notice)的意義，該系統對此類供應商而言，並不能達
到它的目的。機殼的供應商表示： 

我們在供應材料上需要經過試產、材料承認、量產的階段。但因為試產要兩次，所以通

常一試產完，就是直接趕著量產，中間不會讓你有一個月的備料時間。在試產的時候，

我們會取得 NoteCom研發部門給的授權書。授權書上會告訴我們料號、品名、數量等，

所以等於說，它比採購那邊還要更快通知我們訂單的內容，而我們通常就依照授權書上

的數量排試產，然後抓一點 buffer當做量產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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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類材料的供應商，因為材料規格是受 NoteCom指定的原故，所以
在生產的時候，特別會考慮到數量的問題。例如：PCB板的改版，會造成廢料
的問題，所以使供應商對於生產數量的控制需要非常謹慎。但是以 SupplyLink
系統的運作而言，系統給的訂單資訊，卻是一段時間內「採購需求的加總結果(以
週計)」，和此類供應商想要得知的「即時生產需求(以日計)」並不符合。也因此，
SupplyLink給予的訂單資訊，在意義上只是它們供應材料的一個資訊參考。PCB
板供應商以他們的例子表示： 

我們材料有改版的問題，我們生產一般不敢投太多量下去，在接到 SupplyLink系統給的

PO的時候，我們都會再去詢問 NoteCom生產部門有關 PR(材料的請購需求)和 shortage(材

料短缺表)的狀況。因為你從 PR可以看到生產部門每天要的材料數量，而 shortage可以

看到材料每天的使用量，這個對於我們供貨的計算和控制比較有幫助。 

綜上可知，對於特殊材料的供應商而言，材料供應的重點是研發的配合，

與生產數量的控制，其採購實務涉及跨部門的互動，是跨界(cross-boundary)的
合作。相較於此，SupplyLink的運作，卻是一個以採購部門為中心(centre-control)
的資訊平台。也就是說，雖然 SupplyLink系統在運作上，會去取得生產部門與
研發部門的資訊，但 SupplyLink系統卻同時很清楚將採購活動的權責加以切
割，並預設材料下單的工作，只集中於採購部門身上，而沒有考慮到對特殊材

料的供應商來說，其材料供應的活動與研發部門、生產部門的密切關聯。故在

此，SupplyLink不適用的原因是，包括需求預測、訂單命令的發出，雖然形式
上是採購部門來主導，但實際上，供應商根據材料供應的任務，需要跨界由研

發部門與生產部門提供相關資訊。進而在實務運作上，SupplyLink對特殊材料
的供應商來說，是一個不恰當(不能用)的系統。該系統不合乎特殊材料供應商
的採購活動，所以沒辦法達到協助採購作業的目的，系統充其量只是一個提供

部份採購資訊的來源。 

 

二、 採購實務型態二：標準材料的供應商 

標準材料的供應商，是指前述的 Cable和電阻電容供應商。雖然在本研究
中，作者只以 Cable和電阻電容兩種供應商為例做說明，但在 NoteCom製造筆
記型電腦的零組件中，這類材料的供應商數量最多。在材料型態上，由於標準

材料的介面、功能或需求已被標準化或模組化，故以供應商的角度而言，供應

材料的重點在於量產階段的配合，而沒有太多和 NoteCom在研發上的合作與互
動。所以相較於前面特殊材料的供應商，標準材料的供應商應該是比較適用

SupplyLink系統的一群供應商。 

然而，特別的是，這類材料的供應商卻反而對於 SupplyLink系統有最多的
抗拒。第一，在需求預測上，標準材料的供應商，因為材料的使用量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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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產前，會取得 SupplyLink給的需求預測來做備料。NoteCom的採購經理說
明 SupplyLink給供應商的需求預測： 

我們公司幫好幾家品牌做代工，機器是不斷的在生產。每一個機種量產的時間不同，它

們切入量產和結束量產的時間點可能都不一樣，是 case by case的，所以 SupplyLink給供

應商的 forecast report，是依據產品型號來發給供應商。 

但是，SupplyLink以產品型號為基準的生產預測(如前面表 5-2所描述)，卻
讓供應商產生困擾。電阻電容供應商反應他們的情況： 

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是我們每一種材料的 forecast。SupplyLink現在的作法，只提供我們各

個機種的預測數量，然後我們要自己根據各個機種所使用的材料，估算出我們應該生產

的材料數量。但是同一種材料，不同機種在生產過程中，實際所使用與消耗的材料數是

不一樣的。比如說 A機器使用甲材料是 20個，但 B機器使用甲材料可能是 30個，這只

有 NoteCom才會知道，所以我們的備料常會不準。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才不管什麼機器

使用消耗的甲材料是幾個，我們只想知道甲材料，我們應該生產多少，而乙材料，我們

又該生產多少。 

第二，在訂單資訊上，標準材料的供應商，在生產過程中，確實有取得

SupplyLink訂單資訊的必要性。而 SupplyLink是以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的方式(如
前面表 5-2所描述)，來下訂單給供應商。NoteCom的採購人員解釋： 

大部份的材料，因為還沒開始生產，所以 SupplyLink自動下給供應商的 PO，最初的需求

數量是暫定的。但是，當生產開始後，客戶需求會慢慢進來，而且也會有變動，這個時

候我們就要以半自動的方式，上系統去做訂單的更新。 

換言之，SupplyLink通常先自動化給予供應商訂單，然後再依據實際情況，
逐漸修改與調整訂單的內容。可是以材料生產來說，供應商其實想一次就清楚

確定 NoteCom對於材料的實際需求量，而不要有訂單更新的現象。Cable供應
商表示： 

SupplyLink系統下的 PO，它給的都是 2~3週左右的需求數量，還沒交貨之前，訂單的內

容會一直變，所以可能剛開始給 50K需求，但幾天後變 70K，再過幾天又變 40K。對於

我們生產來說，我們想要知道的是，NoteCom每一段時間很確定的需求，這樣才能夠使

我們知道應該生產的數量。現在 PO的方式，比較像是另一種的 forecast，只能說它比

forecast準，但我們生產都不會按照 PO來做。 

第三，在出貨作業上，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本質上是為了提供一個出
貨的機制給供應商，讓他們進行材料的出貨控制與追蹤。然而，由標準材料供

應商的採購實務可知，供應商對 NoteCom的出貨，可以分為 direct shipping和
Hub模式兩種。其中，Hub模式是供應商利用倉儲業者來暫存材料，等到需求
出現時，NoteCom再向倉儲物流業者取貨的作法，而因為這種作法，材料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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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NoteCom自己決定數量，故 SupplyLink對於供應商的控制出貨機制，其
實沒有它的意義。另外，表面上，雖然 SupplyLink系統符合 direct shipping的
作法，但是 SupplyLink出貨的設計，為彈性控制供應商的出貨，其出貨認可
通知(advanced shipping notice, ASN)的機制，限制必須由採購人員同意才可
取得。在實務上，這並沒有真正為供應商的即時出貨帶來好處。Cable供應商
表示他們對此的困擾： 

我們出貨要採購人員同意才能去開 ASN出貨單，是因為 SupplyLink設計 NoteCom的材

料出貨隨時都會有變動。但實際上，我們都是即時交貨的，可能 NoteCom一有材料需

求，我們就送貨。所以有的時候，因為時間急，採購人員會直接要我們先送貨，而沒

有 ASN，但如果按照 SupplyLink設計的 ASN，又會變成我們會沒辦法交貨。現在的作

法，已經變成是我們先把出貨的數量先記下來，然後再去系統補開 ASN。  

整體而言，標準材料供應商因為材料供應的重點是量產的配合，而有需求

預測、訂單溝通、出貨控制的必要性，故 SupplyLink系統提供的採購實務和供
應商的需求是吻合的。可是，在實務運作上，卻又可以看到 SupplyLink對於這
三項採購實務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和供應商的實務需求是不同的。其間差異在

於：SupplyLink是一個支援浮動(fluctuating)需求的採購系統，包括需求預測資
訊、訂單資訊、出貨控制資訊等都有這樣的實務特性，而另一方面，供應商卻

期望來自 NoteCom材料需求資訊，能夠精確(accurate)且有效(valid)。因此，就
標準材料供應商的立場，SupplyLink並沒有去貼近他們的採購實務，所以是一
個不好用(很難用)的系統，仍然有不契合的問題存在。 

 

三、 採購實務型態三：附屬材料的供應商 

附屬材料的供應商，是指如 Label材料的供應商。這類供應商提供的不是
筆記型電腦的零組件，而是產品本體以外的材料，也就是非關筆記型電腦機器

的材料。故除了 Label外，其實還有包括如包裝用的泡棉、防塵紙、紙盒、說
明書等多種物件。 

附屬材料的供應商，和前面兩種材料的供應商相較，因為提供的材料，不

是筆記型電腦的零組件，所以和 NoteCom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的研發關係存在。
材料的採購實務，是個很直接的材料購買過程，NoteCom把需求開給供應商，
然後供應商依據需求，按時提供產品。然而，它的差異點也在此，因為供應商

提供的材料，本來就不是機器的零組件，所以在生產的週期上，完全和前面兩

種零組件材料脫節。以 Label而言，Label的生產前置時間(lead time)是一週，
生產時間(production time)是一天可生產一批貨(滿足一筆訂單的需求)。而 Cable
材料算是零組件材料中，生產週期相對較短的材料。簡單的 Cable材料，生產
前置時間要三週，生產時間(production time)至少也要三天左右(同樣以滿足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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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的需求來計算)。因此，附屬材料的材料供應，在採購的過程與邏輯上，因
為它相對於簡單，所以和特殊材料、標準材料也就不同。 

在這樣的原故下，要將 SupplyLink的運作，用於附屬材料供應商的採購實
務上，呈現出的問題在於：(1).SupplyLink的預測通知，是考慮到零組件供應商
的生產前置時間(lead time)，讓供應商在量產前有足夠時間做備料，故在量產前
的一個月就會發出。但 Label供應商卻表示： 

SupplyLink一開始給的預測通知離我們的生產太久了，等到生產時，NoteCom的需求都

不知道已經改了幾次了，而且我們的備料只要一週，不需要有一個月這麼長的備料時間。 

(2).SupplyLink的訂單作業，主要為協助零組件材料在材料需求與材料供應
之間的溝通和協調。但附屬材料的生產時間較短，直到有需求時，立刻通知供

應商生產即可，所以不需要以系統的方式做溝通和協調。(3).SupplyLink的出貨
控制，是為要控制如標準材料的超交問題。但附屬材料通常看 NoteCom有多少
需求，供應商可以立即按當下的需求進行供貨，而不太有超交的現象發生。Label
供應商表示他們的生產與交貨： 

我們的生產是幾乎是 NoteCom明天需要多少，今天如果他把數量開給我們，我們可以直

接按他要的量來生產，隔天就送過去給他。所以其實用電話或 E-mail來通知我們，是比

較快的方式，現在 SupplyLink的作法實在是太麻煩了！ 

顯然地，附屬材料因為它的材料供應方式，相對於簡單，重點是材料的供

應實務具有短期生產週期(short-production cycle)的特色。當把附屬材料的採購
活動，放在一個用以支援零組件材料，屬於長期生產週期(long-production cycle)
的採購系統時，SupplyLink複雜的系統運作，對於附屬材料的供應商而言，就
顯得有點大材小用的感覺。SupplyLink的問題並非是不能用或不好用，而是它
根本不需要用(沒必要用)，故最後也造成了附屬材料供應商對於 SupplyLink系
統的排斥與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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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SupplyLink系統與供應商採購實務不契合的分析結果 
類型 供應商的採購實務 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實務 供應商採用 SupplyLink系統的問題 採用結果 

特殊材料

供應商 

特殊材料供應商，材料供應的重點

是研發的配合，與生產數量的控

制，其採購實務需涉及與 NoteCom

跨部門之間的互動，是跨界

(cross-boundary)的合作。 

SupplyLink的運作，是一個以採購部

門為中心(centre-control)的資訊平

台。SupplyLink系統預設採購活動只

集中於採購部門身上，並沒有考慮到

採購活動與研發部門、生產部門的密

切關聯。 

l 特殊材料供應商的採購活動，在材料試產的時候，就已

經提前開始。故生產備料所需要的預測資訊，不能等到

量產之前才透過 SupplyLink來取得。 

l 受到材料規格的影響，特殊材料供應商必須謹慎依

NoteCom生產部門的需求做生產控制。但 SupplyLink給

的訂單資訊，卻是以採購部門在一段時間內的採購需求

做為考量。 

不能用 

標準材料

供應商 

標準材料供應商，材料供應的重點

是量產的配合，材料生產上專注對

各家客戶生產需求的配合。故期望

來自 NoteCom需求，能夠精確

(accurate)且有效(valid)。 

SupplyLink是一個浮動(fluctuating)需

求的採購系統。包括生產預測、訂單

通知與出貨通知等，都是以不確定需

求，為其材料採購的考量。 

l 標準材料供應商需要的生產預測，必須精確指出每一項

材料的預測需求數量(by material)。但 SupplyLink的生產

預測，卻是以產品型號為基準(by product module)，故供

應商會產生困擾。 

l 標準材料供應商需要確切得知 NoteCom每次材料的實際

需求量，但 SupplyLink卻會不斷修改與調整訂單的內容。 

l 標準材料供應商是以 direct shipping或 Hub模式交貨。雖

然 SupplyLink的交貨對 direct shipping有意義，但系統的

控制交貨，不符合供應商的即時交貨。 

不好用 

附屬材料

供應商 

附屬材料供應商，提供的材料不屬

零組件材料，是筆記型電腦本體以

外的其他物件項目。故其材料供應

方式，相對於簡單，具有短期生產

週期(short-production cycle)的特性。 

SupplyLink是以支援零組件材料，屬

於長期生產週期(long-production 

cycle)為主的採購系統。 

l SupplyLink的預測通知在量產前的一個月就會發出，但

附屬材料供應商的備料只要一週，不需要取得與實際生

產距離這麼久的預測資訊。 

l 附屬材料供應商的生產，可以做到當天提出需求，隔日

即可交貨的速度，故不需要 SupplyLink的採購訂單通知

與交貨控制。 

不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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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NoteCom採購實務背後的條件與原因 

SupplyLink系統的採用，目的上在於協助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量產
後採購的執行。但是，由上述不同型態供應商之採購實務內涵中，可以清楚看到，

平行於 SupplyLink系統採用的狀態下，在量產後採購的過程中，供應商和採
購人員之間，卻另外有著密切的互動與溝通，包括：(1).在每一段生產的時間點
中，採購人員必須把 NoteCom生產廠中的生產狀況，告訴配合的供應商。(2).
對於各個供應商，採購人員必須即時把材料需求訊息與材料使用的變化，反應給

供應商知曉。(3).對於各項材料的供貨，採購人員還必須持續和供應商聯繫，來
協調與控制材料供應的數量。 

對於供應商與採購人員而言，雙方的互動與溝通之所以必須存在，且無法因

系統採用而被替代，可以從整個採購實務背後所處之組織層次、產品技術層次與

產業層次的條件原因，來予以理解。 

 

一、 組織層次的條件原因 

NoteCom本身是一家大型的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同時替全球前五大筆記型
電腦的品牌(Acer、IBM、HPQ、Dell、Toshiba)進行生產代工，是全球筆記型電
腦的一線代工廠。在生產上，NoteCom為要有足夠的產能，以消化各大品牌的
生產訂單，該公司一共有三座大型的生產廠(位於大陸上海地區)，而三座生產廠
整體的年出貨量逐年都在增加，在 2005年時，已達 900萬台以上。 

為要發揮規模如此龐大的產能，NoteCom在組織架構上，是以各生產廠分
開運作的方式來進行。換言之，因為每一座生產廠的產能，都具有一定的規模，

其不但有能力可以在客戶訂單來時，單獨消化客戶的所有生產需求，每一個生產

廠還可以同時應付多個產品型號的生產。所以在生產上，NoteCom採取任務(task)
的型態，讓各生產廠個別承接客戶的生產需求，而客戶也可以視需要，指定一個

至二個生產廠來做產品代工的活動。NoteCom的採購人員指出： 

在生產的時候，客戶會看情況決定生產的方式。舉例來說，通常一開始因為產品剛上市，

所以出貨量會比較大，客戶會選擇產能比較大的生產廠產線做生產，但等到型號快結束的

時候，因為需求量沒這麼大，所以客戶就會把產線縮減，或做生產廠產線的移動，讓下一

個新產品再進入到產線中。 

由於生產廠完全可以依據客戶的生產需求，各自獨立作業，故三座生產廠的

生產規劃與排程，也就完全不同。進而在採購作業上，因為各廠的生產規劃與排

程的時間點並不一樣，所以對於供應商的材料需求，實際上也就必須按照生產廠

做劃分，依據各廠各自期間內的生產需求，以廠為區別來成立採購小組(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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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buyer)，各自向不同的供應商下採購單，以使材料的使用與供應達到
安全比例。NoteCom的採購人員解釋： 

生產廠的採購，我們是各廠分開進行的，因為一二三廠負責生產的產品型號都不一樣，舉

例來說，A品牌的 A型號，和 B品牌的 B型號，都是我們代工的產品，但 A型號是一廠，

B型號是二廠，兩個品牌的產品規格不一樣，所以它們使用的材料就有差異，連生產階段

也不一樣，一個已經量產半年，一個才剛開始量產。所以實際上，(量產)採購的時候，因

為每一個廠需要的材料不一樣，所以我們都是各廠負責各廠自己的採購，而不會去管其他

廠的採購內容。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同生產廠的採購，除了對於零組件材料的使用種類、數

量、需求日期、和供應商對象會不同以外，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各廠對於材料

需求的急迫時間點也是不同的。NoteCom一位資深採購人員表示： 

以相同的材料，比如說電阻電容，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各廠)可能會對相同的供應商下單

的，但一段時間下來，因為材料的需求每一個廠都會有很緊急的時候，如果 A供應商全力

交了一廠的貨，那他就交不了二廠的貨，所以慢慢的二廠的採購就不會下單給他。到了後

來，因為各廠都不希望自己的材料出問題，所以採購就完全不一樣了，可能同樣是買電容

電阻，一廠使用的供應商，跟二廠使用的供應商就是會不一樣。 

以每一座生產廠而言，基於各廠的生產狀況不一(如生產階段、生產型號種
類、產線的配置等)，供應商和採購人員之間，實際採購的內容會隨著生產廠當
下的生產狀況而有不同。換言之，如果生產廠的生產狀況發生變化，例如某型號

的產品由一廠生產轉變為二廠生產，則在生產轉換的過程中，這兩個廠的採購內

容也就必須跟著調整，進而影響到負責材料供應的供應商。NoteCom的一家供
應商表示： 

當 NoteCom發生產線轉換或產品結束生產的時候，事實上我們的產線可能也要跟著做調

整，因為表示這個產品快要收尾了，或是對這個材料的需求已經沒有這麼大了，所以這時

候我們也要開始把產能轉到到其他材料的生產上。 

也因此，供應商對於 NoteCom的材料供應，供應商必須和各廠的採購人員
保持密切聯繫。因為對供應商而言，各廠採購人員(production buyer)的重要性在
於：在每一個時間點中，他們不但要把其所屬生產廠的生產狀況，反應給供應商

知道外，包括產線的材料短缺表(shortage)、生產工單(production order)、請購需
求(purchase requisition)等，各項有助於供應商進行材料供應時，所需了解的相關
資訊，供應商也必須透過採購人員才能夠取得。NoteCom的一家供應商說明他
們供應材料的情況： 

我們在供應材料的時候，都會和 NoteCom的採購人員不斷聯繫。透過採購人員來了解，他

們廠裡的材料需求。然後根據他們廠裡的需求，我們也才能對我們自己的廠下生產命令。

比如說，我們會透過採購人員取得他們的 shortage，因為 shortage，會很明確列出他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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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週內)產線每一種材料的現存量、使用量，以及大概什麼時候需要補料，這對於我

們抓材料生產數量是比較有用的。 

 

二、 產品技術層次的條件原因 

筆記型電腦和個人電腦不同，是一體成形的架構，是以一塊主板(mainboard)
為基礎，當中置入包括 CPU、南北橋、顯示晶片(GPU)、軟硬碟控制器(controller)、
輸入輸出控制器等許多的元件。因為筆記型電腦的整合性遠高於個人電腦，故無

論在產品研發或產品製造上，筆記型電腦都有比較高的技術複雜度。NoteCom研
發工程師，舉了散熱來做說明： 

筆記型電腦很講究散熱，但散熱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技術。當我們提出散熱的需求時，我們

會要求負責散熱的供應商(包括風扇、馬達、機殼等)，針對會發熱的材料(如 CPU、DRAM、

GPU、hard disk、battery等)，計算總發熱量，並研擬出解決方案，然後再測試這樣的方案

是否可行。在提出解決方案時，你會看到散熱的技術是環環相扣的，不同的發熱量，需要

不同轉數的馬達，而不同轉數的馬達需要不同的風扇，不同馬達和風扇所組成的散熱器，

又需要不同的控制 IC，最後還需要機殼設計(機殼材質、排風口)來幫助熱氣的導出。 

換句話說，由於筆記型電腦的高整合性，故在每一項功能需求(如散熱問題
的處理)的實作上，筆記型電腦需要的產品技術，並不單純只涉及一家供應商的
技術。往往一項功能需求的實作，除了核心供應商的技術外，還需有其他相關材

料或零件供應商的支援與配合。因為一項功能需求常常是由好幾項材料所組成

的，所以材料本身不是獨立存在的，任一材料的修改或變更，看似一個細微的調

整，都牽涉到和這個功能有關的其他材料及供應商。NoteCom研發工程師表示： 

筆記型電腦產品的技術，在系統整合上顯得比較複雜，因為每一個功能模組和其他功能模

組都是有關係的，你換了這個功能模組的材料，可能不只影響到這個功能模組本身的運作，

還影響到和它相關的其他功能，所以這很像是骨牌一樣，你動了這裡，其他地方也跟著動。 

其次，筆記型電腦也比個人電腦有更多的特殊性材料。這是因為一方面筆記

型電腦的設計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多樣性。同一個品牌的筆記型電腦，可能同時有

十幾個以上的型號，它們在外觀(也就是機殼)、功能介面、LCD螢幕大小、內部
主版設計等，可能都有差異。進而所使用零組件材料，供應商也就必須依據每一

個產品型號的需求，來開發相對應的零組件材料。另一方面是，筆記型電腦在產

品發展上，也會比較勇於嘗試新穎性的技術，例如：手寫輸入技術、觸碰式技術，

或是整台機器都走輕薄短小的路線等。在此種狀況下，因為產品功能新穎，大多

只有產品概念，而沒有直接對應的材料規格，更不容易有標準的零組件，故對於

客製化/特殊性材料的需求比例也就越高。一位 NoteCom的研發工程師表示： 

像是手寫輸入的筆記型電腦，從看得到的 LCD開始，到包括面版材料，如 logic up、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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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LCD cover，模組材料，如 keyboard、touch PAD等，和內部的電子材料，如控制 IC、

顯示 IC等，可能都是特殊規格。在最開始的時候(未進行產品原型製造之前)，我們自己就

必須先把我們需要的規格給定義清楚，然後才有可能和供應商談。 

筆記型電腦所面對的產品技術條件，除了導致出筆記型電腦在產品開發與設

計上，代工廠與特殊材料供應商之間，必須進行繁複的互動與技術合作外。更重

要的是，還影響到產品量產製造時，特殊材料供應商對於代工廠的材料供應實

務。對於筆記型電腦所使用的零組件材料來說，如果該項材料屬於特殊性材料，

在材料採購上通常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特殊材料的使用是和型號相關的，例

如：如果某個型號的機種有手寫輸入的特殊功能，那麼這個型號的生產，就會使

用到組成手寫輸入功能的相關特殊材料，而即使另一機種也有手寫輸入功能，但

除非功能設計上完全相同，否則材料之間仍是不可通用的。換言之，特殊材料的

使用是直接依附於產品型號的，一旦此型號有生產需求，這些特殊材料也才有存

在的必要，而當某個型號結束生產後，這些特殊材料也就不再被使用。因此，這

當中所造成的採購實務是，特殊材料的採購，如本論文前述的機殼和 PCB板，
是一種具有期限性的採購，做為需求的一方，採購人員要控制材料採購的數量，

而做為供應的一方，供應商也必須很明確的知道材料需求的狀況，據此來生產材

料並供貨，否則可能會造成材料的過剩或短缺。 

第二，特殊材料既然是直接依附於產品型號，那麼當產品有修改時，這些與

產品修改有關的各項特殊材料，也必須跟著進行材料修改。舉例來說，前述的

PCB板是筆記型電腦中非常典型的特殊材料，因為它是構成筆記型電腦主板的
空版，所以每台機器都會用到。在材料量產時，凡是涉及到電路設計的變更，如

電子元件材料的替換，PCB板因為做為負載所有電子元件的零組件材料，所以
每一件電子元件的改變，只要有可能影響到電路設計，PCB板都要隨著電子元
件的替換，而進行電路設計的修改。 

為此，在特殊材料的生產與供貨上，一方面是供應商需以少量生產的方式，

謹慎配合 NoteCom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供應商必須和 NoteCom的採購人員保持
聯繫，以隨時得知它們的材料是否需做改版或調整。故在實務上，這就是為什麼，

特殊材料供應商在供應材料時，供應商非要不斷詢問採購人員，或透過採購人

員，來取得最精確材料需求的主要原因。 

 

三、 產業層次的條件原因 

筆記型電腦的產品製造因為使用的材料很多，除上述的特殊性材料外，若以

標準性材料來看，材料種類經細分可達上千種。在產業中，一般會把標準性材料

的供應商網路，以「國外廠商/國內廠商」及「策略性材料/一般性材料」的維度，
區分為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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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是國外策略性材料的供應商。所謂的策略性材料，如 CPU、GPU、
LCD、DRAM、Hard-Disk等的關鍵零組件，其實也屬於標準性材料。只是一方
面，因為這些材料的技術層次較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關鍵零組件的材料

單價很高，佔整個筆記型電腦材料成本的最大宗(約總成本的 70%)，所以相對應
使這些供應商，具有很強的議價能力。實務上，在對這類國外供應商做採購時，

代工廠為要取得比較穩定材料供應，除不進行瑣碎的議價外，還需反過來配合這

些大型廠商的接單作業模式與供貨方式。例如：以 NoteCom而言，其向 Intel訂
購 CPU，需登入 Intel的系統下訂單，並等候 Intel依產能狀況，給予明確的交貨
日期，及選擇其物流方式以取貨。因此，在策略性材料的採購活動上，NoteCom
的作法是，由高階的採購主管人員負責處理策略性材料的採購事務。NoteCom的
採購部門主管表示： 

關鍵零組件的採購，都是由經理、協理、副總級的處理。大概每半年或一段時間，我們公

司高層，就會約這些大公司的高層吃飯聯絡感情，或是請他們過來討論一些採購的問題。

通常的作法是，在整個請他們過來聯絡感情的行程中，就會敲定比較關鍵的價格問題。剩

下的部份，像是數量、交貨方式、交貨日期等，量產的時候還會由負責的採購人員和這些

公司底下的人員再做協調。 

第二種，是國內策略性材料的供應商，如 LCD、DRAM、DVD-ROM、Battery
等的國內大廠。這類供應商與代工廠的採購關係比較穩定。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這些國內廠商多是和代工廠一起成長的廠商，當代工廠接獲客戶訂單，也代表這

些廠商的業務量增加，而有生命共同體的關係。另一方面，大型代工廠為保有策

略性材料的供應來源，對於這些廠商也會有投資的動作。特別如 LCD面版，佔
筆記型電腦很高的成本，且材料市場的變化大，國外廠商的材料價格和供貨並不

穩定。以 NoteCom而言，為解決 LCD材料的供貨問題，該公司也對 LCD廠商
進行投資，以取得穩定的材料供應來源。NoteCom一位資深的採購經理表示： 

我們做為代工廠，一方面為保有重要零組件來源，另一方面因為材料成本的問題，一定會

有一些上下游垂直整合的活動，這是大勢所趨，否則你技術和材料都在別人手中，光這些

材料成本與專利金，就不知道要付多少給別人。所以像是半導體、網路通訊、LCD面版等，

這些筆記型電腦很關鍵的技術與材料，都是我們轉投資的對象。 

第三種，屬於國外一般性材料的供應商。這類國外供應商的特性是：遠在日

本或甌美地區，本業是製造，並且屬於品質較優良的材料供應商。一般而言，因

為廠商不一定會在各地都設立專屬的業務部門，故這些廠商會委由代理商(agent)
來代為銷售零組件材料。例如：以 NoteCom而言，當他們對這些供應商有材料
需求時，就會由採購人員透過代理商的管道，向這些國外廠商進行採購。NoteCom
一位採購人員解釋： 

除非有接觸過，不然其實我們和甌美的供應商並不熟，所以通常會用這些材料的狀況是，

我們和一些代理商提起，我們有某某材料的需求，然後代理商會回去看他們所代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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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合適的，再跑來告訴我們。 

第四種，屬於國內一般性材料的供應商。相較於上述三種供應商和代工廠之

間，有較為固定的採購關係，這類供應商因為涉及的材料種類廣泛、材料單價低，

且材料技術門檻較低，所以在整個供應商網路中，這類材料的廠商家數佔有最大

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因為廠商數量多，這類供應商與代工廠之間的生產網路也

比較複雜，且佔有採購活動中，最大的作業處理比例。例如：以 NoteCom來說，
該公司約 70%的採購作業量，都在處理與此類供應商有關的材料採購。而前述本
論文所描述的標準材料供應商，包括 Cable和電阻電容供應商，即屬於此類國內
一般性材料的供應商。 

以 NoteCom而言，當他們在進行採購時，特別針對這種國內一般性(標準性)
材料的供應商，至少會選擇三家以上的廠商，來做為材料供應的對象。NoteCom
的採購人員解釋其中的原因： 

通常如果是一般性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國內)供應商有很多家，例如：電阻電容可能就有

不止七八家有在做。技術上，最好的供應商，當然做出來的材料品質也就越高，是我們想

要的廠商。不過一般來說，我們不會只選擇一家供應商，這一方面是因為技術最好的供應

商，不一定有最好的配合度，比如說，他的產能可能根本不夠我們要的數量，也可能他不

能配合我們的出貨速度，甚至他的服務不夠好等等，所以我們不會只向一家供應商採購，

而且另一方面，我們其實也怕如果只有一家供應商來負責供貨，萬一它的材料來不及出貨，

或什麼其他臨時原因，我們的生產線就會中斷。 

相同的，以供應商來說，他們在供應材料時，也不會單純只為一家代工廠進

行材料生產。一家供應商提出他們的說明： 

除非這個合作是 promise長期都有這麼大的數量，才有可能只為一二家的客戶(代工廠)供應

材料。不然，在產能足夠的情況下，我們會盡量去爭取客戶，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客戶

可能會因為很多原因，而更換材料供應商，或者客戶本來就有很多合作的廠商，這次用你

的材料，下一次不見得用你的材料。所以只為一二家客戶供應材料，這個風險太大，而且

如果你的客戶很少，別人可能也會覺得你的材料有問題，而不敢用你的東西。 

由於以代工廠的立場，和供應商的立場，都會各自對應到多個材料供應對

象，以及多個材料需求對象，所以整個產業網絡的連結，是一個多對多的複雜生

產合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以 NoteCom而言，在其產品量產的過程中，當每
次的材料需求來臨時，其實並無法直接有多少材料需求，就直接要求供應商來進

行材料供應或出貨。NoteCom的採購人員解釋： 

在材料供應的時候，我們和供應商之間是有 allocation的，這 allocation就是說，在我們一

整個生產下來的材料需求，供應商願意幫我們所準備的材料數量的比例。比如說，總需求

是 100%，三家供應商各佔 50%、30%、20%這個樣子。但是每一次實際材料需求出來的時

候，比如說 100k的數量，絕對不會剛好是 50%、30%、20%這樣分給三家供應商，因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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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會有供貨的臨時狀況出現，比如說，供應商 A上次我們要的材料還沒有出貨完畢，或

者是說，供應商 A的產線比較緊而來不及出這次的貨等原因。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其他兩

家供應商的狀況，和他們協調，請他們在這次的需求中，先 cover供應商 A的部份，把材

料先供應給我們。 

而以供應商的立場，當遇到上述的情況時，因為他們也不只 NoteCom一家
客戶，所以也必須和 NoteCom的採購人員進行溝通，來了解實際的需求狀況。
NoteCom的一家供應商表示： 

材料數量的改變是一定會有的，我們原則上會願意配合，不過要看要這個數量的增加持續

多久，因為我們的生產也是規劃好的，如果是臨時數量的增加，我們會看其他客戶的需求

狀況，如果沒有影響，我們會暫時把量先挪給 NoteCom，但如果是要持續一段時間，我們

就會和 NoteCom協調，看我們的 allocation要增加多少。 

整體而言，因為產業網路是一個多對多的關係，所以在生產進行的過程中，

實務上，NoteCom的每一次材料需求出現時，都有上述這種數量分配與控制的
問題，這當中就必須藉由採購人員和各供應商的協調與溝通，來動態決定各供應

商供貨的數量。同樣的，當供應商有狀況出現時，供應商也必須透過採購人員為

中介，來取得和其他供應商的合作，以使生產活動能夠順遂運作下去。 

 

第五節 研究分析二：系統與採購實務背後之條件原因的不契合 

透過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到在 NoteCom與供應商所處的社會/組織環境中，
三個層次(組織、產品技術與產業)的條件原因共同組成了一個制度性限制，把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整個採購活動「應該如何進行」的方式，給框在其中，
如下圖 5-4所示。 

首先，在組織層次的條件中，因為 NoteCom各生產廠的生產作業是個別運
作的，所以採購活動上，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的採購作業，是一個分散式的
採購模式。在實務中，每一個生產廠的採購人員，必須將各廠的生產狀況與生產

相關資訊反應給所屬供應商知曉。而各個材料供應商為了進行它們的材料供應事

務，也必須透過採購人員的協助，來取得其所屬生產廠的生產狀況。 

其次，在產品技術層次的條件中，筆記型電腦組成的材料之間因具技術相關

性，同時筆記型電腦的材料結構中，特殊性材料也佔了相當重要的比例，所以在

採購活動上，採購人員本身除了必須對於(特殊性)材料進行採購數量的控制外，
面對材料規格與內容需作修改時，(特殊性材料)供應商也必須透過採購人員取得
材料改版的資訊，以及請採購人員提供精確的材料需求訊息。 

最後，在產業層次的條件中，整個產業網絡是一個多對多的生產供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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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對於 NoteCom與(一般性/標準性)供應商雙方而言，當任何的材料需求出現時，
都必須在這個多對多的供需關係下，進行採購數量或材料供貨的協商。而採購人

員的重要性，即是在這個多對多的採購關係中，必須做為中介，和供應商之間進

行協調與溝通，來動態決定各供應商供貨的數量。 

 

組織層次的
條件原因

產業層次的條件原因
產品技術層次的條件原因

條件原因下採購實務的進行

生產廠的個
別獨立運作

材料相關性 特殊性材料
多對多關係
的供應網絡

生產狀況的
聯繫

材料生產/供
貨的協調

材料供應數
量的控制

採購人員與各類材料供應商
之間的互動與溝通

 
圖 5-4：NoteCom的制度環境與採購實務之依存性 

 

受到了組織、產品技術與產業層次條件的影響，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之所以必

須密切互動與溝通，本質上可說是整個採購實務所處的環境系統，塑造 NoteCom
的採購人員與供應商之間，必須以一個「生產協調」的採購實務活動方式，才能

使供應商與 NoteCom之間，達成正確的聯繫。然而，另一方面，雖然 SupplyLink
系統採用的目的，也在於促成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在材料需求與材料供應
上的一致性。但是，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是以自動化的方式，將 NoteCom
與供應商之間的採購活動，直接轉換成為一個電子式的連結型態，從中傳遞採購

相關資訊，來提昇採購活動執行的效率。為此，有兩項關鍵原因，使得 SupplyLink
系統和整個採購實務所處的社會/組織環境有很大的衝突： 

第一，SupplyLink系統的本質在於「資訊傳遞與通知」。系統所擁有的運作
實務，是將採購活動做程序化/步驟化的切割(包括預測通知作業、訂單溝通作
業、送貨控制作業)，並藉由自動化的「通知」機制(預測通知、訂單通知、出貨
通知)來聯繫供應商夥伴。但是，這樣的系統運作實務，它並沒有去滿足，供應
商和採購人員之間，那些關於「生產協調」的活動內容。換言之，SupplyLink系
統的採用，雖然對採購活動提供相當程度的「資訊傳遞與通知」支援，但它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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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此替代掉供應商以採購人員做為中介，進行材料供應聯繫的活動內涵。一位

電阻電容供應商的接單人員，有這樣的表示： 

我們這邊負責 NoteCom訂單的人是固定的，而 NoteCom那邊負責電阻和電容材料採購人

員也是固定的，所以我們和 NoteCom那邊的採購人員其實都見過面，也都很熟。基本上，

對於 NoteCom那邊的生產狀況，如果我們有什麼想知道的，我們會去直接問採購，而

NoteCom的生產如果出現變動，是和我們材料有關的，採購也會第一時間來通知我們。 

而由一位 NoteCom採購人員以下的說明，也可看到「協調」的必要性： 

有時候和供應商做協調是比較複雜的，比如說：臨時加單，材料的供應會比較急，這個時

候你就要一家一家供應商去問看看能不能幫助先出貨，然後還要等消息，如果這家不行，

就再問下一家。甚至可能要和每一家都協調幫忙出一部份的貨，才能把問題應付過去。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SupplyLink系統所擁有的採購活動，它亦無法和整個
採購實務所處的社會/組織環境，進行適當的連結(如下表 5-4所示)。 

首先，SupplyLink系統是一個「集中式採購」的系統，它是透過 ERP/MRP
系統，來取得 NoteCom整體的生產排程與材料規劃資訊，轉換成採購資訊通知，
並傳送給供應商。所以在它的處理機制中，根本不會依據 NoteCom各廠所實際
面對的生產狀況與條件(即組織層次的條件原因)，建立預測通知、訂單通知與出
貨通知等，來提供給各廠所屬的材料供應商。 

其次，SupplyLink系統本身採取的是標準化的作業協定，除了採購作業以標
準化的方式處理外，在每種採購的材料項目上，還必須是「材料規格描述明確」

的材料，才能夠做到自動化的採購處理。然而，以特殊性材料而言，其不同於標

準性材料，材料的規格與內容會持續作修正或改版(即產品技術層次的條件原
因)，進而影響到其材料供應的實務活動。但以 SupplyLink系統而言，其系統的
運作根本不允許材料在材料供應的過程中，可以進行材料規格上的變動，因此系

統也就無法處理特殊性材料，因為材料變動，而有材料供應控制的活動。 

最後，SupplyLink系統還是一個以「一對多採購關係」為預設的供應鏈系統。
在 SupplyLink系統的運作中，強調的是階層式(hierarchical)的生產控制，在系統
設定的供應鏈架構中，是由代工廠為首，和各階供應商所組成的層級關係。於此

種關係下，一旦 SupplyLink系統發出訂單通知或出貨通知時，供應商都應該要
完全服從該系統所發出的命令，配合做材料生產或材料出貨的動作。但是，對於

NoteCom與供應商而言，他們所處的整個產業網絡是一個多對多的生產供應體
系(即產業層次的條件原因)。NoteCom對於供應商所實際提出的材料生產或材料
出貨要求，都需經過彼此的協調才能夠達到目的。因而，SupplyLink系統作為一
個強調階層控制的採購系統，自然也就無法處理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這種
多對多的網絡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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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採購實務所處社會/組織環境與 SupplyLink系統的不契合 
社會/組織層次 社會/組織環境的內涵 社會/組織環境對採購實務活動的影響 SupplyLink系統運作的不契合問題 

組織層次 各自獨立運作的生產廠。在 NoteCom的組織架構

上，各生產廠採個別分開運作，並以任務(task)的型

態，讓各生產廠個別承接客戶的生產需求。客戶可

以視需要，指定一個至二個生產廠來做產品代工的

活動。 

生產狀況的聯繫。採購作業上，因各廠的生產規劃與排

程的時間點不一樣，所以材料需求必須依生產廠做劃

分，依據各廠各自期間內的需求，以廠為區別來成立採

購小組(production buyer)，各自向不同的供應商下採購

單。因此，對於和供應商之間的採購，各廠必須和供應

商之間保持密切聯繫，使供應商了解生產狀況。 

SupplyLink系統是透過 ERP系統，來取得

NoteCom整體的生產排程與材料規劃資

訊，其並不會依據 NoteCom各廠所實際面對

的生產狀況與條件，來個別建立預測通知、

訂單通知與出貨通知等，提供給各廠所屬的

材料供應商。 

產品技術層次 技術相關性。筆記型電腦採一體成形的架構。在產

品技術上，針對不同的產品功能需求，組成產品功

能需求的各項材料之間，具有技術的相關性。 

 

 

特殊性材料。筆記型電腦的設計本身具有高度多樣

性與新穎性，在材料的使用上，很多材料沒有直接

可對應的標準材料規格，故對於客製化/特殊性材料

的需求比例較高。 

材料供應數量的控制。特殊材料的使用直接依附於產品

型號，是一個具有期限性的採購，當型號結束生產後，

特殊材料也就不再被使用。故做為需求的一方，採購人

員要對供應商控制材料採購的數量，而供應商也必須向

採購人員了解明確的材料需求的狀況。 

產品修改的材料供應。特殊材料會因為其他相關性材料

的改變，而造成材料的修正或改版。故當供應商生產材

料時，供應商會不斷詢問 NoteCom採購人員，或設法透

過採購人員取得材料改版的資訊，以及精確的材料需求

訊息，以避免因為改版而造成生產錯誤。 

SupplyLink系統採取的是標準化的作業協

定。除了採購作業完全標準化外，在採購的

材料項目上，還必須是「材料規格描述明確」

的標準性材料，才能夠做自動化的採購處

理。其系統的運作不允許材料在材料供應的

過程中，可以進行材料規格上的變動，因此

系統無法處理特殊性材料，因為材料變動，

而有材料供應控制的活動。 

產業層次 多對多的生產供應網絡。在筆記型電腦產業中，代

工廠和供應商，都會各自對應到多個材料供應及多

個材料需求對象，所以整個產業網絡的連結，是一

個多對多的複雜生產合作關係。 

材料生產/供貨的協調。在 NoteCom產品量產的過程中，

當每一次的材料需求來臨時，採購人員會根據每個供應

商的生產配額與生產現況，和各供應商進行協調與溝

通，來動態決定各供應商供貨的數量。 

SupplyLink系統設定的供應鏈架構，是階層

式(hierarchical)生產組織。其無法處理

NoteCom與供應商之間，多對多的網絡合作

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