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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此微利時代獲利不易，企業如何控管各項成本的支出是經營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供應鏈的體系下，會因為長鞭效應導致預測的失真，進而造成生產過剩或是庫存成本

的提高；1998 年 VICS 組織所公佈協同預測補貨（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CPFR）指導原則就是希望供應鏈體系成員間藉由協同作業模式，提高

預測的準確度。但於協同作業中，往往忽略實體補貨時與委任的第三方物流業者間的協

同運輸規劃（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CTP），因此降低了協同作業所應達

成的綜效。加上環保要求與資源短缺的狀況下，回收產品再生利用的需求殷切，如何在

完整運籌（Complete Logistics）體系下進行正向運籌（Forward Logistics）之原物料與產

品的遞送，與逆向運籌（Reverse Logistics）之產品回收處理及再生物料派送的運輸規劃

與成本控管就更行重要。 

本計畫為兩年期計畫，針對上述狀況，深入探討了兩項議題：（1）第一年首先探討，

提供逆物流服務之回收處理（再製造）供應商的最適數量決策模型的建立，用以決定在

利潤最大化下處理多時期與多類退回商品的最適回收產品量與再生物料處理量，（2）回

收再製數量決定後，第二年接續探討在完整運籌模式中（含正向運籌與逆向運籌），如

何透過生產製造商、回收處理供應商及物流業者三者間的協同作業，尋求利潤最大的決

策模型。同時本計畫並將依上述所提出之決策模型及協同作業模式，建立一決策支援系

統雛型，提供決策者於考量環保法令規定、產品回收及再利用時，能做出符合企業效益

的最佳回收、再製造、原物料採購及運輸決策。 

 

關鍵詞：完整運籌、逆向運籌、回收、再製造、協同運輸規劃 



 

Abstract 

In a low profit times, how to control cost is a major topic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face. 

Bullwhip effect promotes forecast cost under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therefore VICS 

brought up CPFR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 model in 1998. It 

wants to help members of supply chain by collaboration to reduce uncertainties and to 

increase accuracy of forecast. In the real world, enterprises constantly ignore to make a 

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with freight service providers, and it will diminish the 

leverage of collaborative process. In addition,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laws 

and shortage of resources availability, the demand for recycling products is ardent. For these 

reasons, how to make the transportation plan, recycling plan and remanufacturing plan under 

complete logistics (including forward logistics and reverse logistics) system is a challenge 

work needed to be solved. 

This research will be a two-year project to study two main issues to reflect upon the 

above requests. Firstly, we will study the economic recycling and remanufacturing quantity 

model under multi-period and multi-category of return considering maximum profit issue. 

Forthermore, we focus to propose a collaboration decision model of creating maximum profit 

for product manufacturer, recycling and remanufacturing firms and freight service providers 

under complete logistics. Based on the above proposed collaboration models, a prototype of 

th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ill also be implemented to help the users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recycling, re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and transportation. 

 

Keywords：Complete Logistics, Reverse Logistics, Recycling, Remanufacturing, 

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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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1.1.  研究動機 

近期，因為環保法規的要求，再加上各新興市場的堀起，造成在全球競爭環境

下資源分配短絀的問題日漸浮現檯面。在生產物料供應商中，回收處理供應商已漸

成重要的合作夥伴(Gooley，1998，蘇森弟，2004)，企業需要面對的不確定性也從正

向物流(Forward Logistics)，延伸至逆向物流(Reverse Logistics)，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縮

短，長期下來產生大量棄置產品，若未將此類廢棄物經過妥善處理而直接掩埋或焚

化，將成為對環境有害之龐大污染來源，也增加社會成本的負擔(謝成章，2006)。企

業若能回收再利用相關產品，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增加其使用效率，除了在資源

獲取上多了ㄧ項選擇，另外在環保上也盡了一份心力。(黃詩彥，1999) 

當供應鏈上因為逆向物流成員的加入，不確定性因素所產生的損失，以及所需

因應的成本相對提高(Krumwiede and Sheu, 2002 , Fleischmann et al., 1997)。CPFR 模

式決策策略的提出，是希望降低企業面對不確定性環境時，透過本身與外部供應商

針對銷售預測與訂單預測的搓合程序，產生最佳的訂購補貨決策，以降低風險所帶

給雙方的損失。但就上述的環境下，當訂單確認後，供應產品從新品增加了再生品；

而物料供給上也轉變為原物料與回收再生品混合的狀態，企業面對運輸成本的支出

上需要有效的規劃，以求有效的控制與降低。 

VISC 組織面對全球物流供應鏈觀念的不斷演進，也在其 CPFR 模式中亦加上了

針對物流業者協同磋商的 CTM(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機制，來因

應當傳統供應商與顧客間的協同預測和計畫完成後，在實體補貨時缺乏與第三方物

流業者的協同合作所產生的不確定性因素成本。本計畫以此為動機，於第一部份即

探討正向運籌下，企業從供應商取得原物料與回收商取得回收再生物料在每週期銷

售預測確認後所產生的訂單，透過 CTM 機制與物流業者協商，可改善運輸成本支出

與降低長鞭效應提升運輸容量利用率的效果。 

過去關於逆物流之研究多半以區位選址、途程配送為主題，國外研究方面，

Jayaraman 等人(2001)所研究的關於逆向物流網路配置，以求出設施選址中之最佳解

為主題；Ko 等人(2007)所撰寫之，以基因演算法為基礎的第三方物流業者動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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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路逆向物流研究之中，透過提供一動態的整合模型，求出最適合的配送據點設

置或是逆物流網路架構安排。少有以逆向物流之中的逆物流服務商做為主體來探討

的文章。例如國內學者吳嘉斌(民 91)，其研究「植基於灰色理論之物流中心運量預

測與途程規劃研究」，以發展供物流中心配送路線規劃之模組、途程規劃為主題；楊

文正(民 94)所撰之研究「廢棄物物流系統規劃之研究」，提出數學模型，讓決策者決

定廠房位址、廢棄物類別。學者許鉅秉、胡同來、黃冠雄(2002)曾針對有害廢棄物逆

向物流進行最適化營運模式之研究，然其研究專注於探討區域工業區內之單一處理

中心的廢棄物訂單處理情形。本計畫希望對於提供逆物流運輸服務，且具有多個處

理中心的逆物流處理廠商來進行營運方面的探討，建立適合的再生物料訂單接收

量、處理量模式，決定出每時期下能夠帶來最大利潤的最佳再生原料製造量。針對

模式之中的不確定性因素，如退回商品回收量、再生原料產出處理比率，透過情境

分析為基礎的穩健最佳化方式，利用情境來描述不確定因子，並求得最適解。 

其次，在逆向運籌上回收商須將回收後的資源自市場上取回，處理後成為次級

物料供應來源，再投入生產程序中，生產具有相同功能的產品 (Guide & Van 

Wassenhove, 2002) ，但這樣架構的改變下，衍生出需多的管理課題及數量模式(Guide 

2000 & Krikke et al.2001b)。過去研究多半以區位選址、途程配送為主題，

(Jayaraman,2001, Ko等人,2007, 吳嘉斌,2002,楊文正,2005,許鉅秉等人,2002)鮮少研究

逆物流運輸商的最適採購與回收處理決策問題。 

而回收商品是協商第三方物流業者在送貨給最終消費者時ㄧ併回收，還是自行

負擔回收作業，在成本控管及收益考量上對於物流業者主要需要取捨的就如多供應

商庫存管理(VMI)的問題ㄧ樣，在正常狀況或是緊急需求狀況下，較低採購價格與較

少的前置時間之尋求。  

ㄧ般來說回收品的前置時間皆會高於正常的採購流程(Inderfurth & Van Der Laan, 

1998)，但若在法令規定最小回收量的要求下，廠商就不能直覺的從新物料來源來進

行採購，以符合生產時程與較低成本的需求，對於運輸業者就須面對客戶動態的需

求，本計畫的第二部份則探討回收處理供應商、物流業者與最終端客戶之間是否可

以經過協同模式建立，以期能達成雙贏的策略。 

本計畫提出一決策支援模式，並利用此模式建立起一雛型系統，提供完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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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體系上的成員在進行回收商品處理數量決策訂定，以及協同運輸管理規劃時，能

更清楚面對不確定性因素影響。並透過數據的分析，了解所需加強的癥結所在，針

對風險較高的環節加以改善，提昇在微利時代的競爭優勢與獲利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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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問題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企業所面對的市場從以企業本身或是單一物流業者提供服

務的範圍，因地理幅員的擴展或是各國的法令規定，而衍生出委託第三方物流或第

四方物流業者為的國際物流架構。委外已形成全球性物流之趨勢，為迎接這新的世

界性潮流，物流廠商為滿足各類顧客(例如原物料供應商，回收處理供應商或是最終

消費者)的需求，必須提供日益繁複的作業及服務。 

但由於物流作業往往因環境變遷及其他外在因素，使得權責劃分不清，缺少協

商的狀況下造成物流成本的提高及服務品質的降低，進而影響廠商及委外者雙方之

合作態度及意願。但又因為前述全球化的需求，企業必須快速回應市場需求，愈來

愈多的廠商營運以及時作業 (just-in-time) 為基礎，迫使製造商與零售商必須縮短供

應鏈的規劃週期與配送時間，以達到快速交貨之服務。雖然在與供應商間常已建立

協同機制，但在實體補貨時又因與物流業者缺乏協商，而造成支付成本的提高。 

因為在追求較短的供應鏈計畫週期以及整體價值鏈最小存貨的目標下，使得運

輸能力變成供應鏈流程的一個關鍵機會所在 (Browning 與 White,2000，Morash 與

Clinton,1997)。訂單前置時間的變化大多是由運輸時間的變化所引起 (CTM, 2004 )。

由於運輸業具無法儲存性，且運輸需求有明顯的尖峰與離峰之別，而提供的載運量

卻是固定不變，但需求量又常常不定，供需無法完全配合在物流產業可說是無法避

免的現象 (張有恆, 2005)。 

供應鏈管理上要解決這樣的問題，參與夥伴間就需要透過協同作業來解決。過

去有關供應鏈協同合作的研究焦點多在探討供應鏈體系中不同階層成員的合作，例

如供應商、製造商、物流中心 (或配銷商)、零售商等 (Armistead 與 Overton,1994， 

Thomas 與 Griffin,1996，Stank 等人,1999 與 Holweg 等人,2005)。事實上，在完整供

應鏈體系上，上/下游並不只是由其顧客組成，應該還包含回收業者以及物流運輸服

務業者。 

Mentzer 等人(2000) 研究中認為供應鏈交易夥伴之間為改進存貨成本、收益及服

務水準而實施的 CPFR，尚未將企業的合作關係延伸至回收處理供應商與運輸成員相

互連接。由於 CPFR 模式可協助企業改進銷售預測及自動產生補貨訂單，然並未將



 
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之研究 

5 
 

訂單資訊與運輸、配送管理連結，因此部分資訊的失連，使得企業在供應鏈的規劃

與執行之間增加了模糊不清的地帶，導致存貨水準增加 (Browning 與 Whit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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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發展一套為將回收處理供應商與物流成員納入供應鏈夥伴，

整合買方、賣方與運輸物流服務業，在有運輸容量的限制條件下，構建一個加入協

同運輸管理 (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以下簡稱 CTM) 的供應鏈模

式，以了解在供應鏈中實施 CTM 對整體結構產生的影響。 

本計畫著重的焦點包含當製造商採購原料分為兩個零組件供貨來源(一是回收

品經過再製造的零組件，另一是向外部供應商訂購全新的零組件)時，在維持安全庫

存量及服務水準的情況要求下，企業該如何協商物流業者在達到期望的總存貨成本

的最小化。 

其次，回收處理供應商在法令規定與利潤最大化的狀況下，如何藉由 CTM 協同

模式，降低在產品回收及再生物料運送成本的支出，透過自營或是委外的搓合程序，

產生最佳的運輸決策，以降低風險所帶給雙方的損失。 

所以本計畫的目的就是探討基於前述研究問題與動機，總結本計畫之研究目的

有以下三點： 

一、 建立具有產品回收與再利用考量下的運輸決策模式 

本計畫即依此策略考量建構出相關管理模式，將有限的資源作最有效率的分配

與利用，以降低供應鏈成員在物流運籌管理佈局時的成本，且提供策略訂定時的參

考。因此，可從此模式中了解到當補貨或是回收需求產生時，在安全庫存量及生產

時間考量下，物流業者在本身利潤合理的狀況下，透過協同機制規劃出合理的運輸

管理模式。 

二、建立決策模型績效驗證方法，給予物流業者決策建議 

本計畫將利用設計出的決策模式，透過模擬的資料，做進一步的分析驗證，透

過 CTM 模式可以為物流業者在面對需求不確定狀況下，對於長鞭效應造成損失的改

善狀況，或是提供企業調整運輸規劃時及採購決策規劃的參考。 

三、開發採購決策支援雛形系統，提供完整運籌體系下物料運輸管理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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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參考 

本計畫將提出一套決策分析方法論，把研究中所發展之數量模式轉化成一決策

程序。並依此決策支援模式開發出一套雛形系統，把研究中所發展之數量模式內建

於資訊系統中，提供一個使用本計畫模式的管道，方便管理者或使用者進行分析及

運算。 

因此，針對建立研究模型所需要的逆物流概念、延伸製造者責任、逆物流相關

模型、不確定性模型、協同運輸管理與供應鏈協同等議題及先前學者對於此類議題

主要研究的問題，以及建立分析模型的方法做進ㄧ步相關文獻的探討。接著提出本

計畫對於多處理廠環境下，逆物流最適訂單接受量，而在前述環境下，針對供應商、

回收處理業者及運輸服務供應商，在滿足最終客戶端需求狀況下，透過 CTM 模式，

建立運輸決策架構，並利用實驗資料，檢測決策模型的效度，並進行相關敏感度分

析。最後，則針對本計畫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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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首先，針對完整運籌(含逆向物流)概念與延伸製造者責任說明，進行相關文獻整

理。其次，有關逆物流模型、不確定性模型、協同運輸管理與供應鏈協同等議題，

彙整先前學者對於此類議題主要研究探討的問題，以及建立分析模型的方法做進ㄧ

步相關文獻的探討。另外，針對計畫中所使用的預測分析工具如多元迴歸分析、演

化策略法與模糊理論的理論基礎進一步說明，並針對上述領域的應用加以分析介

紹，內容包含定義、運作的方式、相關議題與挑戰，以期對整個研究的主體輪廓了

解之後，建構出最佳的預測模式。 

2.1. 完整運籌管理 

所謂的完整運籌管理模式的定義是依據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SCC，2006）提出的供應鏈作業的參考模式 SCOR（Supply Chain Operation 

Reference Model）（如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所示），其中針對全球運籌的範圍分為

四個模組：（1）規劃模組（Plan；即運籌管理）、（2）採購模組（Source；即採購運

籌作業）、（3）製造模組（Make；生產運籌作業）、（4）配送模組（Deliver；即配銷

運籌作業）及(5)退貨模組(Return；即退貨運籌作業)，也就是將供應鏈上的正向運籌

與逆向運籌皆包含此模式之中。 

 
圖 2-1 供應鏈的基礎管理流程 

(資料來源：Supply Chain Council, SCC, 2006) 

研究架構中探討的實體運輸問題，主要是針對完全運籌架構中有關上游供應商

和回收處理中心提供物料給製造商時的運送作業，由架構中可看出當逆向運籌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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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得供應鏈上成員所需面對的不確性提高，以下即針對逆向運籌定義與相關的活

動的影響做進ㄧ步的說明。 

2.2. 逆向運籌定義、影響與相關模型 

Fleischmann(1997)等人的研究中，指稱逆向運籌代表了將使用過的產品從消費者

手上收回、並將此資源重新在市場上再利用的一連串物流活動。此活動不但引發了

退回商品的運輸活動、也包括了企業商品製造商如何將回收商品重新再進行利用、

擷取再生原料的過程。考慮逆向運籌活動的企業，將影響本身原有的存貨管理政策、

生產計畫。 

Carter 與 Ellram(1998)指出，逆向運籌為一種透過回收(Recycling)、再利用

(Reusing)、產源減產(Reducing the amount of materials used)等逆向運籌活動的過程，

使企業營運更加有效率並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其中，產源減產(Resource Reduction)

表示因逆向運籌能使用再生原料，減少製造廠商對於源物料的使用以及能源的浪

費，達到環保訴求，經由產源減產同時加強正、逆向原物料物流之效率。其次，產

品可能因為生產之中的退回、因 B2B，B2C 活動產生的商品退回、保固期間的商品

退回維修、無法再利用商品退回、超過使用生命週期商品之退回，進入逆物流之中，

產生一連串的逆物流活動 (MP de Brito et al., 2002) 。 

由前述的研究可知逆向運籌活動對於企業產生許多的影響，包含了物料採購、

庫存策略與運籌管理等面向。Knemeyarm 等人(2002)利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釐清出企

業當面對環保法令規章要求、要求輸入/輸出運籌系統之 EOL 產品供給/需求的良好

掌握、提高客戶服務及面對競爭者因素，使得廢電腦逆向運籌回收再利用系統的設

計以及實際執行能力的產生影響，包含了系統建置、地點配置、處理廢棄物的技術、

再生原料的萃取及運輸、倉儲、處理整合作業。魏凡峰(2002)透過成本目標函數，探

討在一完整運籌體系下，逆向運籌對於儲存、訂購、缺貨、運輸等活動成本和時間

的影響，研究發現當企業加入逆向運籌管理，對於供應鏈成本降低，有直接效益。

即使運輸時間增加，則可透過減少回收量之策略降低供應鏈總成本與製造商總成本。 

Beamon(1999)的研究指出，當運籌管理增加逆向活動，企業面臨流程上的不確

定因素，包括所回收商品、包裝的品質部分與時間限制，其次則是回收品的運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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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Guide(2000)等人也提出幾項關於逆向運籌活動的特色與不確定性，其中退回商

品之時間、品質等不確定性，將會影響到企業原有之需求管理、存貨管理與採購配

送運輸。 

由此可見，逆向運籌活動充滿不確定性與複雜度，楊昭峯(2002)研究顯示，若採

取適當的製造策略便可以彌補逆向運籌上的不確定性。而黃敏宗(2004)則建議，由於

逆向運籌在實際作業上的複雜性，同時為了達到規模經濟，企業可將此項業務外包

給專業的第三方物流來處理，在具有針對此類物流業者績效衡量機制，可以降低相

關成本風險。Lieb 和 Bentz 於 2003 年針對美國 500 家大型製造商企業將運籌作業委

託第三方物流之情形進行調查，獲得了實務上的證明。至於企業該如何選擇適合的

第三方物流業者來執行相關逆向運籌活動，Meade 及 Sarkis(2002)研究中指出，第三

方物流業者若能提供完善的運籌系統，解決退回商品的廢棄物處理、退回商品增加

額外庫存成本與廢棄物處理過程中的人事管理費用等問題，則越能受到企業的青睞。 

接著針對這些逆向運籌上的問題，相關管理模型研究探討狀況彙整分為幾個類

別，首先是位址選擇模型(facility location models)，Fleischmann(1997)等人研究模型

架構所示，其所定義的逆向運籌網路分配(Reverse Distribution)包含將使用過的產品

或是包裝運輸、回收的過程。研究中指出此狀況發生於正向或逆向物流管道，需視

運籌活動內容而定，企業在實行運籌管理時，整合兩個方向的網路，即成為完整運

籌架構會更有效率。 

位址選擇模型考慮在有許多來源的情形之下，網絡中的中繼站應該設立多少回

收廠、廠址選擇等問題，而其中大部分中繼廠商扮演了物流中心的功能，具備儲存、

處理等作用。但此類研究模型對於回收之退回商品，其品質以及數量方面的不確定

性常利用限制條件處理，較不能反映現實所面對之問題。 

其次是存貨控制方面(inventory control)的模型，主要研究如在同時使用全新原物

料以及再生原料的情形下，而再生原料的數量及品質卻又不確定，如何達到服務水

準及控制成本。例如 Louwers 等人(1999)針對廢棄地毯的廠址選擇方面，提出了考慮

廢棄地毯收集、廢氣地毯的預處理、廢棄地毯之配送網路等因素的混和數量模型。

其模型的流程概念是當從消費者使用過的廢棄地毯經過收集之後，運送到附近區域

廢棄物處理中心，經過篩檢、挑選，將毫無剩餘價值用的地毯送至掩埋場，堪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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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到再製中心成為再生原料進行再利用。此模以總成本最小為目標式，探討各階

段廠址最適配置型，使每個節點之成本最小化。 

Shin(2000)針對台灣地區的 end-of-life 電腦回收處理，建構出一混合整數規劃模

型，模式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最小成本的逆向運籌網路架構系統，選擇適合的場址

位置規劃及廢棄電腦配送量，其網路中包含了收集點、中途儲存站、處理設施、再

生原料市場、廢棄物處理以及最中的掩埋處置。Shin 並且認為處理廠的處理拆卸成

本可能因為處理者的學習曲線上升而下降，而產生再生原料的比率，也會受處理技

術的成熟與否影響產出。 

 Jayaraman 等人(2003)的研究提出一個逆向運籌配送網路，探討在逆向物流之

下，設施配置問題，其利用啟發式演算法來計算求解。Ko 和 Evans(2007)在其對逆

向運籌配銷網路的研究中，以第三方物流(3PL)提供的逆向運籌服務觀點，建置了一

個動態的整合數學模型，使決策者能考慮物流中心之位址選擇。為配合第三方物流

的服務特色，研究中同時將正向物流以及逆向物流考慮在模型之中，並特別探討運

輸費用、物流處理中心費用帶來的影響。 

國內學者也針對逆向物流有相關研究，黃詩彥(1999)的研究中，曾針對國內一些

企業採行逆物流的個案進行分析，例如醫療事業廢棄物、圖書產品退貨、百貨業資

源回收等，得到一些企業採行逆物流的動機及關鍵因素： 

一、經濟性考量：企業採行逆物流主要為了成本、費用之節省，並達規模經濟。 

二、企業效率之改善：除了改善逆物流之作業情形，也提升了正向物流之效率。 

三、顧客服務之提升：有效的逆物流可增進顧客對服務的滿意程度。 

由研究模型的整理可知，為了使模型更趨完備，將正向與逆向運籌同時考慮已

是必要，才能使運籌效率提高且更貼近真實狀況。當 SCOR 模式中加入退貨(Rturn)

活動，運籌體系中增加了逆向物流成員，使企業所面對的不確定性因素更加複雜，

為了降低支出的成本協同機制是一項有效的方法，VICS 的 CPFR 已是實務上可行又

有效的指導策略，但當供給方與需求方透過協同所得的訂單預測，當在做實體運輸

時，卻因為物流業者的挑選或是提供服務時間的延遲，所產生的成本問題，反而降

低原本協同的效益。針對實體運輸部分 VICS 在 2002 年在其協同策略模式上增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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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協同運輸管理(Collaborativ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簡稱 CTM)，以下即針

對 CTM 的意義和實施程序及研究方向作ㄧ說明。 

2.3.  再製造系統跟產品處理 

關於逆物流實際的運作流程，Beamon(1999)在其研究中曾提出一個延伸的供鏈

模型，如圖 2.2，在模型之中，包含了傳統供應鏈的所有元素，如供應(supply)、製

造(manufacture)、配銷(distribution)、零售(retail)、消費者(consumer)(圖中黑色實線部

分 ) ，而延伸的供應鏈活動則為產品回收處理 (recycling)、再製造 / 再使用

(remanufacture/re-use)、回收產品收集(collection)的部分(圖中圓角橢圓形部分)，此兩

種活動結合成為一個半封閉的供應鏈循環狀態。產品回收處理代表了產品回收的過

程，收集使用過的產品、零組件、原物料，並將之分類等。再製造則表示，將收集

來的回收物進行修補、維修、再利用的過程。加入逆向供應鏈活動之後，可得到一

些好處，例如： 

 
圖 2-2 延伸供應鏈模型 

一、 減少產品生命週期之成本—增加獲利率、並減少了 1.因購買對環境有害之原

物料，產生的環境傷害之成本；2.儲存、管理、處理廢棄物的成本，特別是

此類成本節節升高；3.大眾拒買有毒商品之損失；4.法令之罰則。 

二、 減少對環境和人類的危害。 

三、 有較為安全且乾淨的製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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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2000)等人在其研究中指出，為了使環保成本減到最低，並且避免過

度浪費產品，發展一套再製造的作業流程系統是極為重要的。其重點在於，將經過

復原的再生原物料，透過再製造的過程回饋到新產品之中，達到減少對環境衝擊之

效果(如圖 2.3 所示)。 

消費者產品再製造
零組件/元件

再製造
原始原料

復原再製造系統

回收 再製造、檢修、
升級修補

修復

產品需求

產品使用過
的商品退回

廢棄物
新的零組件/元件

拿來替換損壞的部分

廢棄物處置

 
圖 2.1：可復原再製造系統 

在 Krumwiede 以及 Sheu (2002)的研究中，說明了第三方物流業者在逆物流之

上的活動內容，可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取得(Retrieval)，表示從消費者端取得退

回商品，可能來源有零售商、消費者直接退回與回收中心。階段二：運輸

(Transportation)，表示商品從退回端等待被處置的運送儲存過程。階段三：配置

(Disposition)，指的是商品退回之後的處理動作，而退回物品的種類，如表 2.1 所示。 

表 2-1 退貨商品分類表 

退貨種類 定義 
存貨退回(Inventory returns) 物品從零售商退還給製造工廠 
保固退回(Warranty returns) 保固期間內商品退回及維修 
一般退回(Core returns) 可再生並且可供再製造的退回商品 
再生容器(Reusable containers) 零售商退還給製造工廠之包裝容器 
季節性退貨(Seasonal items) 因商品在下一季無剩餘價值而退貨 
損壞退回(Damaged goods) 因商品在搬運過程中的損壞而退回 
有害原料(Hazardous materials) 危險且有害的廢棄物 

逆向物流之商品不一定是報廢物品，也並非必回流至上游製造供應端，有可能

成為再生原料、或廢棄處理。逆向物流之活動，主要在於對回流產品之特色，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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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處理。然而因回流物品數量的不確定性，無法大量運輸，規模經濟亦較小，

增加逆物流議題於實際操作面之複雜性 (黃光磊，2003) 。 

關於逆物流之中退回之商品，國內研究者黃宗敏(2004)，曾將逆向物流所產生的

產品或廢棄物，按照剩餘價值來進行分類： 

一、 低剩餘價值產品，範圍包括一般廢棄物以及有害廢棄物。一般廢棄物較易進行

棄置或掩埋，有害廢棄物須再經過進行特殊處理才能丟棄。 

二、 中剩餘價值之產品，範圍包括損壞品之回收、售後服務等。 

三、 高剩餘價值之產品，則包括消費者對於不滿意產品之退回，例如購買產品後發

現有瑕疵之退貨；未售出即退回，例如書店進退貨活動；未使用退回，例如醫

藥剩餘商品退回，此類產品由於未曾被使用，若直接再利用可節省許多資源及

汙染。逆向物流中較常出現的為中、高剩餘價值之產品。 

    一個妥善的逆物流退貨處理中心，應具備修補(repair)、將消費者退回商品中損壞的

部分進行替換(replacement part return to customer)、檢查(inspection)、廢物利用(salvage)

與修訂(rework)，將有必要修繕的退回商品進行補強作業、重新包裝。 

經過處理中心處理之後的產出物，可能被送到二手市場販賣，而無剩餘價值的物品則加

以掩埋或處置。 

2.4.  延伸製造者責任 

    由於環保思潮興起，逐漸生成製造者也必須負擔費廢棄商品責任的「延伸製造者責

任」概念，各國政府也將之逐步實踐在法規當中。國內如回收環保基金制度，行之有年，

也影響到回收處理商的相關營收。 

2.4.1.  EPR 之定義 

對國家政府來說，制定環保政策最大的因素是處理廢棄物的成本，過去為了顧及這

些龐大的費用，常見的政策如：不論產生的垃圾數量多寡，隨家庭用戶徵收一筆固定數

量的環保費用，或改進為依據垃圾產生量收費的方式，然而都無法有效控制垃圾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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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因此，延伸製造者責任 EP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的概念便應運而生，指

的是將製造商對產品的責任，從過去製造商只關心商品賣出前之管理，延伸到產品生命

週期結束之時，特別是在使用後產品的回收以及最終處置的責任。當一項產品被使用完

畢之後，便成為廢棄物，其製造者必須負擔將此項廢棄物回收的責任以及費用。 

此外，生產者也可透過回收管道所回饋的相關資訊，更進一步的改善產品的設計，

使其更容易被拆卸回收、更接近環保訴求。 

Lindhqvist(1992)將製造商對產品的責任分為以下幾種型態，包括一、義務

(Liability)：生產者須負擔其所生產產品對環境所造成的汙染破壞責任；二、財務責任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生產者必須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法，支付部分或全部的產品回

收、再利用、最終處置的相關費用；三、實體責任(Physical responsibility)：生產者必須

親身參與相關的產品回收管理活動；四、資訊責任(Informative responsibility)：生產者必

須提供關於此項產品以及產生的環境影響等相關資訊。如圖2.5，生產者對產品的所有權

(Ownership)為義務、財務、實體責任的交集，而資訊責任則涵蓋了全部 (Lindhqvist, 

2002)。 

 

       

       義務 

財務責任 實體責任 

資訊責任 

所有權 

 
圖 2-3 EPR 之分類 

至於如何落實此概念，依據各國法律規範有所不同，如美國因各州自治法律不同，

並未有全國性的回收規定，但日本就建立由中央主導的回收法律以及回收系統。較知名

的法令規範，如 2000 年歐盟頒布之廢車回收指令(End-of-life Vehicles, ELV Directive)、

2003 年所頒布廢電子電機設備指令(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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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等，對於生產者所製造產品的回收再利用比率做出相關規範(Spicer and Johnson, 

2004)。 

關於生產者實際執行 EPR 的做法，Spicer 以及 Johnson 做出以下整理，包括： 

一、 過去未推行 EPR 時期(Non-ERP end-of-life)：製造商可能為了額外獲利才進行

EOL(end-of-life)產品回收，大部分產品都受到棄置或掩埋。對於產品的責任通常被

歸屬於消費者以及政府。 

二、 由 OEM 業者執行(OEM takeback)：由產品製造商(本計畫中所指 OEM)負起實體以

及經濟上之責任，每個製造商管理自己所生產商品後續的回收、再生、處理等逆物

流活動。對製造商來說，因其自行處理商品，此種機制對於產品的再生資訊能得到

最好的回饋。然而自營的處理廠可能面臨 EOL 商品供應不足之情形，或是耗費過多

資源來進行產品回收，所有逆物流活動成本皆必須由 OEM 廠商自行吸收。 

三、 聯合執行(Pooled tackback)：由生產類似產品之製造商組成聯盟，共同分擔經濟以及

實體上的責任，此種組織稱為 PRO(producer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優點是，此

聯盟所經營的處理設施能夠處理更多的產品達到經濟規模，成本也由組織成員共同

分擔，適合較小規模之企業。 

四、 由第三方物流業者執行(Third-party takeback)：在此研究被視為生產者責任供應商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Provider, 簡稱 PRP)，收取費用提供製造商逆物流方面的服

務，製造商可能在產品設計階段時就向 PRP 簽訂 EOL 管理之合約，並支付相關費用，

此後關於產品在結束生命週期之後的回收財務風險、責任就轉移至 PRP 身上。當產

品屆滿生命週期時，PRP 再將這些產品進行回收並透過自營或是聯盟的處理廠加以

進行拆解。此種作法對製造商來說最為便利，因其不但能盡到對 EOL 產品的責任，

更不用負擔逆物流活動之風險。如此製造商可專注於核心業務，並加強更符合環保

要求的產品，未來此種方式將成為市場主流。 



 
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之研究 

17 
 

2.4.2.  國內環保法規 

    國內於 1998 年起首度立法要求，製造、輸入以及販賣含有可回收材質之物品及容

器業者，需自行回收此項物品或是容器。此項政策規定，業者必須達到政府所制定之回

收率數量，否則被處以罰款。因此業者往往透過自行成立之基金會、協會等相關資源回

收組織，以達到回收率之要求。(張禹晰，2004) 。1998 年之後，政府修訂廢棄物清理

法，改成立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委員會(Recycling & Management Fund，簡稱基管會)採取

資源回收基金管理制度，業者不需向政府回報是否達成回收率規定，而依據業者生產或

輸入多少物品及容器，即向政府申報繳交回收處理費，此回收處理費用便納入政府基

金，用途包括：支付經由政府稽核認證的實際回收、處理資源之補貼費用；教育宣導費

用；設置回收管道費用；研發再利用技術之獎勵費用(如圖 2-4 所示)。 

    此種管理方式稱之為兩階段政策工具，亦即對生產廠商按照產量來課稅，廠商則會

將此轉化為外部成本而減少產量，此外，此產品經使用過後成為固體廢棄物，再利用回

收補貼的方式(2005 之補貼費用如表 2.2)，增加廢棄物的回收處理量，有效達到環保效

果，(陳永仁，黃揮原，2003；溫麗琪，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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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台灣地區資源回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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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環保署公告 2005 電子電器用品、資訊物品補貼價格表 

類別 品項 規格 收費 元/台 補貼費 回收處理元/台 
25 英吋以上 371 

電視機 
25 英吋以下 247 

379.5 

250公升以上 606 
電冰箱 

250公升以下 404 
635.5 

洗衣機  317 346.5 

電子電器物品 

冷、暖氣機  248 410.5 

筆記型電腦  39 303 

主機板  49.2  

硬式磁碟機  49.2  

電源器  8.2  

機殼  8.2  

監視器  127 215 

噴墨 81 

雷射 137 印表機 

點矩陣 151 

192 

資訊物品 

廢主機   182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2005) 

2.5. 協同運輸管理的定義、流程和效益 

國際組織自願性跨產業商務標準物流協會 (VICS) 的附屬協會 CTM (CTM 

Sub-Committee of the VoluntaryInter-Industry Commerce Standards Logistics 

Committee)對於協同運輸做了以下的定義，” CTM 係整合供應鏈的貿易夥伴與運輸

服務業的流程，以消除運輸規劃與執行過程的無效率”。CTM 主要目的是透過協同

機制，消除供應鏈中實體運輸部分造成的無效率，以改善所有協同關係參與者的營

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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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CTM 的架構和商業程序主要分為策略、戰術及作業等三個層面，相關的

內容整理說明如下： 

1. 策略層級：為協同的協議範圍與目標之定訂，涵蓋面包含確認流程步驟、

那些資訊需要分享，如何分享、運送條款、地理範圍、配送策略、績效衡

量、異常管理議定書與如何分配利益等。 

2. 戰術層級：為運輸設備需求之規劃，以所有的參與者共同分享裝運預測 

(shipment forecast)為重點，透過需運送貨品的者提供的出貨預測量，來協

助運送者掌握預期的裝運量與運輸設備的需求量，實施的步驟為：(1) 從

產品的訂單預測產生裝貨預測，並以此規劃事前的裝運策略 (例如整裝或

併裝)；(2) 擬定裝運計畫及指派運送人；(3) 裝運預測異常的確認，運送

人在收到貨物後檢視實際收貨量與裝運預測規劃的運輸容量是否相符，並

確認運輸設備是否不足。如果可供應運輸容量不足，則採用事先議定的異

常管理 (exception management)，可能的解決方案包括運送人調整可供應

運輸容量或是改用預先指定的替代運送人等。 

3. 作業層級：以實際裝運規劃、執行與帳務管理的作業流程為主，包括運送

策略 (例如整裝、併裝、載具等)、排程、貨況訊息、運費結帳 (例如付款、

對帳) 等。依照 CTM 白皮書，將有關 CTM 主要的商業程序會整如下表所

示。 

表 2-3 協同運輸管理商業程序 

層級 參與者 工作項目與流程 參與者 

策  

略 

託運人 
供應商 
製造商 
配銷商 
參與運送者 

前置協議 
‧ 定義夥伴關係 
‧ 決定參與的運送人或 3PL 
‧ 運輸規劃 
‧ 資訊分享 

收貨人 
製造商 
配銷商 
零售商 
運送人 

託運人 
供應商 
製造商 
配銷商 

協同訂單預測 
收貨人 
製造商 
配銷商 
零售商 

戰  

略 

參與運送者 產品/訂單預測轉換為裝運預測 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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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 參與者 工作項目與流程 參與者 

裝運預測異常的確認(實際收貨

量與裝運預測規劃的運輸容量

比較，並確認運輸設備是否不

足) 

 

 

裝運預測異常解決方案 

 

顧客訂單預測 
參與運送者 

交付運送 
運送人 

託運人 
收貨人 

運輸排程 運送人 

託運人 
收貨人 

貨況追蹤 運送人 

運費結帳 

作  

業 

參與運送者 
績效評估 

運送人 

(資料來源：CTM White Paper 與馮正民等人,2007) 

CTM 協同程序著重於加強三種主要夥伴—買方、賣方與運送人之間的關

係，也就是在物流活動中的託運人(shipper)、運送人(carrier)與收貨人(receiver) 以

及代理的參與者，例如第三方物流業者(3PL) ，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合作，參見

圖 2-5 所示。協同的參與者藉由分享供給與需求的資訊(例如訂單預測、異常事

件處理、運輸容量需求、可供應設備) 及運作能力，來改善整體運輸規劃與執

行流程的績效與設備的使用效率 (例如運輸工具、倉庫)。爲獲得正面的效益，

參與夥伴之間的流程必須是即時的、可延伸調整的、自動化以及成本有效的 

(Rabinovich,2005)。 

 
圖 2-5 協同運輸的參與者 

前述所列的協同運輸管理商業程序，主要分為五個階段 14 個步驟，彙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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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與各步驟說明如下所示： 

策略關係
CTM的步驟 1 ‐2

建立訂單與運載量預估
CTM的步驟 3 ‐5

訂單與運載量請求運輸程序
CTM的步驟 6 ‐8

運載合約確認程序
CTM的步驟 9 ‐11

發票與實施結果管理
CTM的步驟 12 ‐14

商業循環時間
 

圖 2-6 CTM 程序實施五大階段 14 步驟關係圖  

步驟一：建立協同關係 

製造商(批發商)與運送人擬定執行原則與相關規定，以建立協同合作關係，

雙方互相協議有關貨運之間該由誰付運費、由誰來出面跟貨運業者溝通、需託

運的物品與數量、託運地點與運送過程需採用處理方式。其次，當發生例外狀

況的時候要如何處理，此步驟也會訂定 KPI 或是度量的標準，來衡量表現的滿

意度。 

步驟二：建立聯合商務計畫 

託運人與收受人之間所協議出的代表人與運送人一起協議，整合規劃階

段，提供運送量與運送配備之間的規劃整合，透過這過程貨運業者可以有長期

的彈性來調整自己設備資產策略。 

步驟三：訂單與裝載預測 

透過相關前端資料(如 POS 系統)或之前經驗的回饋，協助來創造出訂單預

測及裝載預測，未發生例外狀況則執行步驟 6，反之則執行步驟 4 

步驟四：辨別訂單預測與裝載預測的例外情況 

例外狀況的出現，雙方出現差異，可能是運送人無法負荷等等，依據第一



 
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之研究 

22 
 

步驟的協定去做例外狀況處理的考量。 

步驟五：例外事件的處理 

共同合作解決，如果合作解決完之後回到第三步驟，重新創造訂單與裝載

預測。 

步驟六：訂單與運載量請求運送 

運送者的決策資訊與長短期貨物運送合作關係會影響到這個程序訂單與裝

載請求運送是基於調整過的訂單預測結果。透過這個過程後有三種路徑選擇，

第一是執行，進行運輸裝備規劃，如果有限制條件的話，就回到第五步驟的例

外狀況處理。當運載量請求運送預測有例外情形則執行第七步驟，否則執行第

九步驟。 

步驟七：辨別請求運送方預測的例外情況 

利用在第一步驟事先協議，基於最新的設備利用情形、揀貨要求條件、運

送要求條件來辨別例外狀況，協同合作會排除不必要的等待時間以及隨之而來

的費用，而且會提升全面的效率。 

步驟八：協同解決異常狀況 

參照雙方的決策的支援資料，來共同解決問題，接著執行步驟六。 

步驟九：運費契約的確認 

為特定貨物訂單訂定最終載運合約，這表示接受請求運送的結果，運送者

根據此步驟產生的貨物清單以及 BOL(Bill of Lading，載運提單)來進行貨品的揀

貨。載運提單上記載運輸貨物時的基本資訊，如規定期限、出發點和目的地、

數量和重量與費用。 

步驟十：辨別運送時的例外狀況 

包含了載運特性例如:重量、貨物種類、貨物等級以及載運狀態的溝通，運

送人會一直更新貨物目前的情況，辨別是否有例外狀況的出現，如果有的話就

向製造者回報，製造者接到通知會同時告知 CPFR 的管理者運送情形出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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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影響到補貨以及相關預測的部份，製造者也同時加入解決問題的行列，由

夥伴間相互合作解決。 

步驟十一：解決運送的例外狀況 

當運送時發生例外狀況時的處理步驟。 

步驟十二：辨別收據的例外情況 

在貨品運送完畢後，由運送人開出發票，由製造商來付款，如果說雙方認

知的資料不一樣，例如重量、貨物種類、貨物等級等等，便需要處理這個例外

狀況。 

步驟十三：收據例外狀況處理 

重量、貨物種類、貨物等級，這些資訊在步驟十就會提供，經由訊息合作

來共同解決這個例外狀況。 

步驟十四：成效管理 

合作夥伴的評量與成效的衡量基於第一步驟所訂定的 KPI 來衡量，此一回

饋動作可以為下次的訂單與貨物預測。 

透過這些協同的商業階段和步驟，CTM 協同運輸管理可以為共同參與者帶

來的效益，分為兩大部分ㄧ是實質收益上可以增加銷售量及減少成本支出，另

一是在資產管理上可以降低庫存量，使運輸資產最佳化，以及每日銷售的未償

貸款量，白皮書上所提出的效益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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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M
機會

增加的
收益

增加的
資產負
債成效

增加銷售量

降低成本

增加交易性
資產效益

改善每日銷
售未清帳款

降低庫存量

註釋

•CTM能增進服務水準且隔板使用效能
•供應商和運輸商因CTM能力，成為對於主要零售
需求的go-to夥伴

•降低或減少供應鏈上因溝通不良所趙成的成本
支出，例如

–增加的額外運輸
–卡車的低效率運載
–運輸管理支出
–貨品管理成本支出

•提高協同設備運輸裝置與倉儲設備的使用效率，
例如

–不間斷運輸
–共用倉儲空間
–較低固定資產

•提供所有參與者全系統的供給與需求狀況，降
低不需要的庫存

•夥伴間較好的溝通增加合作機會，降低每日未
清償帳款

 
圖 2-7 協同運輸管理的效益 

協同運輸管理是一個新的貨主與運送者的夥伴策略，如 Esper 與 Williams 

(2003) 指出，CTM 目前處於發展階段，它的價值衡量於現存的文獻中較少提

到，依據其研究認為利用資訊科技實施 CTM 可使運輸成本節省 8.4% 至 20%、

即時績效改進 5% 至 30%、車隊使用率增加 10% 至 42%，並可大幅減少管理

成本。 

Tyan 等人(2003) 以個案研究的方法探討應用 CTM 於台灣筆記型電腦製

造商與全球化第三方物流業者的全球供應鏈，分析結果認為實施 CTM 可以減

少運送者的運輸週期時間以及總營運成本。Feng 與 Yuan 等人(2005,2007)發展一

個評估 CTM 的分析架構，透過模擬方法，結果顯示供應鏈成員與運輸服務業

協同合作將可以改善供應鏈的績效。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著重於個案研究或如馮正民等人(2007)透過系統動態學

來建構協同運輸管理模式，探討引發問題與變因之間的交互影響，這類的研究

並沒有針對實施 CTM 狀況下，運輸業者該如何擬定完整規劃，針對運輸數量、

路線規劃及提供給需求者的服務水準，造成對運輸成本的影響提出決策支援的

方法。因此，為了建構本計畫的決策模型，下一節即針對目前協同運輸管理研

究中，有關管理模式欲解決的問題、使用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作一彙整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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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各類相關模型探討 

2.6.1. 協同運輸管理模式 

上一章節將 CTM 執行步驟作一簡介，其中提到協同運輸管理中需要做二項預測，

即是各託運人的出貨量的預測，當需求量決定後，還需要做請求運送方預測，即運輸

量預測。這兩者的預測，牽涉到對託運人與收受人之間的服務水準、運籌上的運輸成

本及資源規劃。對於協同運輸管理模式相關文獻的整理節以這幾個構面加以分析探討。 

大部分的學者仍將 CTM 的研究議題，著重在傳統運輸管理研究重點的路徑規劃

上，Bas、Cees 和 Lori (2005)年的研究中透過 Hub 網絡的設計降低因為需求量增加、

運送等候與運輸工具容量限制所造成的無效率，建構數學模式計算 Hub 網絡所需設定

數量，透過實際資料計算 Hub 網絡建立後的物流成本和原本運輸網絡比較，可以有明

顯的改善。Spyridon (2007)的研究也驗證了要有效結合網絡上不同運輸資源，透過 joint 

route planning 可以增加彼此的獲利。 

Riego 和 Dustin (2005)希望解決單一需求的車輛路線問題，尋求拖車數量的最小

化，結果驗證發現使用 Earliest Start Time 的方式建構路線是最有效。而 Ozlem 等人於

2007 年發表的研究主要解決時間限制下，如何涵蓋最大路徑問題(Lane Covering 

Problem) ，其是利用演算法和參數調整來獲得問題最佳解。次年 Ozlem 等人再延伸討

論協同運輸作業中的 deadeading 問題，進行合作夥伴的成本分配模型建構，發現成本

會依據路徑的完整程度而定（有來有去），且不同的結構對於成本分配會有不同的影

響。另外，Takashi、Senkubota、Takuya 與 Norihisa (2008)的研究顯示針對比較小尺寸

以及生命週期比較短的產品，設計運輸網路時，需考慮最小運輸成本，且運輸不一定

要統一經過 DEPOT 的運輸模型，經實驗法證明所提出的兩種模型會比之前單考慮讓所

有車輛都經過 DEPOT 來的更節省成本。 

路徑規畫往往需要考量載具的容積問題，Thomas 與 Dirk(2008)的研究結合路徑規

畫與貨櫃兩個議題，分別用 General Pickup and Delivery Problem (GPDP)與 Multi-stage 

transportation model 結合，採用 Large Neighborhood Search (LNS)進行貨櫃的調度決策，

依據四種不同的統計分配，證明所提方式優於 Solomon 的兩個隨機例證及兩個群集例

子。Denise、João 與 Borenstein(2009)研究貨櫃的配送規劃，因為成本和服務水準一樣

重要，這裡同時考慮一般貨櫃與空貨櫃兩種狀態的需求，將問題拆解成小問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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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規劃、隨機模型、模擬與啟發式方法來解決相關問題。結果發現當貨櫃數量增加

時，運輸成本亦會增加，WRL（Weight average order response lateness）和貨櫃使用率

都會降低。Caris 與 Janssens(2009)的研究則將貨櫃設定為同樣大小與類型，則問題其實

就成為透過何台車輛如何來取貨與運送貨品。在服務所有顧客基準之下，需要尋求最

小的成本支出，將成本分為固定成本與運送成本，固定成本包括自有車輛折舊費用、

租賃車輛、保險費用與司機費用等，運送成本主要與時間成本相關，服務所有顧客所

需時間與客戶端等候時間等。這類問題通常是 NP-hard 問題，所以用 heuristics 方法來

求解，在此篇研究中提出新的 lower bound 衡量方式，並提出改善過後的 heuristics 方

法。 

近期的路徑規劃研究上，則將單純的成本考量，加上了天數與運輸量變動等的不

確定性因素，如 Marta 和 Herbert(2009)的研究模型中提供正向物流公司完整的物流整

體規劃方式，分成四種分析因素去做考量，分別依距離、天數、車隊自行擁有和貨物

整併來考量，建議透過自有車隊以及簽約物流業者間的合作，同時考量固定以及變動

成本，透過整合規劃減少成本支出。另外，Zhong、 Roy 和 Lee(2009)研究在其模型中

加入了運輸量不確定性因素考量，提出一個兩階段的隨機整數規劃模型，解決

pWDP(Plug-in winner determination problem)問題，第一階段尚未考量運輸量的不確定

性，利用隨機規劃進行初步的指派運載者，第二階段決策則是考量實際運輸量後修正

指派。透過此模型，成本的管理上優於傳統未考量運輸量之 sWDP 模型。 

協同運輸的服務水準與協同程度同時也會影響到生產排程的效率，Lei 等人於

2006 年發表的研究中即發現，透過協同運輸能減少的潛在成本，其將協同程度分為部

分、完全與完全沒有下去做探討，發現當運輸者願意分享的意願越高，協同排程的效

率越好，即資訊分享程度與排程效果呈現正相關。而 Kunpeng 等人(2008)的研究，希

望找出在 make-to-order 的情況下，考量最小化總配送成本、訂單分配與第三方物流業

者之運輸時間，進行生產與運輸排程近似最佳解的尋找，結果證實 Simulated annealing 

(SA)法比 Decomposition algorihm (DA)法在這類議題上表現好。另外，若運送貨物會時

間需要嚴格的控管(如預拌水泥)，Yan、Lai 和 Chen(2008)研究中建構混合整數規劃模

型，解決此狀況下的生產排程和車輛調度問題。 

過去大多把運輸成本涵蓋在固定成本中，而 Ertogral、Darwish 與 Ben-Daya(2006)

的研究則從買方需求頻率與賣方生產率，將運輸成本單獨考量，分析買賣雙方生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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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批量大小對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企業將運輸成本明確的考量至供應鏈中可以有

效的節省成本，另外，運輸成本也會影響生產和存貨決策。 

再者，在 CTM 的決策模型中，還有需要解決合作夥伴評選問題，Krajewska, 和

Kopfer(2006)針對貨運業者協同合作進行研究，每項運輸任務可以選擇自己運送或委託

業者達成，他們將協同合作的過程有三個階段： 

1. Processing：每個業者先提出自己未協同時的最低成本。 

2. Profit optimization：計算不同合作方式的獲利，進行任務分配。 

3. Profit sharing：共享獲得利益。 

結果證明參與合作者的對全體的總獲利增加，而沒有參與者則會遭受損失。Toni 

與 Ahti(2009)則針對虛擬組織合作夥伴評選問題加以研究，在 VBE（Virtual organization 

breeding environment）環境中進行虛擬組織合作夥伴的評選，採用 MILP model（Mixed 

integer linear programming）進行每個夥伴的工作分配。選擇合作對象有三個標準，包

含總成本、風險處理能力與協同合作能力，。最後再使用多準則分析（Multi-criteria 

analysis）決定合作方式，透過實證可知透過此評選機制可以幫助選擇合作夥伴，達到

帕雷托有效配置(Pareto-efficient configurations)。 

最後，CTM 研究中考量逆向運籌者更少，大部分的運輸管理研究若是加上逆向運

輸，會像 Salema、Barbosa-Povoa 與 Novais(2007)的研究著重在 Recovery network model

（RNM）同時考量正向和逆向物流的網絡設計上。研究模型中主要會考量到生產儲存

空間限制、多產品生產及需求流量的不確定性等因素在完整網絡時的影響，比較少討

論在完整網絡時，協同運輸作業的實施程序與預測方法。 

經過前述的文獻探討，釐清協同運輸的研究上，目前尚未確認的問題，並定義本

計畫欲解決問題的範圍如下所示。 

1. 協同運輸管理模型上，對於逆向運籌所帶來的不確定性因素影響，並未納入模

型中考量。當參與協同規畫者在做出貨預測和運輸量運輸預測時，會受到再

製商品供應時間、環保政策回收品使用比例或商品品質的影響，增加預測的

困難度，降低提供的服務水準。 



 
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之研究 

28 
 

2. 文獻中預測皆以需求提出方與接受方為主，利用混合預測模型來進行預測分

析。目前較少以運送業者角度，進行協同運輸管理架構下之出貨預測與貨運

需求預測研究。 

3. 文獻中在做成本評估時，考量的影響因子包含運送距離、天數、車隊自行擁有、

載具的載運量和買方需求頻率與賣方生產率等，模型中的因素個數多為固

定，因本計畫將逆向運籌納入模型，會造成影響因子在短期預測時產生很大

的變動。本計畫中，主要為運輸量預測模型設計，其中包含許多指標性變數

與一般性變數，將採用多元迴歸分析的雙對數線性函數來做因果分析，動態

調整變因，以降低變數影響效果被低估或高估之現象。 

4. 綜合上述文獻之探討，目前研究較少針對協同運輸管理架構下的出貨預測模式

與貨運需求預測模式進行探討，本計畫將結合協同程度的差異化，作為本計

畫建構運送業者協同出貨預測與貨運需求預測研究之基礎，並透過實驗分析

觀察協同程度與預測準確度間之影響。 

2.6.2. 逆物流模型 

Fleischmann(1997)等人，曾針對與逆物流相關的作業管理面相關模型進行回顧與探

討(如圖 2-8 所示)，相關研究分為幾個類別，首先是位址選擇模型(facility location 

models)，考慮在有許多來源的情形之下，路網之中的中繼站應該設立多少回收廠、廠址

選擇之問題，而中繼廠也就是扮演物流中心的功能，具備儲存、處理等作用。過去曾有

容器、泥砂、鋼鐵方面的實例研究。此類研究所面臨的問題為，從客戶端所回收之退回

商品中，品質以及數量方面的不確定性。作者並建議未來的研究者可能傳統網路進行延

伸。其次是存貨控制方面(inventory control)的模型，主要研究如在同時使用全新原物料

以及再生原料的情形下，而再生原料的數量及品質卻又不確定，如何達到服務水準及控

制成本。使用確定性數量模式的模型例如最適再訂購量(EOQ)之探討，隨機性模型例如

再製造系統(Repair/Recovery Systems)，在模型之中將回收量視為一種獨立隨機變量。

Fleischmann 之研究尚整理出關於將再生物料納入考量之生產規劃控制、現場控制之模

型。由於逆向物流服務商位址挑選是本計畫研究的重點，接下來進行關於逆物流實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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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配置系統文章之探討。 

消費者

製造廠商

回收廠商

配銷

收集

供應商
正向通路

逆向通路
 

圖 2-8 逆物流配送架構圖 

Louwers 等人(1999)針對廢棄地毯的廠址選擇方面，提出了考慮廢棄地毯收集、廢

器地毯的初步處理、廢棄地毯之配送網路等因素的數量模型。在其模型的流程概念當

中，當消費者使用過的廢棄地毯經過收集之後，將運送到附近區域的區域廢棄物處理中

心，經過篩檢、挑選，將毫無剩餘價值用的地毯送至掩埋場，經過區域廢棄物中心處理

過後的地毯，責運送到另一個處理中心(配合地毯再製造過程的特性)，最後成為可再生

原料，並運送至顧客端進行再利用。此模型分別計算地毯經過每個節點之成本，最後以

總成本最小為目標，使使用者能決定廠址最適合的區域處理中心之位址。(如圖 2-9) 

區域
處理中心

丟棄
物品者

廢棄物
來源

廢棄物
處理

再利用

廢棄地毯 經過處理後的地毯

區域
處理中心

丟棄
物品者

廢棄物
來源

廢棄物
處理

再利用

廢棄地毯 經過處理後的地毯

 
圖 2-9 廢棄物地毯處理流程 

 Shin(2000)針對台灣地區的 end-of-life 電腦回收處理，建構出一混合整數規劃模

型，模式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最小成本的逆物流網路架構系統，選擇適合的場址位置規

劃及廢棄電腦配送量，其網路中包含了收集點、中途儲存站、處理設施、再生原料市場、

廢棄物處理以及最中的掩埋處置。在其模式之中考量了運輸、處理、掩埋、設施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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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等，亦考量在台灣現有環境之下，回收網路中可能得到由環保基金管理會所發的補

貼金額、販賣二手原料之利潤，以及對廠商的回收率(take-back rates)限制。對於其系統

中具備不確定因素之輸入變數的估計，Shin 採取將過去的電腦銷售量以及電腦的平均生

命年限相乘，來估計廢棄電腦之回收量；Shin 並且認為處理廠的處理拆卸成本可能因為

處理者的學習曲線上升而下降；此外 Shin 以過去針對台灣地區製造業的統計資料來估

計廢棄電腦產生再生原料的比率，並認為因處理技術的成熟與否，將影響再生物料的產

出。 

Jayaraman 等人於 2003 曾提出一個逆物流配送網路的架構，探討在逆向物流之下，

設施配置問題。其設置了一數學模型，並利用啟發式演算法來計算求解。且此研究歸納

過去的文獻發現，無論是正向或是逆向網路，皆可以被分開討論，還可以減少問題的大

小。因此，此研究著重於逆物流的架構設計上。其網路架構中的節點包含了顧客將退回

商品送回之零售點(圖 2-10 中的 origination site)、收集站(collection site)以及製造商。網

路中的設施可選擇使用或不使用。許多探討逆物流網路架構的模式當中，節點拓樸結構

皆與此相似。 

Destination Site

Collection Site

Origination Site

Unused sites are shadedUnused sites are shaded  
圖 2-10 逆物流網路架構圖  

Ko 以及 Evans(2007)在其對逆物流配銷網路的研究中，以第三方物流(3PL)提供的

逆物流服務觀點，建置了一個動態的整合數學模型，使決策者能考慮物流中心之位址

選擇。第三方物流業者擁有完善的正向物流配銷實體網路，同時可提供成為實施逆向

物流活動之資源，在 3PL 的服務範圍之中，主要著重於退回商品的運輸、倉儲、以及

部分修復的處理，也就是圖中收集中心(Collection center 兼 Warehouse)主要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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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退貨商品的來源、經處理之後的再生原料去向，分布較為複雜，難以精確掌握。

為配合此項第三方物流的服務特色，作者同時將正向物流以及逆向物流考慮在模型之

中，並特別探討運輸費用、物流處理中心費用帶來的影響。 

正向物流
網路

零售商

倉庫

終端使用者

使用者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處理
中心

再製造
工廠

處理
中心

再製造
工廠

處理
中心

儲存
中心

3PLS

正向物流
網路

零售商

倉庫

終端使用者

使用者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處理
中心

再製造
工廠

處理
中心

再製造
工廠

處理
中心

儲存
中心

3PLS  
圖 2-11 3PL 觀點的網路結構圖  

 Zhang 等人(2007)同時也以第三方物流的角度來探討逆物流路網架構的研究問

題，求取營運成本最小的網路架構。與 Ko 以及 Evans 不同的地方是，Zhang 等人認

為過去關於逆物流網路架構的研究仍有不足之處，第一個是未在數量模式之中表達不

確定性因子，例如廢棄物回收數量的不確定。第二點則是許多文獻沒有因應產業界將

逆物流活動外包給 3PL 的潮流，從 3PL 的角度來設計模型。在此篇研究當中，作者

採取模糊理論來處理不確定的回收量以及運輸率。如圖 2-11 所示，在 3PL 的營運範

圍之中，其網路架構中包含三種節點：一、退回商品來源如零售商、倉庫、使用者等；

二、中途回收點，以及一些處理退回商品的設施如處理中心、再製造工廠。3PL 所提

供的服務端看客戶的需求，視客戶是否有自己的處理設施。不過此研究所建構的模型

之中，3PL 專職替企業提供收集、運輸、儲存的服務，並無包含退回商品的相關拆解

處理活動。 

Sodhi 以及 Bryan(2001)年也曾提出從不同角度來設計的逆物流模式，其研究把逆

物流網路的活動切割成三段，以當中的三種角色為出發點，制定出適合各個角色的三

種最佳化模型。這三個角色分別為回收廢棄物的第一站收集源頭(sources)、中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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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的回收者(recycler)、以及將產品進行處理等處置的處理者(smelters)。依據個別的

需求設計出成本最小或利潤最大的最佳化模型，特別針對廢棄電子產品如何分解為可

再利用的原料有詳細說明。最後分別套入電子廢棄產品的回收、拆解、處理為可用的

金屬為例，探討模式的實際應用。 

國內亦有關於逆物流作業管理方面之相關研究，例如楊文正(2005)，其廢棄物物

流系統規劃之研究，針對廢棄物的回收網路，提出一個混合整數的規劃設學模型，讓

使用者透過模型來決定廠房位址，並且同時還可讓使用者決定新建廠房的可回收、處

理的廢棄物類別；而在存貨模式的研究方面，例如楊思駿(2006)，建立考慮逆物流機

制之下的存貨管理數學模式，讓管理者以多期或單期訂購來選擇適當的存貨模式，以

現有的逆物流存貨模型為基準進行調整，以成本最小為目標，採用遺傳演算法以及免

疫演算法來進行求解。 

而許鉅秉等人(2002)，則對於逆物流之中的有害廢棄物，探討其最適合的營運模

式。針對有害的廢棄物，其訂單決策，發展多期的數學量化決策模型，剖析國內外現

存之逆物流決策發展程序，透過多維線性函數之架構，以營運成本最小為目標，考慮

一個工業區域內的廢棄物處理中心，其最適合的廢棄物訂單接受量以及實際處理量。 

其後有何家豪(2003)，針對高污染工業區區域之內的有害廢棄物，從產源開始到

最後的處理過程中，透過處理廠商之聯合處理、共配機制與逆物流管理方式進行廢棄

物相關處理活動決策。並以數學規劃方式，藉由量化數學模式表現多期處理來表現廠

商的模式，求解加入風險貨幣化後的逆物流成本，以營運成本最小作為目標，達到最

佳化廢棄物處理決策之成效。從此研究之中可看到，透過聯合處理機制，廢棄物本身

產量的規模經濟效果愈大，間接促使廢棄物的處理成本下降進而提升回收利潤，促進

逆物流活動進行。在運輸成本方面，由逆物流中心來實施共配機制，會對總成本產生

明顯減少的效果。由於廢棄物的處理成本與運輸成本對於總成本的影響程度相當大，

因此，藉由推動聯合處理的作法來降低處理成本與運輸成本，是廢棄物處理未來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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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不確定性模型 

「不確定性」(uncertainty)這項因素，影響決策甚鉅，不論是價格、勞力、原料取得…

等之不確定，皆會造成影響。需求的不確定性將會造成資源配置、廠址選擇之困難，然

而不確定性是自然存在難以消除，決策者唯有將不確定性納入決策的邏輯架構之中，在

了解不確定的成因及背景之下做出新的決策，才是較好的解決辦法 (Kouvelis and Yu, 

1997) 。 

常見有三種描述不確定性因子之方法：一、列舉法（Enumeration）：亦即將不確定

性因子其所有可能發生的情境皆列舉出來，再利用數學規劃模式求解。二、蒙地卡羅模

擬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透過實驗機率的方法，利用電腦亂數模擬出大量隨機產

生之數據，並且將此數據視為不確定因子所有可能發生的數值。三、情境樹（Scenario 

tree）：利用情境樹來表達決策問題各期間之內之不確定性因子，以樹狀的形式，一階一

階層地展開所有可能的情境，讓決策者能一眼就明瞭問題的架構 (張益菁，2006) 。 

 在常見的數量模式當中，透過決策變數和已知參數所建立的數學模型，稱之為確

定性模式（deterministic model），然而在現實的決策問題當中，模型中某些參數可能是

不確定的值，此時可將其假定為一隨機變數。因此，若此數學規劃模型中，無論是目標

或限制式之中任一參數為隨機變數時，稱此模型為隨機性模型（stochastic model）。建立

此模型之方法，就是將具備不確定性的參數以機率形式來表示，再代入數學模式中。此

種規劃方法則稱為隨機規劃(stochastic programming)，其目的在修正過去決策問題中被

假設為已知的變數，若為離散型態的變數，將此因素透過出現的機率型態來表達，若為

連續型態之數據資料，則表示為機率函數型態。 

兩階段隨機規劃 (Two-stage stochastic programming)：為建構隨機規劃問題模式之方

法，依據決策問題是否包含不確定因素—也就是隨機事件，將問題分為不包含隨機事件

之部分，以及包含隨機事件共兩階段，並且在包含隨機事件之階段採用修正手法，以其

他修正函數(Recourse Function)來包含隨機事件，對應各隨機事件發生的機率值，以整合

性的期望函數與不包含隨機事件階段一併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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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隨機事件影響之決策稱為第一階段決策(first stage decisions)，並稱此期間為第

一階段(first stage)，會受到隨機事件影響之決策便稱為第二階段決策(second stage 

decisions)，同樣的此期間稱為第二階段(second stage)。假設 x 為對應到第一階段的決策

變數，y 為第二階段所要決策的變數，ω 表示隨機事件，ξ(ω)為隨機向量，可以下列數

學算式表達其關係： ，亦即第二階段之決策必須根據第一階段決策的

結果最為基礎，同時也受到隨機事件的影響。 

    兩階段隨機規劃其數學通式如下： ，y(ω)表示會受到隨機事件

影響的決策變數，x 則是不會被影響的決策變數，cTx，為第一階段不受隨機事件影響的

目標式， 為第二階段受隨機事件影響的目標式期望值，其中 表

示係數， 為受隨機事件影響的目標式。實際建構模式時，先計算第二

階段包含隨機事件的期望函數，再將結果套入至公式(2-1)，結合第一階段的變數以求得

完整的目標式 z 值。 

   (2-1) 

s.t. Ax = b, (2-2) 

,   (2-3) 

x       (2-4) 

除此之外，也可進一步將兩階段問題延伸為多階段(Multi-stage)隨機規劃，依據不同

決策問題的需求來建構模式，其將不確定因素分層展開，每一層的決策將成為下一層的

決策基礎，層與層之間具有相依性。若以情境樹的概念來表達兩階段隨機規劃，如下圖

所示，ω代表不同的情境分別對應到不同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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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兩階段隨機規劃之情境樹  

    情境集合分析(Scenario Aggregation)則是將所有假設之資料變動組合，也就是針對

不確定的因素能出現的情況一一列舉，每一種組合即代表一個情境(scenario)，因此可得

每一個情境的出現機率，接著再對每一個確定之情境組合進行求解，獲得該組合情境下

的最佳解。當求解完成所有的組合後，按照各正確解出現之機率，再計算出其加權平均

之正確解。接著利用拉式鬆弛法，將此一加權平均解鬆弛進目標函數之中，以求得整體

系統之最佳解。此一演算法適用於當一般不確定因素為離散型態之時 (林嵩然，2003；

戴友樁，2006)。 

    在 Listes 以及 Dekker(2005)的研究當中，將隨機規劃的概念實踐在產品復原模型

(product recovery network)的設計上。Listes 等人認為，不確定性是逆向物流的一大特色，

然而傳統的確定性模型，並未將現實環境中的不確定性因子考慮進去，即使採取了單一

或多變數的敏感度分析，也只是在模型建置完成之後才分析何者為影響結果的擾動因

子，而非事前規劃。此研究以回收、處理廢棄砂石時的網路架構為例，延伸前人的確定

性模型基礎，先規劃混合整數線性模型，再將模式中的不確定因子—廢棄沙石的供給量

改以隨機變數來描述，最後將問題一決策需求分為三階段處理，以隨機規劃方式求得使

利潤最大之最佳解。 

2.6.4.  穩健最佳化 

過去研究者常透過預測來描述不確定性，然而預測本身，可能因當初假設與現實之

出入而使預測結果不甚精確；此外，有些不確定因素也無法透過歷史資料來推估，改使

用情境來描述可視為一種替代方案。情境是由一系列的因素所組成，強調並非由機率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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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Rx∈

預測變數之數值，透過一連串描述，反映出現實環境的結構情形，適合分析不確定的未

來。 

穩健最佳化的目的在於找出對變動的不確定因子較不敏感的解。透過情境來描述問

題，結合目標規劃的概念，考量在一系列的情境之下產生較穩健的解，比隨機規劃更具

備優越性且更一般化。隨機規劃雖然考慮了事件的機率，但其只計算事件的期望值，忽

略了決策者的風險偏好。 

Mulvey 等人(1995)提出穩健最佳化之方法，其將原本的線性規劃(LP)加入多目標規

劃之概念形成穩健最佳化之方法。在其研究中，透過一系列情境(Scenario)之規劃來描述

不規則的變數，而非傳統的以點估計來描述隨機變數。作者指出，過去使用敏感度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來一致化「真實世界中的不確定性」與「數學模式過多假設」之間的

矛盾，檢視模式解答對於輸入參數變化之敏感度，來找出模式中的不確定因素，屬於後

最佳化分析(post-optimality)，意即在最佳解產生後才進行此分析。此種方法較為被動，

只考慮到不確定因素對於最佳解之事後影響程度。反之，穩健最佳化為主動考慮不確定

因素之作法，以情境為基礎(scenario-based)，結合目標規劃(goal programming)之概念來

描述現實生活中的不確定性。比起隨機規劃限制更少，具備其他優點。 

穩健最佳化之基礎架構如下：如果在每個情境下分別進行線性規劃的求解過程之

中，能找到一個最「接近」任何情境最佳解的解，則此一解定義為具備穩健(robust)特質，

稱為 Solution robust；此外，若此穩健解「幾乎」存在於每一個別情境的可行解區域裏

面，則稱作 Model robust。然而現實情況中，很難找到在所有情境之下都同時具備「最

佳化」又為「可行解」之結果，故必須在求得可行解與模型的穩健度之間取得平衡。 

如下，方程式(2-5)到(2-8)表示一整數規劃之模 型，為一個決策變數集合，

為模式中不會受到外界因素干擾的變數，而則為 會受不確定干擾的變數： 

(2-5) 

(2-6) 

(2-7) 

.0,
,
,

, 21

≥
=+
=

∈∈

+

yx
eCyBx
bAxtosuject

RyRx
ydxcMinimize

nn

TT

2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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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接著設置穩健化的模型，定義 { }S,3,2,1=Ω 表示情境 1~s 之集合， Ω∈s ，

{ }ssss eCBd ,,, 表示和情境相關的控制限制式，也就是方程式 (2-9)~(2-12)的係數，

{ }syyy ,,, 21 表示對應每一個情境下的變數，{ }szzz ,,, 21 表示每一情境下的誤差情

形，代表在情境 s 下每個控制限制所能容忍之不可行程度，假設每一種情境發生的機率

是 sp ，則所有情境發生機率總和 1
1

=∑ =

S

s sp 。原來線性規劃之下的目標值 ξ=+ ydxc TT

變成了一個隨機變數 s
T

s
T

s ydxc +=ξ ，並有不同的情境機率 sp ，則此隨機變數的平均

值是 ∑ Ω∈
=⋅

s ssp ξσ )( (機率乘上成本)，若決策者想考量最差情形，也就是成本最大的時

候，則考慮 ss
ξσ

Ω∈
=⋅ max)( ，並將之稱為總效用函數。至於 ( )szz ,,1ρ 則表示可行性的懲

罰函數，也就是用來懲罰在某些情境下違反限制式的成本，ω 代表目標規劃下的權重，

也就是衡量上述在求得可行解與模型的穩健度之間取得平衡之項目。不同學者亦發展出

不同的懲罰函式。 

 

     (2-9) 

      (2-10) 

      (2-11) 

      (2-12) 

 

Li 以及 Yu(2000)則改良了 Mulvey 等人的作法，發展出較前人更少的控制變數

(control variables)、更有效率的模式設計方法，並將應用於運籌領域方面，例如產酒的

生產配送系統，在市場需求不確定的情形之下求得最小成本的最適產量；航班問題，求

得最適合的班機配置。 

Butler 等人(2004)，將拉氏鬆弛法(Lagrangian Approach)結合穩健最佳化，確保對長

期規劃的穩定度，考慮系統中最大淨利，使用拉氏鬆弛法將單一情境與整體最佳解的偏

誤量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其定義表示情境 1~ω 之集合，為個別情境下的最佳解，

( ) ( )

.,0,0
,,

,
,,,,, 11

Ω∈≥≥
Ω∈=+

=
+

sallforyx
sallforeyCxB

bAxtosuject
zzyyxMinimize

s

sss

ss ρωσ

{ }ω,3,2,1=Ω

( )XYR ,ω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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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RO

tosu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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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函式為淨利的最大值： 

                                   (2-13) 

                            (2-14) 

 

Butler 等人運用此穩健配置方法，運用在新產品的運籌規劃模式上，決定出具備穩

健性值之設施配置考量；國內研究者林尚達(2007)則延伸此模式，建置具備穩健考量的

全球運籌配置模型，並加入可靠度、缺貨懲罰成本項目加以改良。 

此外，Realff(2001)等人針對地毯回收再處理系統的設計研究中，關於處於不確定下

的二手地毯回收數量及處理後再生原物料價格，此兩種變數分別設計各高、中、低，總

計九種情境，並採取穩健最佳化的方法尋求一穩健的最佳配置解，決定出在不同情境下

淨利皆表現良好的回收站、處理廠之地點、運輸模式等決策。 

在 Hong(2004)等人的研究當中，採取以情境設計為基礎的穩健最佳化模型來設計大

規模的電子廢棄物(e-scrap)回收再製造系統。此案例背景為美國喬治亞州之區域性電子

類產品回收網路，其活動包括收集、運輸、處理相關電子類廢棄產品，如使用過的電視

機、監視器、CPU 等，首先將關鍵的不確定性—個別產品之回收率(居民參與比率乘上

人口數)、監視器回收商之選擇、回收產品之再利用率，分別設定不同的對應情境，總

計 16 種，利用混合整數線性規劃模型(MILP)來設置第一階段符合個別情境的模式，求

得每個情境下的最大利潤最佳解之後，再於第二階段設計一最接近每一情境最佳解的穩

健架構解，最後找出最適合的回收站、處理廠配置方案。 

綜合以上所述，關於不確定性處理的幾種方式之比較如下表 2.3 所示，敏感度分析

容易使用、分析便利，然而其並未將不確定性因子考慮到模式當中；而隨機規劃雖具備

了描述不確定性因子之優點，也廣為被利用，但在現實生活當中，決策者難以找出適合

目標決策變數的機率密度函數來代表隨機變數，再加上逆物流活動尚無規律可循，更增

加尋找合適隨機變數的機率分配之難度，同時也無法完全反映真實環境的變動情形。然

而穩健最佳化透過誤差項、懲罰函數的控制，除了能夠將決策者個人的風險喜好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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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上，同時透過情境的設計，使得不確定性的描述更為精確，貼近現實環境，故本計

畫欲以節合情境為基礎的穩健最佳化來架構逆物流回收網路數量模式。  

表 2-4 處理不確定性方法之比較 

 敏感度分析 隨機規劃 穩健最佳化 

目的 找出輸入變數影

響最佳解的程度 
考量不確定因素發生的機

率 
提供穩健、對不確定因子低敏感

的產出解 

處理不確

定因素 
被動事後分析出

何為不確定因素 
主動考慮不確定因素 主動考慮不確定因素 

模式中不

確定因素 
無 以符合現實的機率分配函

數帶入模式 
由專家建議或考量現實情形設

計情境 

最佳解及

限制式滿

足 

無 必須滿足所有限制式 • 同時考量所有情境求得折衷

解  
• 使用誤差項、懲罰函數控制違

反限制程度 
• 允許無法滿足限制式  

特點 分析模式之中變

動哪些變數對產

出結果有所影響 

• 反映真實世界不確定

因素的變化  
• 對不確定因子來說，不

一定找的到適合的機

率分配函數  

• 反映真實世界中不確定因素

的變化  
• 反映決策者對風險的喜好  
• 利於長期規劃  
• 結合多目標規劃概念 
• 成本較高  

 

2.7. 預測法之探討 

本計畫架構中需要做兩項主要的預估，一是供應端的需求量預測(包含原物

料商及再製物料供應商)，其次是運輸業者的運輸量預測，而預測的品質則關係

到此模型的有效性。Gorden(1997)將預測方法分為三類、判斷法、時間序列與因

果法，各分類中使用的預測方法和模式特性彙整於表 2-5 所示。 

表 2-5 預測方法與特性彙整表 

模式型態 預測方法 模式特性 
判斷預測法(Judgmental) ‧ 德菲法(Delphi) 

‧ 模糊德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 貝氏法(Baysian) 

1. 歷史資料缺乏 
2. 消耗的時間成本和金

錢較高 
3. 要求快速的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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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序列預測法(Time 
Serials)  

‧ 簡單移動平均(Simple 
Averages) 

‧ 移動平均(Moving 
Averages) 

‧ 指數平滑(Exponential 
Smoothing) 

‧ 線性趨勢(Linear trend) 

1. 資料模式呈現平滑與

持續特性 
2. 資料模式呈現季節特

性 
3. 資料量可得且適足 
4. 環境穩定變化慢 
5. 過去發生事件會在未

來持續發生 
因果關係預測法

(Cause-and-effect) 
‧ 回歸分析(Regression) 
‧ 計量經濟分析

(Econometric) 
‧ 決策樹模型(Tree Model) 
‧ 輸入輸出分析(Input-out) 
‧ 類神經網路((Artificial 

Neural Networ) 
‧ 灰色系統理論分析(Grey 

System Theory) 

1. 資料模式出現凸點或

outliers 
2. 資料模式出現季節性 
3. 模式的自變數語音變

數有強而穩定關係 
4. 過去存在的因果關

係，未來將繼續存在 

由上表可知每類預測方法都有其限制和適用的情況，Makridakis 與

Wheelwright(1997)針對一般預測方法做了實證，發現沒有一致性的結果顯示哪

一類方法較其他預測方法好。而 Charles(2000)研究顯示，透過混合式的預測方

法，可以達到互補的效果，進而提升預測結果的精確度。Ozturkmen(2000)的分

析中也顯示，當預測對象的環境不確定性高時，單一預測方式會變得不精確，

在次狀況現，透過混和預測方法，其將預測劃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利用傳統

預測方法，第二階段再透過健全性檢測(Sanity checks)加入補充的環境因子給予

修正，使得針對此類高不確定性環境的預測效能相對提升。 

以下針對本計畫使用到的預測方法，包含模糊理論、多元迴歸分析預測及

演化策略法，做一說明。 

2.7.1. 模糊理論 

模糊理論在 1967 年由美國電子控制專家 L.A.Zadeh 提出，是將模糊概念量

化的表達工具，用來表示無法明確定義的模糊性概念。由於真實世界很多的決

策並非二值邏輯理論 (非 1,即 0)，當事件本身具有含糊概念時便無法解釋。Zadeh

透過模糊集合理論，將一事件利用「歸屬函數」描述之關聯程度，而模糊集合

可視為傳統集合的擴展，它取無限點的「歸屬函數」值來描述一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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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理論實際上是包含模糊集合、模糊關係(Fuzzy Relation)、模糊邏輯

(Fuzzy Logic)、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模糊量測(Fuzzy Measure)等理論統稱。

自 1974 年英國倫敦大學 Mamdani 教授首度成功的將模糊控制理論應用於蒸氣

引擎的鍋爐燃燒的操作上後，Fuzzy 理論已經成功地應用在各種領域之中。一

般模糊系統包括四個部分：1.模糊化（Fuzzifierion）、2.模糊規則庫（Fuzzy Rule 

Base）、3.推理引擎(Inference Engine)、4.解模糊化（Defuzzifierion），處理程序結

構如下圖所示。 

推理引擎模糊化

模糊規則庫

解模糊

受控系統

語意輸入

模糊變數

條件式

模糊變數

明確資訊輸出

模糊控制器

 
圖 2-13 模糊系統程序架構圖 

2.7.1.1.模糊化（Fuzzifierion） 

將受控系統傳入的狀態變數(State Variables)狀態，進行量化的工作，即是將輸入變

數的值轉換到對應域中。因為控制規則是以口語形式寫成，為了讓系統了解外部輸入的

變數以利判讀，透過歸屬函數的轉換，將輸入值映射至模糊集合空間中，通常連續性隸

屬函數有三角形函數、梯形函數、π 曲線形函數、S 函數與指數函數等。歸屬函數的取

得，是決定模糊系統的關鍵，目前並無一個較系統化的作法可輕易確認歸屬函數，因此

本計畫參考溫士城(2006)的研究建議，透過人工智慧的自我學習獲得(如 ANN,GA)法取

得歸屬函數效能較佳。 

2.7.1.2.模糊規則庫（Fuzzy Rule Base） 

模糊系統中主要包含規則庫與資料庫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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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糊規則庫：為控制器核心部份，主要提供決策判斷的準則，規則建立主

要來自於人類的經驗與智慧將它語意化，並以 if –then 的條列形式儲存，

設計的好壞影響到整個控制效果。通常規則產生的方式有下面幾種方法： 

(a) 直接轉換使用者經驗為模糊語言控制規則。 

(b) 以試誤法針對系統輸入與輸出的反應去歸納受控行為來進行設計。 

(c) 經由控制系統本身進行學習或修正控制規則(ANN, GA)。 

 資料庫：主要儲存必要的變數資料，使模糊控制器能判定輸入變數在模糊

集合的定義，也就是說資料庫中存放便是有關如何將明確集合的資料轉換

成模糊集合的數值，亦即轉換成隸屬函數。 

2.7.1.3.推理引擎(Inference Engine) 

 推理引擎是整個控制的決策中心，將模糊化後的變數搭配規則庫的條件式，透過推

論過程求得輸出值，主要常見的推理引擎為，以推論的合成規則為基礎的方法(直接法)，

其次是以真理值空間為媒介的方法(間接法)，還有高木管野的模糊推論法(特別法)。 

2.7.1.4. 解模糊化（Defuzzifierion） 

其功能為把推理引擎推算出模糊數轉換成適當的明確結果，再將得出的數字，映射

到適當的值域。解模糊化的分方式有許多種，根據留英龍(2000)整理得出常使用方式，

包含重心法、總和重心法、高度法、最大最小法、最大值平均法、第一最大值法與最大

面積重心法 

2.7.1.5. 小結 

本計畫所探討的是完整運籌下的 CTM 運輸量的預測模型，協同管理中常把實體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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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協同運輸活動考慮進去，造成相關資料不多且搜尋不易，在此環境條件下，推論規

則和歸屬函數的獲取將採用自我學習的方式獲得，而推論引擎與解模糊化方法，從合理

性、計算成本較低，及連續性上考量，本計畫中推論引擎選擇推論的合成規則為基礎的

方法(直接法)而解模糊化方法則採用重心法(Center of Area method)。 

2.7.2. 多元迴歸分析 

在市場的經濟活動中，當廠商作訂單預測時常會遇到某一現象的發展和變化取決於

數個影響因素，也就是一個因變數和幾個自變數有依存關係的情況。且有時幾個影響因

素主次難以區分，或者有的因素雖屬次要，但也不能略去其作用，則需要採用多元迴歸

分析預測法輔助決策。在一般的多元迴歸分析預測函數中，依其複雜性有一般線性回

歸、非線性回歸，為了操作方便，非線性回歸須轉換為線性，轉換後以半對數(Semi-log)

線性回歸和雙對數(Double-log)線性迴歸模型中為常見(參見表 2-6)。這些線性迴歸模型

定義如下： 

1. 一般多元線性回歸模式： ∑ ∗+= ii XY ββ0  

2. 半對數線性回歸模式： ∑ ∗+= ii XY ββ0ln  

3. 雙對數線性回歸模式： ∑∑ ∗+∗+= jjii XXY lnln 0 βββ  

其中 Xi,Xj 皆為獨立變數；β j為獨立變數之係數；Y 為回歸函數的應變變數 

表 2-6 因果預測函數型態 

作者 函數型態 
Venkatesh and Lakshman(1996) 雙對數線性 
Francis J. Mulhern et.(1998) 
Blatterg and Wisniewski(1989) 
Mulhern and Leone(1991) 
Bolton(1989) 
呂百舟(2000) 

半對數線性 

Jeong et.(2002) 一般線性回歸 

Venkatesh and Lakshman(1996)研究中認為銷售量函數以半對數方法表示並不太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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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為銷售量之獨立變數，並非全部都可用指數表示，統計模型中，對於質化因子(如

性別、已婚/未婚等)多以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1」或「0」來表示該特徵值的有無，

以指數來表示仍屬恰當。但對於像邊際效果之解釋(如價格彈性)在轉換半對數形式後，

會有過分高估之現象，使用雙對數線性形式可減輕這現象。 

本計畫中，主要針對訂單預測模型設計，其中包含許多指標性變數與一般性變數(如

庫存策略與訂單週期)，若用半對數線性函數並不恰當，易發生變數影響效果被低估或

高估之現象，故採用雙對數線性函數形式以減輕此現象。 

2.7.3. 演化策略法 

2.7.3.1.演化策略法之特色 

根據吳子逢(2003)的彙整了解，演化策略是一個有效的最佳化搜尋方法，它具

有下述的優點： 

1. 多點搜尋容易維持條件限制下合理的解； 

2. 變數為實數型有利於連續型變數問題直接設計； 

3. 容易加入啟發性 (heuristic) 知識； 

4. 有能力找到全域近似最佳解 (global near-optimum)；演化策略在每一迭代

中只有針對現有的解產生若干個突變運算，係採用高斯分布隨機產生再測

試 (generate and test) 的方法產生新解。 

演化策略(Evolutionary Strategy, ES)是於 1964 年德國人 Rechenberg 為了解決流體

力學中模型控制問題而發展出的方法。演化策略法基本上屬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領域中的一種，是模擬達爾文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

論(evolutionism)為基礎的最佳化模型。 

因為 GA 為主要演化式演算法的基本型，大部分演化式計算模型都是由 GA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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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延伸而來的，ES 與 GA 最大不同之處在於 ES 中個體的染色體是以實數所表現，

而非如遺傳演算法一般，以位元為基本單位，利用實數表示染色體可避免在合適度評

估時做數值轉換。 

最早的 ES 為隨機搜尋只有突變與選擇機制並不包含重組，稱為「１＋１演化策

略」( (1+1)-ES, 單成員的 ES，運算過程透過一個父代解經由突變機制(利用平均值為

0，標準差為 s)產生一個下一子代，接著透過適應函數比較父代與子代，在進行下代

演化)。隨後發展了族群式演化策略，((μ＋λ)演化策略 和(μ，λ)演化策略)，並加

入新的演化運算元－重組機制(recombination)，使控制演化的策略參數隨著各單元一

同演化。此兩種不同 ES 主要差異為(μ+λ)-ES, μ個父代產生λ的子代，且從這μ+

λ個解中挑選最佳的μ個為父，再進行下一代運算；而 (μ,λ)-ES, μ個父代中產生

λ>μ個子代後，並只考慮新產生的子代，選出最佳μ個做為父代，再進行下一代運

算)。ES 至此奠定雛型。 

一般演化策略的重要機制包含：編碼型式 (representation) 與適應函式(fitness 

function) 、重組 (recombination) 、突變 (mutation) 與選擇 (selection)，以下針對這

些機制作一概述。 

2.7.3.2.編碼與適應函式 

演化策略的應用多半在於連續函數問題的最佳解設計上，須先將問題編碼成

nRX ∈ 形 式 ， 其 中 n 為 問 題 變 數 個 數 ， 接 著 給 定 目 標 函 式  (object 

function) RRf n →:  ，且適應函式  (fitness function) Φ 原則與目標函式一致

( ) )(xfa =Φ ， 其中 x  為 a 組成之一，即 ),...,,,...,,( 2121 mnxxxa ααα= ， x 為變數α 為

策略參數，(α 是問題變數的標準差以作為突變機制的依據)α 個數 nm ≤≤1 。當在做

問題描述時必須定義清楚，之後我們才可以利用適應函式 Φ作為演化依據。 

 假設我們針對 n 個實數變數進行計問題為佳化設計，第一部主要是進行變數編碼

( )nxxxxx ,...,,, 321∈ ，接著給定目標函式 Rxf ∈)( ，接著設定策略參數α，最後組成適

應函式 ( )nnxxxx αααα ,...,,,,,...,,, 321321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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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3.重組(recombination) 

 當演化策略法為(μ+λ)-ES 和(μ,λ)-ES 會多出重組步驟與 GA 步驟中的交配相

同，主要是為了讓父代個體染色體互相交換有用的資訊，使子代染色體獲得更高的合

適度，以改善父代染色體。除了目標變數進行重組運算外，策略參數也可隨著各單元

一同演化。演化策略有許多種重組方式，一般可以分為離散型及中間產物型

(intermediate) ，運算方法如下所式： 

 離散型式 

從父代中集合中選取兩組解，p1{10,20,30,40,50}與 p2{12,24,28,44,48},接下透過

離散重組式{1,1,2,2,1}(選擇子代解變數繼承的對象，1 代表由 p1 選取 2 代表由 p2 選

取)，產出子代{10,20,28,44,50}，如下圖所示： 

 
圖 2-14 離散重組示意圖 

 中間產物型(intermediate) 

中間產物主要是利用加權平均的概念運算，如下圖中中間產物運算子

{0.4,0.3,0.6,0.6,.5}意味著新子代的各個變數的解是經由父代依比例產生；child 中的第一

個變數 11.2 即是 ( )4.01124.010 −×+× 計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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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中間產物形示意圖 

2.7.3.4.突變 

 在演化策略法中，若各子代來自於父母的基因組合時，染色體的內容即是問題的可

能解，可避免個體在合適度評估時做數值轉換，但只進行重組運算時無法產生差異度較

大的子代，容易陷入區域最佳解(local solution)中，透過突變機制可使目標變數達到最佳

化，策略參數也可透過突變獲得效率最高的演化參數。 

突變公式如下： 

( ) ( )( )1,01,0exp '' NNii ⋅+⋅⋅= ττσσ  σni ,...,3,2,1= ，
)1,0(.'' Nxx jjj σ+=  nj ,...,3,2,1=  

其中， iσ 為父代中第 i 個策略參數，
'
iσ 為子代中第 i 個策略參數，而 

jx
為父代中第 j 個目標變數，

'
jx
為子代中第 j 個目標變數 

1
2

−

= nτ 全域學習率(global learning rate),n=目標變數個數 

1' 2
−

= nτ 區域學習率(local learning rate),n=目標變數個數 

2.7.3.5. 選擇與終止 

選擇機制在演化策略中方式是決定論的 (deterministic) ，可以分為((μ＋λ)演化策

略 和(μ，λ)演化策略)，主要差異在主要分別在於(μ＋λ)ES 中，在於父代經過重組

與突變後產生λ個子代，之後再進行適性函數評估時，會將父代與子代(μ＋λ)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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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考慮選出μ個為下一代的父集合；(μ，λ)ES 則是在評估時只考慮λ個子代，之後選

出μ個為下一代的父代；演化流程如圖 2-16 所示。 

在正常運作下，要中止演化，通常有下列方式，視資料與問題複雜度設定之。常見

的方法有 1.直接設定演化代數；2.設定演化時間；3.設定每代合適性之差異程度，當差

異小到預設值時即停止。 

產生初代母體族群

由母體中挑選父代執行
重組運算，產生子代

進行子代突變

適應函數評估值選擇下
一世代父解

是否達到演
化終止條件

最佳解

否

是

 
圖 2-16 演化流程圖 

針對文獻探討確認的預測方法和程序，於下一章節依此建構本計畫針對完整運籌環

境下，需求方與實體運輸方協同運輸網絡配置模型進行建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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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式之建構 

3.1. 回收決策模型研究範圍 

本計畫的研究問題範圍分為二部分，首先是針對逆物流最適訂單接受量與處理量

模型的建立。如圖 3-1 所示，本計畫著眼於逆物流活動之中，具備多個退回商品處理

廠的逆物流服務業者，其關於退回商品的網路配送情形，並以專業逆物流服務商之角

度出發，探討其營運行為。目的為建構一個多時期、考慮多種退回商品的數量模式，

讓決策者能夠決定出，能產生最大利潤的最適合再生物料訂單接受量，以及每個回收

處理廠的當期最佳處理量。 

 
圖 3-1 模型一研究範圍 

此逆物流服務商之業務範疇，包括回收由消費者所使用完畢，產品生命週期已盡

的退回商品、以及將這些退回商品運送到處理廠、最後再將處理過後所生產的再生原

料，運送給對再生物料有需求的客戶，也就是一般企業。其業務流程如下：從圖 3-1

中最右邊的退回商品來源開始，退回商品來源可能是能夠讓消費者棄置使用過後商品

的回收點，或是拾荒業者等，逆物流服務商會將這些退回商品統一收集在鄰近區域的

中途集散處；退回商品經過運輸，先暫存於中途集散處，之後再運送至退回商品處理

廠，進行包括篩檢、修補、再製造等過程，當這些退回品經過處理廠整理過後，完全

沒有剩餘價值之廢棄物，便送至掩埋場棄置或是焚化，若是順利成為可再利用的再生

原料，則銷售給一般企業工廠，供企業加入到再製造流程當中；另一方面，也可將再



 
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之研究 

50 
 

生原料販賣至二手料市場。在此模型下規劃逆物流的實體網路架構，針對逆物流服務

商的營運活動，使其能決定某一期間的最佳「再生物料訂單接受量」及個別處理廠之

當期「最適處理量」，並能達到營運利潤最大的目標。 

3.1.1. 回收決策模型架構 

首先建置初步的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 LP)方法來架構模式，至於模式之

中所出現的不確定因素，諸如逆物流回收系統中，回收量的不確定性、退回商品在處

理時實際能產出再生原料的產出比率等，將運用以情境為基礎的穩健化架構來描述不

確定因子，求得接近真實世界情形的最適解，得到最適合逆物流服務商的營運配置。

如圖 3-2 所式。 

  單一情境下的 

線性規劃模式(LP) 

以情境為基礎的 

穩健最佳化 

(Robust Optimization)
 

圖 3-2 回收決策模型建立流程 

如同文獻探討所述，在處理不確定因素的隨機規劃當中，須將不確定因素以隨機

變數型態顯示，然而逆物流活動變化較大，決策者難以找出適合機率密度函數來代表

隨機變數。穩健最佳化透過誤差項、懲罰函數的控制，除了能夠將決策者個人的風險

喜好反映在模式上，透過情境設計，使不確定性描述更為精準，故本計畫欲以節合情

境為基礎的穩健最佳化來架構逆物流回收網路數量模式。 

如圖 3-3，模式的輸入資料為，逆物流營運架構的細部成本資料，包含運輸成本、

處理成本、固定成本…等，利潤資料則來自所販賣出實際在生物料訂單的收益，以及

回收系統中的補貼金額。其他輸入參數尚有退回商品回收數量、再生物料產出比率，

及一般企業對於再生物料的需求量。模式考量退回商品回收數量，以及處理過程之中

實際產出再生原料比率的不確定性，考慮此逆物流服務商的現有資源之後，輸出具有

最大營運利潤、適合此逆物流服務商的營運模式最佳解，決定出逆物流網路上節點與

節點之間的實際運輸數量，以及最後實際出貨給一般企業，或二手料市場的再生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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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以上所述亦即本計畫所稱再生物料訂單接單量。 

 

最適化模型

輸入 輸出

‧逆物流服務商利潤最大化‧成本資料

‧退回商品回收數量

‧一般企業再生物料
需求量

‧利潤資料 ‧再生物料訂單接單量

‧處理廠退回商品處理量

。從何回收點運送多少
退回商品至何處理廠

。從何處理廠運送多少
再生物料至何一般企業

處理

‧再生物料產出比率
‧營運組合方案 :  

 
圖 3-3 回收決策模型架構圖 

3.1.2. 回收決策模型基本假設 

在本計畫之中，針對模式有一些基礎假設，如下： 

一、本逆物流服務商的營運範圍包括，將退回商品運送至中途收集點、再運送至處

理廠進行處理，將無剩餘價值之廢棄物送至掩埋場、將再生物料運送至一般企

業處或是二手料市場。此服務商擁有的設施包括中途集散處、處理廠，且必須

負責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運輸活動。節點之間連線的運輸數量無上限，也未有運

輸延遲時間考量。 

二、由於退回商品來源收集點並非營運範圍，須付出部分購買退回商品之成本，但

可依據退回商品回收量向政府機構申報部分補貼金額。 

三、逆物流服務商可根據實際的廢棄物處理量再向政府機構申報處理費補貼金。 

四、由於一般企業多因法規考量才願意購買再生原料，故此模式中的輸入變數—一

般企業對再生物料的需求量，可能來自法令規定此企業須回收多少退回商品之

管制比率，或企業本身的策略考量。依據每個企業數量不同。 

五、企業因法律規定的回收率、以及對於未來製造新產品的考量，只會購買其所偏

好來自部分廠牌的再生原料。再生物料之價格因每間企業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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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扣除企業客戶所需的二手原料，其餘再生物料可販售至二手料市場，價格為當

期市價。 

七、對於退回商品拆解之考量，假設退回商品 BOM 為一階展開之架構，可拆解出

多種廠牌 1B ~ nB 的多種再生物料 1K ~ nK 。廠牌與再生物料為多對多的關係。如

圖 3-4，兩製造商廠牌 B1 及 B2 皆生產同一種零件，因此在處理廠拆解後，便

可得到不同品牌的再生物料 K1。 

  退回商品 

再生物料 2K  再生物料 3K再生物料 1K  再生物料 1−nK…… 

廠牌 1B  廠牌 2B  …… 

再生物料 nK

廠牌 nB  

 
圖 3-4 回收決策模型再生物料假設示意 

3.1.3.  回收決策模型符號說明 

    模式中包含數種集合符號，如利潤參數、成本參數、限制參數、決策變數皆如後

表所示。如下表 3-1 為代數集合表，其中 ,,,, TtKkBbIi ∈∈∈∈  

,, CcSs ∈∈ EePp ∈∈ , 。 

表 3-1 代數與集合表 

下標 說明 集合 說明 
i 退回商品種類 I 所有退回商品種類集合 
b 再生物料廠牌 B 所有再生物料廠牌集合 
k 再生物料種類 K 所有再生物料種類集合 
t 期間 T 所有期間集合 
s 退回商品來源 S 所有來源集合 
c 中途集散處 C 所有中途集散處集合 
p 退回商品處理廠 P 所有處理廠集合 
e 一般企業 E 所有一般企業集合 
l 掩埋場 L 所有掩埋場之集合 
m 二手料市場 M 所有二手料市場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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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利潤參數表 

參數 利潤參數 
E_pricetbke 第 t 期販售 b 牌再生原料 k 給一般企業 e 之價格 
M_pricetbkm

 第 t 期販售 b 牌再生原料 k 給二手料市場 m 之價格 
C_subsidyi 回收退回商品 i 所得到的補貼金額 
P_subsidyi 處理退回商品 i 所得到的補貼金額 

 

表 3-3 成本參數表 

參數 成本參數 
Dscsc

 退回商品來源 s 到鄰近區域中途集散處 c 距離 
Dcpcp 中途集散處 c 到處理廠 p 距離 
Dpepe 處理廠 p 到一般企業 e 距離 

Dpmpm
 處理廠 p 到二手料市場 m 距離 

Dplpl
 處理廠 p 到掩埋場 l 距離 

TCsctisc
 第 t 期運送退回商品 i 從來源 s 至中途集散處 c 之單位運輸成本 

TCcpticp 第 t 期運送退回商品 i 從中途集散處 c 至處理廠 p 之單位運輸成本 
TCpetbkpe 第 t 期運送 b 牌再生原料 k 從處理廠 p 至一般企業 e 之單位運輸成本

TCpmtbkpm
 第 t 期運送 b 牌再生原料 k 從處理廠 p 至二手料市場 m 

之單位運輸成本 

TCpltpl
 第 t 期運送廢棄物從處理廠 p 至掩埋場 l 之單位運輸成本 

OCti 第 t 期處理退回商品 i 之單位處理成本 
PCti 第 t 期向退回商品來源購買退回商品 i 之單位購買成本 
C_InvCosttic 第 t 期退回商品 i 在中途集散處 c 之儲存成本 
P_InvCosttkp

 第 t 期再生原料 k 於處理廠 p 之儲存成本 
C_FixCostc

 開設中途集散處 c 之固定成本 
P_FixCostp 開設處理廠 p 之固定成本 
Gtibk 第 t 期處理退回商品 i 產出 b 牌再生原料 k 之平均比率 
GLti 第 t 期處理退回商品 i 產生廢棄物之比率 

 

表 3-4 限制參數表 

參數 限制參數 
MaxQtis

 第 t 期每個退回商品來源 s 所能供應 i 之數量 
E_Demandtbke 第 t 期一般企業 e 對 b 牌再生原料 k 之需求 
M_Demandtbkm

 第 t 期二手料市場 m 對於 b 牌再生原料 k 之需求 
C_ULimittic 第 t 期中途集散處 c 所能容納產品 i 之上限 
P_ULimittip 第 t 期處理廠 p 所能處理退回商品 i 之上限 
P_LLimittip

 第 t 期法令規定處理廠 p 所需處理退回商品 i 之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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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_ULimittkp 第 t 期處理廠 p 所能容納再生原料 k 之上限 
Qpltpl

 第 t 期從處理廠 p 運送廢棄物至掩埋場 l 之數量 
C_INCtic

 第 t 期末在中途集散處 c 之退回商品 i 庫存量 
P_INVtbkp

 
第 t 期末在處理廠 p 之 b 牌再生原料 k 之庫存量 

Qptip 第 t 期在處理廠 p 所處理退回商品 i 之數量 
Qbktbkp 第 t 期在處理廠 p 由退回商品 i 產生 b 牌退回商品 k 之數量 

 

表 3-5 決策變數表 

參數 決策變數 
QSCtisc

 第 t 期從來源 s 運送退回商品 i 到鄰近中途集散處 c 之數量 
QCPticp 第 t 期從中途集散處 c 運送退回商品 i 到處理廠 p 之數量 
QPEtbkpe 第 t 期從處理廠 p 運送 b 牌再生原料 k 到一般企業 e 之數量 
QPMtbkpm

 
第 t 期從處理廠 p 運送 b 牌再生原料 k 到二手料市場 m 之數量 

 
表 3-6 情境參數表 

參數 情境參數 
ω 情境變數  
Probabilityω 每個情境所發生的機率 
Netprofitω 穩健架構中符合某情境的最佳解 
OptimalProfitω 單一情境模式中，所得到的最佳解 
αω 穩健偏差項 
K 

懲罰項容忍值範圍 
 

3.1.4. 回收決策模型說明 

本模式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是單一情境的最佳解線性規劃模式，亦即在某一特

定情境之下的逆物流網路模式。 

一、目標式 

    以最大利潤為目標，扣除運輸成本、收購退回商品成本、處理成本、儲存成 

本、固定成本。如算式 3-1-1： 

Max Profit = Revenue-Transportation Cost-Purchase Cost  
        -Processing Cost-Storage Cost-Fixed Cost             (3-1-1) 

接下來針對成本、利潤組成結構進行說明，首先說明利潤來源，對於一個逆物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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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者來說，其營運成本來源可能有，因環保政策得到的政府法令補貼，包括回收

補貼以及處理補貼；銷售經拆解、處理過後的再生物料給一般企業工廠之利潤。故利

潤(算式 3-1-1 中 Revenue)等於實際販賣再生物料所得，加上補貼金額。本計畫補貼金

額參照國內環保署公布之應回收產品補貼費率公告，將補貼金分為兩種，回收、處理

兩種動作可各得到不同的補貼金額。如下列算式 3-1-2，販賣再生物料利潤為企業所

給予之單位價格乘上實際訂單接受量。而回收補貼為 M1i，處理補貼為 M2i，總補貼

金額為以上兩者分別乘以實際回收及處理廠中處理的退回商品數量。 

Revenue= 

 

 

(3-1-2) 

至於成本組成方面，無論是將原料運送至中途集散處，或是將回收之退回商品送

至處理廠，將處理廠拆解再製之再生原料銷售給企業客戶或二手料市場，將處理廠產

生之廢棄物送到掩埋場，皆會產生運輸成本。故總運輸成本(算式3-1-1中Transportation 

Cost)等於每節點之間的階段運輸成本乘上節點之間的距離再乘上實際的運送數量，考

慮到運輸成本可能隨時間變化，決策者可輸入不同時期的單位成本變數。如算式

(3-1-3)。 

Transportation Cost= 

( ) ( )

( )

( ) ( )∑∑∑∑∑∑∑∑

∑∑∑∑∑

∑∑∑∑∑∑∑∑

××+××

+××

+××+××

t p l
tplpltpltbkpmpmtbkpm

t b k p m

t b k p
tbkpepetbkpe

e

t i c p
ticpcpticp

t i s c
tiscsctisc

QPLDplTCplQPMDpmTCpm

QPEDpeTCpe

QCPDcpTCcpQSCDscTCsc

(3-1-3) 

    由於本計畫當中，退回商品來源並非自營據點，故必須向這些來源點來源價購退回

商品，而單位價購成本即為單位購買成本 PCti，總購買成本為單位購買成本乘上實際運

輸量。如算式 3-1-4。 

Purchase cost = tisc
t i s c

ti QSCPC ×∑∑∑∑                                       (3-1-4) 

    處理廠在處理退回商品時會產生處理成本，故總處理成本為，每個處理廠當中，每

∑∑∑∑∑∑∑

∑∑∑∑∑∑∑∑∑∑
×+×

+×+×

t i p
itip

t i s c
itisc

tbkmtbkpm
t b k p m

tbkpetbkpe
t b k p e

subsidyPQpsubsidyCQSC

priceMQPMpriceEQPE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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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退回商品之單位處理成本乘上實際處理量之總和，如算式 3-1-5： 

Processing cost=∑∑∑ ×
t i p

tipti QPOC
                                   

(3-1-5)
 

                   

    在中途集散點當中，由來源所配送之退回商品數量加上當期原有期初存貨，扣除本

期配送到處理廠的數量，即為中途集散處的當期退回商品存貨，如算式 3-1-6 中的

ticINVC _ ，再乘上單位儲存成本，即為中途集散處的儲存成本。 

同理，處理廠的儲存成本為當期再生物料存貨數量乘上單位儲存成本。不同廠牌之

再生物料儲存成本並無差異。 

Storage cost= 

tbkptkp
t b k pt i c

tictic INVPInvCostPINVCInvCostC ____ ×+× ∑∑∑∑∑∑∑   (3-1-6) 

    而無論是開設中途集散處或是處理廠，皆會產生固定廠房開設成本。總固定成本所

有設施的固定成本相加。 

Fixed cost= p
p

c
c

FixCostPFixCostC __ ∑∑ +                                 (3-1-7) 

二、限制式     

    每個退回商品來源皆有其供應量的上限，如算式 3-1-8，每時期由來源運送到中途

集散處的退回商品運輸量皆小於供應上限。 

csitMaxQQSC tistisc ,,,∀≤                                                 (3-1-8) 

 
圖 3-5 回收決策模型退回商品處理流程 

    本計畫為多時期的運輸網路規劃架構，在每時期的一個中途集散處當中，某特定

退回商品之當期期初存貨，加上當期來自鄰近回收來源的退回商品數量，再扣除期中

配送出去的當期配送量，即為本期期末存貨，同時為下一期的期初存貨。由於在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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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處的退回商品不一定要全部配送，故所有退回商品的期初儲存量加上流入流量會

小於等於所有中途集散處到處理廠的流量總和。 

如算式 3-1-9， ticINVC _ 為本期期末存貨。 

citQCPQSCINVCINVC
p

ticp
s

tisccittic ,,__ ),,1( ∀−+= ∑∑−

 

    而每期期中的期初存貨加上來自不同回收來源之退回商品數量，須小於每個中途集

散處的存貨容量限制，如算式 3-1-10。 

citULimitCINVCQSC ic
s

icttisc ,,__ ,1 ∀≤+∑ −  

    而在一個多時期的運輸網路規劃架構之下，每時期每個處理廠對某退回商品的最適

處理量，即為來自不同中途集散處的退回商品總合，也就是所有送到處理廠的退回商品

都會在當期被處理。如算式 3-1-11。 

pitQCPQp
c

ticptip ,,∀×=∑
  

    如同上一章假設所描述，在處理廠當中，一個退回商品能夠拆解出多種廠牌、多種

類的再生物料。如算式 3-1-12，其中 Gtibk 代表了某時期中，某項特定的退回商品(i)能拆

解出再生物料項目(k)，且此項目為廠牌(b)的平均再利用產出比率，也就是產生能再被

利用再生物料之比率。如 Gtibk大於 1，代表此退回商品中擁有一個以上的此種零件。 

pkbtGQpQbk tibk
i

tiptbkp ,,,∀×=∑
 

    而如同算式 3-1-13，參數 GLti 代表了某時期中某項特定的退回商品(i)，會產生無法

再利用廢棄物之平均產出比率。Qpltpl為加總不同處理廠須運往掩埋場的廢棄物數量總

合。 

lptGQpQpl tpl
i

tip
p

tpl ,,∀×=∑∑  

    每個處理廠對於每種退回商品，皆有其處理能力之上限。處理量下限則來自於法律

對於逆物流服務商的營運規定。如算式 3-1-14、3-1-15： 

pitQpLLimitP tipip ,,_ ∀≤  

(3-1-9) 

(3-1-11)

(3-1-12) 

(3-1-13)

(3-1-10)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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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ULimitPQp iptip ,,_ ∀≤  

    在每時期的每個處理廠當中，某特定廠牌之某項目再生物料當期期初存貨，加上當

期拆解之再生物料數量，再扣除期中分別販售給一般企業及二手料市場的當期販售量，

即為本期期末存貨，同時為下一期的期初存貨。由於在處理廠的再生物料不一定要全部

販售，故所有的期初在生物料庫存量加上當期拆解量會小於等於處理廠販售給所以一般

企業及二手料市場的流出流量總和。如算式 3-1-16， tbkpINVP _
為本期再生物料期末存

貨。 

pkbtQPMQPEQbkINVPINVP
m

tbkpm
e

tbkpetbkppbkttbkp ,,,)(__ ),,1( ∀+−+= ∑∑−

 

    而每期期中的的期初存貨加上本期所拆解之再生物料數量，須小於每個處理廠的存

貨容量限制，如算式 3-1-17。 

pktULimitKINVPQbk kpbkpt
b

tbkp
b

,,__ ,1 ∀≤+ −∑∑  

    每個一般企業對於再生物料有其特定的需求數量，可能因為法律規定企業所需回收

數量或是企業其他考量。如同上一章假設所述，企業可能只會購買某特定廠牌的零件，

若企業不需要某廠牌之再生物料，其需求即為 0。而此逆物流服務商所販售之再生物料

數量，可不必完全滿足、但須小於一般企業對此再生物料的需求上限，如算式 3-1-18。 

∑ ∀≤
p

tbketbkpe ekbtDemandEQPE ,,,_  

    同理，販售給二手物料市場的數量也必須小於其需求上限。如算式 3-1-19。 

∑ ∀≤
p

tbkmtbkp mkbtDemandMQPM ,,,_  

    接下來第二部分為多情境穩健最佳化模式，參照 Butler 等人(2004)之穩健最佳化模

式，將模式中所包含之不確定性因子，包括回收量的不確定、產品產出再生原料比率的

不確定性等，將其透過情境的方式來呈現，每一個情境有特定的參數數據、發生機率。 

    在 Butler 的模式當中，將每個不確定因素，設定一組情境變數，每個情境 Ω∉ω ，

其目的在於求取一組在不同情境下皆表現良好的穩健解，透過懲罰項λ以及穩健偏差 αω

(3-1-15)

(3-1-16) 

(3-1-17) 

(3-1-18) 

(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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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穩健最佳化。λ 代表偏離個別情境淨利的懲罰金額，而穩健偏差 αω 則控制單一情

境下最佳淨利與穩健淨利在此情境之差距程度。 

( )( ){ }

( )
ω

ω

ωωω

ω
ωωωω

α

λαρ

≤
−

−∑
Ω∈

*

* ,

,

O
XYROtosuject

XYRMaximize

 

Butler 等人將每個情境在單一情境下的最佳淨利，做為參數帶入穩健最佳化限制式

中，計算出與情境在穩健模式當中的穩健淨利 O*
ω之差距，即為穩健偏差 (算式 3-1-21)。

而目標式為單一情境的最佳淨利 Rω ( Yω , X)減掉懲罰值，即λ乘上穩健偏差 αω，再乘上

每個情境的機率 ρω，並求取累積總和的最大值(算式 3-1-20) ，此種情形下所求出之最佳

解為最接近每各別情境最佳淨利的整體穩健淨利。 

在林尚達(2007)的研究當中，其認為決策者可能難以決定懲罰值 λ 之大小，故給定

一穩定偏差容忍值 K，用以控制平均穩健偏差之容忍範圍。本計畫參考此做法，多情境

穩健最佳化模式之目標式為，穩健解在單一情境中的淨利 NetProfitω乘上每情境之機率

Probabilityω加總(算式 3-1-22)。 

ωω
ω

obabilityofitNetMaximize PrPr ×∑
 

    至於個別情境下的穩健淨利，即為個別情境下的利潤扣掉成本。 

NetProfit(ω) = Revenue(ω)-Transportation Cost(ω)-Purchase Cost(ω)                          
-Processing Cost(ω)-Storage Cost()-Fixed Cost(ω)   

              (3-1-23) 

Revenue(ω )=  

∑∑∑∑∑∑∑∑∑

∑∑∑∑∑∑

∑∑∑∑∑∑

×+×

+×

+×

t i p
itip

t i s c
itisc

tbkmtbkpm
t b k p m

tbkpetbkpe
t b k p e

subsidyPQpsubsidyCQSC

priceMQPM

priceEQPE

ωω
ω

ω
ω

ωω
ω

ωω
ω

ω __

_

_

                             

(3-1-24) 

Transportation Cost(ω )= 

(3-1-21) 

(3-1-22)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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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Purchase cost(ω ) = ωω
ω

tisc
t i s c

ti QSCPC ×∑∑∑∑∑
                            

 

Processing cost(ω )= ωω
ω

tip
t i p

ti QpOC ×∑∑∑∑                                  

Storage cost(ω )=  

ωω
ω

ω
ωω

tbkptkp
t b k p

t i c
tictic

INVPInvCostP

INVCInvCostC

__

__

×

+×

∑∑∑∑∑

∑∑∑∑
                  

Fixed cost(ω )=  

ω
ω

ω
ω

p
p

c
c

FixCostPFixCostC __ ∑∑∑∑ +                                     

    透過單一情境模式計算出個別情境的最佳淨利解，將其作為參數帶入至多情境模式

求得穩健解(算式 3-1-30)，並將此偏差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算式 3-1-31)。 

ωαω
ω

ωω ∀=
−

ofitOptimal
ofitNetofitOptimal

Pr
PrPr

 

 

    其餘限制式皆同於第一階段的最佳情境模式，不同的是加入了情境變數 ω，亦即決

策者可任意按照現實可能會發生的不確定因素來設置情境，產生不同情境之下的成本結

構、限制式。 

ωωω ,,,, csitMaxQQSC tistisc ∀≤                                     

ωωωωω ,,,__ ),,,1( citQCPQSCINVCINVC
p

ticp
s

tisccittic ∀−+= ∑∑−

 

ωωωω ,,,__ ),,,1( citULimitCINVCQSC ic
s

cittisc ∀≤+∑ −

 

(3-1-30) 

ωαωω
ω

∀≤×∑ KobabilityPr (3-1-31)

(3-1-26)

(3-1-27)

(3-1-28) 

(3-1-29) 

(3-1-32)

(3-1-33)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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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

(3-1-36)

(3-1-37) 

(3-38) 

(3-1-39) 

(3-1-40)

(3-1-41)

(3-1-42)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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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 

3.2.1.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研究範圍 

其次是針對在第一部分回收商回收處理量決定好的狀況下，建置新品供應商、回收

商與運輸服務供應商業者三方，透過協同作業建立運輸管理模式(如圖 3-6)，圖中協同

運輸管理(CTM)發生點是在回收中心與外部供應商與製造商之間，物料外部供應商與回

收中心之間，需要有備料時間、滿足環保法令規定使用回收品要求與庫存成本壓力，所

以相互透過協同預測活動，預測製造商(即需求方)物料需求量，以提高服務水準及降低

庫存成本。當供應量預測完成後，即需實體運輸服務供應商來做實體物料的運送，才能

完成供應循環，建立完整運籌模式。 

物料外部供應商

回收中心 製造商

運輸服務供應商
(處理原物量與回
收品再生品)

零售商

運輸服務供應商
(處理原物量與回
收品再生品)

協商後產
品供應量

協商後產
品回收量

協商後零件
供應量

協商後產
品供應量

需求預測

CTM

 
圖 3-6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研究範圍示意圖 

而從文獻探討了解，在此類需求的 CTM 程序中，若要獲得每一週期運輸量預測，

除先需獲取客戶需求單的預測資料，再透過妥善的運輸量決策方法，才能獲得 CTM 模

式下高效益的運輸量預測結果。因為運輸預測強調短期預測與考量事件資訊，屬於利用

混合式的預測模型適合處理的問題。因此，本計畫預測模型架構如所示，將訂單預測內

容與操作分為以下操作步驟來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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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料
外部供應商

回收中心

CTM
客戶需求單預測

多元迴歸模型

獨立變數

獨立變數篩選方式

本研究運輸量
決策模型 資料庫

演化策略法

CTM
運輸量預測結果

運輸量預測階段

 
圖 3-7 協同運輸規劃預測模型建置圖 

1. 定義多元迴歸獨立變數：主要考慮回收中心、物料外部供應商與運輸服務供應商三

者之間影響相互關係的獨立變數為主，目的在強調運輸服務供應商、物料外部供應

商與回收中心在 CTM 機制下，將彼此之間的服務水準、訂單能力以及運輸物流能力

等資訊分享，將事件發生因子納入分析模型獨立變數探討，以便修正相關不確定因

素。研究中變數選擇方式透過文獻探討方式，找出協同運輸模式下的運輸量規畫影

響因素，並考慮外在事件影響因素如訂單週期、再製物料使用規定、運輸路徑規畫

策略等事件，結合供應鏈績效影響因子發展初步多元迴歸預測模型。 

2. 計算獨立變數：研究中多元迴歸預測模型中之變數中幾乎都可由雙方現存單據資訊

直接獲得，但新物料與再生物料兩者之總訂購量變數，須經由文獻探討相關因子與

限制透過模糊控制理論，同時考慮製造工廠、回收再製廠與物料供應商之能力因素

與並搭配產能與時間上的限制，反映生產狀況，求出在未來預測週期中的物料(新製

與再製)訂購量。 

3. 演化策略法反映短期運輸量預估單特性：將迴歸模型獨立變數之值在最後階段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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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策略法進行自我調整，以求得回歸參數最佳解。主要是反應不同時間事件對於

運輸量預測量解釋程度不同的需要，改善模型預測績效並建構出一套完整運籌模式

下的運輸量預測方法論，使本模式提供進一步的管理意涵，最後提出研究結論與後

續研究建議。 

因此本計畫所提出的模型主要是以多元迴歸為基礎，分析過程中須先計算出迴歸模

型中各獨立變數的係數一次，後續預測上不再需要再針對各係數重新計算，而是透過演

化策略訓練調整以反映對各變數需求的變動性。應用時即輸入迴歸模型所需要的變數

值，透過演化策略的動態調整係數即可完成運輸量預測。 

3.2.2. 協同運輸規劃混合預測整體模式架構 

物料供應方與運輸服務方，在執行協同運輸規劃時預測方法的準確與否，對於雙方

參與意願影響很大，預測結果愈精準所能節省的成本相對提高。因此對於運輸業者的服

務水準控制，以及供貨需求水準有重大的影響。此外，因為環保法令要求，物料供應方

需多了回收商的再製物料，使得協同運輸協商時，因為後者的變動性較大，相對使得運

輸成本又多了環保法令成本。許多企業進行短期預測時，為了降低預測成本，通常採用

經驗法，或者是時間序列-指數平滑法，透過歷史資訊取得下一週期運輸量預測。 

然而在需求快速變動、物料多樣性及回收商備品的前置時間、數量與品質的高度不

確定性情況下，對於傳統預測模型，已經不能滿足現今環境的需求。故本計畫希望結合

生產活動狀況，利用歷史資料與運輸服務管理等相關知識重新建立運輸量預測模式，並

利用混合式演算法建構出最佳預測模型參數解，提出一個考慮完整運籌模式下的協同運

輸服務需求與網絡配置關係預測方法。 

研究中提出之協同運輸服務需求單預測模型包含三個階段：(1) 經濟計量模型─多

元迴歸模型；(2) 傳統經濟訂購量之變形；(3) 演化策略法-迴歸模型參數之訓練。有系

統與結構的融合上述學者之研究，將訂單量的各種影響因子結合於預測模型中，本計畫

提出之混合預測模型架構圖 3-8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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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中心
•回收庫存
•存貨策略
•產能限制
•回收品資訊
•前置時間
•處理費用
•例外狀況應變措施

CTM Step 3 
訂單預測

運輸服務供應商
•運載量
•運輸價格
•配送範圍
•準時交貨
•配送作業符合規範
•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

物料外部供應商
•產能
•物價
•在手庫存量
•例外狀況應變措施

CTM Step 4 
訂單預測
例外狀況

本研究協同運輸量預測模型操作步驟

1.選擇多元迴歸模型獨立變數

2.計算物料(新品,再製品)訂購總量
(即運輸服務量計算)

3.計算多元迴歸模型各獨立變數係數

4.演化策略法

CTM Step 9 
運輸服務量預測

CTM Step 10
運輸服務量預測
例外狀況

 
圖 3-8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流程圖 

由研究流程可知，混合預測模型中各程序所需達到的目的皆不相同，各階段主要解

決的問題於下列本章各段落中，有其詳細流程說明。主要確立階段內容之問題研究模式

與基本假設，描繪出各階段輸入與產出，並清楚說明各階段對於運輸量預測的解釋能力。 

3.2.2.1. 步驟一 多元迴歸模型變數建立： 

  建立多元迴歸模型預測方法，首先工作為確立模型中各變數的產生。研究中主要提

供物料來源有向原物料外部供應廠商直接取得，另由回收中心獲得再生物料。因此模型

中的獨立變數，以考慮運輸服務供應商與物料外部供應商以及回收中心協同活動為主。

強調運輸服務供應商與物料供應商(原物料與再生物料)在 CTM 架構下，彼此之間的存

貨水準、產能限制、前置時間、訂單處理能力、運輸能力、突發狀況處理能力及貨物狀

況保全良好能力…等，納入事件發生因子加以探討，修正來自於外界不確定因素影響，

以符合實際企業經營活動。藉由定義各項運輸量預測量之獨立變數，可使供應鏈上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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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決策者了解，所列事件如何影響運輸成本與網絡配置情況，並做出適當修正。 

在預測模型中考量的變數越多則涵蓋的資訊也越多，其預測結果也會越準確，但相

對變數資訊愈多，蒐集與處理上預測成本越高，且變數的邊際績效貢獻度也會隨著個數

的增加而遞減。因此在可容忍預測成本下所確立出的變數與個數，必須擁有高度代表

性，可靠性與公認性。此部分研究模型主要透過文獻探討，整理運輸預測量資料與特性，

歸納預測所具備之輸入參數，選擇一般常見重要因子。 

經由文獻探討整理出 CTM 程序中幾個影響運輸量及物料供應者配置之預測因子，

各因子說明如下： 

1. 訂單預測：在 VICS 訂定的 CTM 步驟下(VICS, 2004)，訂單預測階段為運輸量預測

主要考量因素之一。由於本計畫運輸量預測階段主要是針對物料供給方進行調查根

據市場的未來需求性、歷史資料、運輸服務規劃等，提出下一周期市場預測需求量。

運輸量預測階段則是在收到市場需求轉為實際訂單時考量依據，其結果好壞會影響

供給面水準，因此當企業中有良好的訂單預測時再搭配其他相關因素，有利於雙方

在委託運輸訂單上的承諾，降低供給方以及運輸服務業者的彼此的運輸成本，因此

訂單預測是 CTM 運輸量預測中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 

2. 歷史委託運輸服務訂單：歷史資料利用時間序列方式可以提供未來可能的訂單的平

滑性與趨勢性，將時間序列求得知結果加入多元迴歸模型獨立變數中，可以提供模

型中運輸服務訂單解釋因素。 

3. 供應商(新品與再製品)庫存持有成本：CTM 為供需雙方資訊互通狀況下，以求降低

雙方成本，提升獲利可能性。因此供應商的庫存持有成本將影響雙方彼此訂單承諾

的可靠性。 

4. 前置時間：前置時間依 Luhtala（1994）研究主要分為資訊傳遞前置時間、生產前置

時間、訂單前置時間、運送前置時間及等待閒置時間，一般製造業資訊傳遞及設置

前置時間佔 2%、生產前置時間佔 20%、運送前置時間佔 24%，而其餘 54%則為等

待閒置時間，前置時間越長，訂單的變異性相對增加。因此運輸服務需求在前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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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不穩定的狀態下，會因此影響供給之間的穩定水準，而降低運輸服務水準或訂單

的變動。 

5. 安全庫存：安全庫存是為了增加其應變能力而設置，供應商採用不同的安全存貨水

準，會促使訂單量的顯著改變（陳寬茂,2005）。 

6. 在手庫存量：真正在倉庫裡，可隨時取用之庫存，再手庫存的多寡，是最直接影響

到訂單的需求量（VICS, 2004）（陳寬茂,2005）。 

7. 訂單週期：訂單週期的不固定會易造成運輸服務供應商對於供需的反映的落差，進

而影響供應方在供貨需求的穩定性（VICS, 2004）。 

8. 運輸在途量：已完成運輸訂購，但尚未運抵客戶端或未收完的取貨數量。尚未抵達

前，並不能實際拿來使用或者是販賣，因為它可能有時間延遲或者是在運送過程中

可能發生貨物丟失等，造成實際販賣或可用物料不確定影響生產進度（VICS, 2004）。 

9. 配送範圍與路徑規劃策略：配送範圍會影響運輸服務業者承接意願，同時也會影響

路徑規劃策略。路徑規劃主要確定能否在合理時間內完成運輸服務需求方訂單的取

貨作業，增快物品流通速度並避免不必要的儲存成本，確保服務品質，將直接影響

物流服務供應商的經營成本與顧客滿意度(許秀麗, 2008)。 

10.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運輸服務業者對於突發狀況(如天災或是車禍等)或客戶臨時性服

務需求發生時，運輸車隊機動應變調度能力不強，無法即時滿足客戶需求，因此可

能影響客戶長期合作意願(許秀麗, 2008)。 

11. 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運輸服務業者對於需特殊保存物品，如對溫度敏感物品或

易碎物品等，保全貨物狀況良好的能力將會影響運輸服務訂單委託的意願(許秀麗, 

2008)。 

12. 法令規定再製物料使用比率：由於法定環保要求，規定使用再製品比率，會影響訂

單預測，同時也會影響到運輸成本的控制(吳三裕，2007)。 

本計畫是針對考慮完整運籌模式下的運輸服務量與供應商配置訂單之預測，因此從

上述提出的十二個獨立變數指標中，將其中的物料訂單預測、在手庫存量與法令規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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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物料使用比率，運算成新的結果為新物料訂購水準與最佳再製物料訂購水準。如此，

更能符合由於短期資料所呈現的複雜變異性等問題，解釋傳統中無法考慮到完整運籌活

動下的實際生產活動情形。 

所以本計畫所提出的模型變數為下列十點：新物料總訂購量、再製物料總訂購量、

庫存持有成本、前置時間、安全庫存、訂單週期、運輸在途量、配送範圍與路徑規劃策

略、突發狀況處理能力與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本計畫中將會針對各參數進行短期演

化，且其演化的績效適應式採用 MAPE 方式，以加權比重方式，考慮各時間預測與實際

量之影響，因此第二點時間序列模型因子則剔除。 

黃蘭楨（2004）研究中指出，訂單預測迴歸模型中一般變數與虛擬變數同時存在，

各解釋變數數值差異甚大，若使用一般多元迴歸線性模型或半對數線性迴歸模型，容易

使影響因素之效果被高估或低估，因此本計畫則採用雙對數線性迴歸模型以避免發生前

述問題。 

本計畫採用 Matlab 統計軟體分析運輸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訂單資料，並針對

模型解釋性、顯著性與解釋變數間共變異性作分析，以求出多元迴歸模型參數解，作為

演化策略法之初始參數解，以求得短期最佳化參數解。 

本計畫運輸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方法之多元迴歸模型獨立變數如下所示 

εβ
ββββ

ββββββ

+
++++

++++++=

)(
)(Re)()(log)(

)(log)()()(log)(log)(log

10

9876

543210

tgyPathStrate
ttypositAbilitontrolExceptionCtOnordertOrderCycle

tSafeStocktLeadtimetSupHCtTRQtTNQty

(3-1) 
)(log ty  = 第 t 期運輸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量變數 

)(log tTNQ  = 新物料訂購總量變數 
)(log tTRQ  = 再製物料訂購總量變數 

)(log tSupHC  =庫存持有成本變數 
)(tLeadtime  = 前置時間變數（單位為週） 

)(log tSafeStock  = 安全庫存量變數 
)(tOrderCycle  = 訂單週期變數（單位為週） 
)(log tOnorder  = 運輸在途量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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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rol(t)ExceptionC  =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分為 3-優、2-普通與 1-差三級 
lity(t)RepositAbi  = 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分為 3-優、2-普通與 1-差三級 

)(tgyPathStrate  = 配送範圍與路徑規劃策略分為三種：1 表單站最大取貨量優先法

策略；2 表運輸成本最小法策略；3 表隨機法策略。 

3.2.2.2. 步驟二 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即運輸服務量計算)： 

由文獻探討發現，預測的成本效益、模型解釋性與可理解性、預測技術熟悉度與方

便性在混合預測模型組合時，會影響企業採取何種預測方法的決策。而本計畫是考慮完

整運籌模式下，供應方(包含新品與再製品)與運輸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協同預測。決定新

物料總訂購量與再製物料總訂購量時，同時考量運輸在途成本、運輸業者突發狀況處理

能力與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配送範圍等因素，組合成兩類物料總訂購量，於本步驟對

此二變數形成方法之定義、範圍與演算做詳細介紹，決定供應商數量後，即同時決定了

每一週期運輸服務需求量與服務需求方為何新品供應商或再製品供應商，也就決定了運

輸網絡的配置狀況。 

首先本步驟是參考之前研究之方法加以延伸而成(溫士城，2006)，由於生產活動中

引進再製造活動時，存貨管理將由傳統單一階層轉變成兩階層存貨管理。在二階段存貨

中，由於本計畫主要探討運輸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所以為單純化物料存貨策略

的影響，因此可復原存貨策略採取，再製物料備料量與新物料間採取固定比率方式，而

此比率則符合法令規。因此在滿足短期需求前提下，使當週期存貨管理成本最小化，且

可避免法令對於回收量不足的懲罰。另外，針對上述的問題相關的範圍定義與分析架構

等，於後續各小節內詳細說明。 

1.範圍與架構 

此步驟主要解決當製造商面臨物料短缺(即需求產生)時，其主要供貨來源(1)物料供

應商直接訂購新物量，(2)回收製造中心與(3)外購再製品供應商獲得再製物料，將(4)運

輸服務商提供服務水準一併考量，以決定滿足製造商需求量的總訂購量。其外購再製品

供應商採購原則只有當供應鏈體制內本身無法滿足需求時，經由成本比較後才行例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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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策略。製造商存貨策略皆採用連續盤存制(s, Q)(即當零件存貨量低於 s 時即訂購 Q

的零件)，在需求量不確定情況下，透過模型求得在滿足銷售預測的條件下符合再製造

策略管理成本最小化的情況下，求得物料(新品與再製品)總採購量，模糊物料訂購總量

模式研究範圍如圖 3-9： 

 

需求

步驟二研究模型

物料供應商回收製造中心

製造商

符合法令規定比率值α

新物料總訂購量
再製物料總訂購量

符合需求物料總訂購量
(即運輸服務需求量)外購再製品供應商

 
圖 3-9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型研究範圍 

2.基本假設 

製造商在符合環保法令規定下，當生產所需零件供貨不足時，相關零件採購量要多

少為此步驟所需解決的問題，依此目的模型基本假設如下所示。 

1. 回收製造中心與物料供應商所供應零件無差異(即品質視為相同)。 

2. 製造商存貨策略採(s, Q)制，且具產能限制。 

3. 回收製造中心與物料供應商在供給的前置時間為零，前置時間的變因已於前一

步驟迴歸模型中包含，以免重覆考量影響預測效度。 

4. 當製造商採購時未符合法定回收品使用率時需支付罰鍰，本計畫罰鍰採用變動

規費作為計算，即是在在法令檢查週期下，再製物料量使用未能滿足法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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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率下，則懲罰以[每單位不足量]x[每單位應付的罰金]。 

5. 假設每期需求量的分配成卜瓦松分布，且相互獨立。 

6. 此步驟研究中之相關回收成本，運輸成本不考慮，以整備設置成本為考量；在

向外部回收再製廠購買時，其購買單位成本需考慮。 

7. 當再製物料不能滿足供應時，尋求替代管道外購再製品供應商購買，減少懲

罰。即是當向外購買時的成本少於法令懲罰成本時，採購才會發生，否則就直

接承受法令成本。 

8. 向外部購買再製品例外事件只發生於每次審查時點上。檢查點未滿足時，也就

是發生例外狀況時，此採購總量決策模型以外購來滿足需求。 

9. 運輸服務供應商載具之容量沒有差異性，且每單位路徑運輸服務成本皆相同。 

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即運輸服務量計算)中所需參數說明如下 
表 3-7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型參數說明表 

參數名稱 說明 

i 單位時間點 

WtStrategyType 路徑規劃策略調整權數 

TotalCost 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 

Unit_TotalCost 單位時間採購策略管理成本 

NewProd_HoldingCost 每單位存貨持有成本(新物料) 

ReusedProd_HoldingCost 每單位存貨持有成本(再製物料) 

NewProd_OderCost 每次訂購新物料訂購成本 

ReusedProd_OderCost 每次訂購再製物料訂購成本 

Ext_ReusedProd_OderCost 每單位額外採購再製物料成本 

logOnorderCost 每單位運輸在途成本 

TranProd_Cost 每單位運輸成本 

Penalty_Cost 
檢查點時針對不足，每單位須付的法令

懲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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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名稱 說明 

Lack_OrderCost 
當缺貨情況發生時，每單位損失的缺貨

成本 

Forecast_SaleQty 週期內，銷售預測 

Expect_SaleQty 週期內，銷售預測期望值 

Expect_ReturnRate 週期內，回收率期望值α 

Unit_DemandQty 週期內，單位時間需求量 

Unit_TotRemanufacturedNum 週期內，再製物料已製造數量 

Unit_DissatisfiedNum 週期內，單位時間未滿足法令要求的量

Unit_TranProdNum 週期內，單位時間運輸服務需求量 

NewProd_InvNum 單位時間存貨量(新物料的存貨量) 

ReusedProd_InvNum 單位時間存貨量(再製物料的存貨量) 

Shortage_Num 單位時間缺貨量 

NewProd_OderNum 
新物料訂購水準，當新物料需訂購時，

訂購的數目量 

ReusedProd_OderNum 
再製物料訂購水準，當再製物料需訂購

時，訂購的數目量 

External_OderNum 
外購再製品供應商購買量，當再製造量

不足以滿足法律時，向外部購買的數量

DissatisfiedNum 未滿足法令要求量 

NewProd_TotNum 
新物料總訂購量，回收週期中所產生訂

購總量 

logOnorderNum 單位時間內在途量 

TranProdNum 單位時間運輸量 

NewProd_Rop 物料存量訂購活動點(新物料) 

ReusedProd_Rop 物料存量訂購活動點(再製物料) 

NewProd_Limit 供應商物料數量的供應能力限制 

ReusedProd_Limit 回收製造中心最大供應能力限制 

Lack_Point 
缺貨點，判斷在單位時間內是否有缺貨

情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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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名稱 說明 

NewProd_OrderPoint 
物料訂購點，判斷在單位時間內是否需

啟動定購活動 

ReusedProd_OrderPoint 
再製物料訂購點，單位時間內是否落在

法令檢查時間 

External_OrderPoint 外部回收再製供應商購買點 

TranProd_OrderPoint 運輸供應商訂購點 

logOnorder_OrderPoint 在途運輸發生點 

ExceptionControlLimit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上限 

RepositAbilityLimit 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上限 
 
3. 成本目標式與限制式 

∑
=

=
n

i
i

1
CostUnit_TotalTotalCostMin                                      (3-2) 

限制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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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f pNewProd_RovNumNewProd_In ≤  than 1derPointNewProd_Or =  (3-6) 
, else 0derPointNewProd_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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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RopReusedProd_OderNumReusedProd ≤ than 1t_OrderPoinReusedProd =  (3-7) 
,else 0t_OrderPoinReusedProd =  

 

if ≥
ii stPenalty_Co*tisfiedNumUnit_Dissa  

ii ostProd_OderCExt_Reused* derNumExternal_O   (3-8) 
than 1i =rderPointExternal_O  , else 0i =rderPointExternal_O  

  
if ii InvNumodNewDemandQryUnit _Pr_ >  than 1PoLack i =int_   (3-9) 
,else 0PoLack i =int_  

if ii odNumTranDemandQryUnit Pr_ >  than 1PoOnorder i =int_log   (3-10) 
,else 0PoOnorder i =int_log  

if 0DemandQryUnit i >_  than 1PoodTran i =int_Pr   (3-11) 
,else 0PoodTran i =int_Pr  

if 1gyPathStrate =  than ( ii OrderNumodNewDemandQtyUnitTypewtStrategy _Pr/_=  
or ii OrderNumodusedDemandQtyUnitTypewtStrategy _PrRe/_= ) (3-12) 
,else 1TypewtStrategy i =   

if 2gyPathStrate =  than 
( DemandQtyUnitOrderNumodNewTypewtStrategy ii _/_Pr=  
or DemandQtyUnitOrderNumodusedTypewtStrategy ii _/_PrRe= ) (3-13) 
,else 1TypewtStrategy i =   

if 3gyPathStrate =  than )(nRandomTypewtStrategy i =   (3-14) 
,else 1TypewtStrategy i =   

 

iii

1ii

edNummanufacturTotUnitTypewtStrategyOrderNumodNew
InvNumNewprodturnRateExpectedNumDissatisfi

Re_))*_Pr
_(*Re_(

−+
= −  (3-15) 

)*erNumNewProd_Od(dQtyUnit_DemanumShortage_N TypewtStrategyiii −=  (3-16) 

turnRateExpectSaleQtyForecastiedNummanufacturTotUnit i Re_*_Re_ =     (3-17) 

1i1ii InvNumodusededNumDissatisfiUnitOrderNumExternal −− −= _PrRe__  (3-18) 

)*_Pr*
int_Pr(tNumNewProd_TotNumNewProd_To

ii

i1ii

TypewtStrategyOrderNumodNew
OrderPoodNew+= −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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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eQtyForecastSaleQtyExpect /__ =    (3-20) 

)_(~_ SaleQtyExpectDemandQtyUnit λ    (3-21) 

LimitodNewOrderNumodNew0 _Pr_Pr <<          (3-22) 

LimitodusedOrderNumodused0 _PrRe_PrRe <<        (3-23) 

0SaleQtyExpectturnRateExpect >)_(*Re_          (3-24) 

tHoldingCosusedPordtHoldingCosodNew _Re_Pr <       (3-25) 

tontrolLimiExceptionC≤iontrolExceptionC  (3-26) 

lityLimitRepositAbilityRepositAbi ≤i  (3-27) 

idQtyUnit_DemanmTranProdNu ≤i  (3-28) 

以最小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為目標式(3-2)，透過單位時間採購策略成本(3-3)進行加

總求得在週期中能滿足之需求下，使得相關營運成本能極小化。單位時間採購策略成本

包含每單位時間的新物料存貨持有成本、再製物料存貨持有成本、單位時間新物料訂購

成本、單位時間再製物料訂購成本、額外採購再製物料成本及懲罰成本等六項組成。 (3-4)

與(3-5)限制式，為單位時間新物料存貨狀況與再製物料存貨狀況，前者表示新物料存貨

的增加來自於對於新物料的訂購，而減少則是來自於每單位時間新物料的使用；後者表

示再製物料存貨的增加是來自於單位時間內的再製物料的訂購與外購再製物料的購買

行為，而減少則來自於單位內再製物料的消耗。 

(3-6)到(3-11)等限制式，表示各單位時間點採取動作得必要條件，如(3-6)、(3-7)分

別表示新物料與再製物料訂購點兩活動產生之條件，當物料(新品與再製品)存貨量下降

到小於訂購水準時，啟動定購活動，(3-12)~(3-14)為路徑規劃策略影響選擇權數限制式。 

(3-15)是單位時間不足再製量限制式，(3-16)為單位時間物料短缺量限制式，(3-17)

是單位時間已再製物料總量限制式，(3-18)為向外採購再製物料量限制式，(3-19)為週期

內向物料供應商訂購總量，(3-20)~(3-27)為各變數值域範圍與成本基本假設限制，(3-28)

為每週期運輸量上限限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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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即運輸服務量計算) 

本計畫預測模組藉由模糊控制法，配合演化策略法利用語意化的方式將不確定性高

的再製物料訂購運輸因素加上 CTM 流程中，提供將物料訂單預測因素模糊化，依賴人

工智慧演算法，透過不斷嘗試學習，求得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水準點。模型中以物

料的訂單預測和法定回收率作為主要輸入變數，透過成本目標式和相關限制式，求出步

驟一中迴歸模型中新物料訂購總量此獨立變數，以期望達到最小的採購策略管理總成

本。 

而在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中決定輸出變數績效的要件歸屬函數與

規則庫，決定方法則是透過演化策略法來尋求訓練期中最佳的近似參數解，而成本目標

式為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之適應式，透過演化淘汰影響度低的變數，進而幫助決策者

對新物料訂購水準與最佳再製造水準點作出最佳的決定。本計畫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

品)訂購(即運輸服務量計算)總量模式架構如圖 3-10 所示。 

步驟1:隨機產生父代20組演化策略參數字串並經過重組與突變產生子代30組，作為初

始演化策略參數。 

步驟2:輸入需求期望值與回收期望值。  

步驟3:挑選未計算之演化參數做歸屬函數和規則庫設定，並與步驟2之輸入做模糊演

算得出新物料訂購水準與再製造物料訂購水準。 

步驟4:將步驟3之結果帶入採購策略成本目標式和相關限制式求得該演化參數之適應

值。 

步驟5:檢查各個演化參數字串是否皆有其相適應值，若無則重複步驟3，直至所有字

串皆被演化。 

步驟6:是否已完成設定演化代數，若是跳至步驟9，否則執行步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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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期的λd、 λr

模糊化

推論引擎

解模糊化

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
水準(即運輸服務量計算)

計算適應值

所有群體
演化完畢

演化代數
完畢

最佳演化參數

(μ+ λ)選擇策略

隸屬函式庫

規則庫

重組

突變

Yes

Yes

No

No  
圖 3-10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操作流程 

步驟7:保留此世代中有最佳適應值的參數字串，作為下一新世代父代初始群體。 

步驟8:進行重組與突變與選擇。 

步驟9:終止條件被滿足，獲得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與物料(新品與再製品)總採購量。 

 

5. 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設定 

研究中歸屬函數的決定擇參考溫士城(2006)之研究，其中發現使用 S 型、三角形

和 Z 型函數有下述兩項優點(1)只需儲存 2 或 3 個點即可推算歸屬度；(2)只需處理 2

～3 個點，利於編碼、演化和解碼的動作。因此本計畫中分別將需求量，新物料訂購

水準與再製物料訂購水準分別切割成(High、Middle、Low)三種語意化的結果對應到

S，三角形與 Z 型函數上。其次，規則庫採用多項輸入多項輸出規則方式(如 if I1 is high 

and I2 is middle than O1 is low and O2 is high)，推論的合成規則選擇直接法，依據輸入

之變數尋找其相對應之語意式條件，推算其模糊區塊，做為解模糊化之輸入。而解模

糊化方法選用解重心模糊化法，利用各語意條件式所產生的相對應模糊區塊，計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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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區塊所圍成的面積中的重心為作為解模糊化後之結果。 

 

3.2.2.3. 步驟三、四 演化策略法求最佳化之混合預測模型： 

本計畫協同運輸服務訂單模型步驟三利用統計分析軟體(如 Matlab)，針對步驟一、

二中求得的多元迴歸模型獨立變數進行分析，並針對模型解釋度、顯著性與解釋變數間

共線性作分析，以求出多元迴歸模型參數解，作為最後步驟演化策略法的初始參數解，

以求得短期協同運輸預測最佳化參數解。 

由於不同時間點下對於資料與訊息的反映解釋程度不同，完整運籌模式下決定運輸

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因素具有高度不確定性。而短期預測模式為了能快速反應時

間效應與數量所帶來的高度變異，透過步驟四的最佳化演算法有助求得函數參數最佳

值。由文獻探討中指出演化策略法，採用實數解的演化能力，於此類狀況時是優於基因

演算法。而與模擬退火法的比較演化策略是採從一族群開始搜尋，而非式採用單點循序

的搜尋方式，所以找到整體最佳解的機會比模擬退火法高，且模擬退火法採波茲曼分布

(Boltzman Distribution)函數來跳開局部最小解，其特徵再於除了接受較佳的解外，也給

一個機率較差解，且模擬退火法選擇參數不易，收斂時間緩慢，整體最佳解的時間較模

擬退火法快(吳三裕,2007)，因此，本模型的最佳化求解，則採用演化策略法進行。 

1. 編碼型式 

本計畫中將多元迴歸模型中的 n 個獨立變數係數和 n 個策略參數編碼成為目

標變數向量a ，且 ( ) σσβ nn RRIa ×=∈= ,  ， { }nn ,...,1∈σ ，其中 x 是含 n 個獨立變

數係數的向量，σ 是含有 n 個策略參數的向量。 

2. 適應函數 

適應性函數的選擇則根據 Hoffmeister 等(1991)的建議，適應函數的原則應與研

究目標函式一致。而本計畫模型中的衡量目標，對於極端值不要過度敏感，且可使

預測精準度能迅速了解，故選用平均絕對誤差百分比(MAPE)作為衡量預測效度的

目標函式，並利用加權概念將當其期誤差與前幾期誤差做加總平均，以符合短期訂

單預測模型，快速變異情形，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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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tyty
MAPE

m

i
∑
=

−
= 1

ˆ
 

a*第 m 期MAPE +(1-a)*∑
−1m

MAPE  

其中： 

y(t)：是第 m 期的預測銷售值； 

yˆ(t)：是第 m 期的實際銷售值； 

m：是預測期數。 

a 為權重值 

3. 重組 

本計畫中，解釋變數係數向量 β 是採取離散重組機制，策略參數向量σ 是採取

中間產物重組機制(參考 Hoffmeister 等 1991 的建議)，其運算方法如下： 

獨立變數係數向量： iiin or ,2,1,' βββ =  

策略參數向量： ( ) { }1,0 1' i,2,1. ∈⋅−+⋅= εσεσεσ ，iiiiin  

4. 突變 

在目標變數向量經過重組機制後，會依照下列公式來進行突變機制： 

( ) ( )( )1,01,0exp '' NNii ⋅+⋅⋅= ττσσ  σni ,...,3,2,1=  

)1,0(.'' Njii σββ +=  nj ,...,3,2,1=  

iσ 為父代中第 i 個策略參數 

'
iσ 為子代中第 i 個策略參數 

jβ 為父代的第 j 個獨立變數係數 

'
jβ 為子代的第 j 個獨立變數係數 

1
2

−

= nτ 全域學習率(global learning rate),n=目標變數個數 

1' 2
−

= nτ 區域學習率(local learning rate),n=目標變數個數 

N(0,1)為常態分配函數。 

5. 選擇與停止 

本計畫採用(μ＋λ)ES，將父代子代一起進行評估；而停止方式則採用演化代

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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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演化策略法之演算流程 

基於上述交配與突變方式，本計畫演化策略模型流程如圖 3-11 所示： 

初始步驟：取得多元迴歸模型參數解作為初始解。 

步驟 1：初始化μ個父代族群，利用突變機制以隨機產生父代族群。 

步驟 2：演化策略運作： 

步驟 2.1：從母體中隨機挑選出兩個父代，產出子代個體； 

步驟 2.2：重組，解釋變數係數向量β 是採取離散重組機制；策略參數向量σ

是採取中間產物重組機制， { }1,0∈ε 亂數取得； 

步驟 2.3：進行突變； 

步驟 2.4：是否已產生λ個子代個體，若無則重複執行步驟 2。 

步驟 3：計算適應值，根據適應函數 MAPE 計算父代與子代族群相對應之各演化

參數個體之適應值。 

步驟 4：選擇，根據所有族群各個體之適應值，並依「μ＋λ演化策略」，選出μ個

父代為下一代初始族群；。 

步驟 5：判斷所有代數是否演化完畢，若演化結束，則進入步驟 5，否則回到步驟 2，

進行下一代演化； 

步驟 6：產生最佳參數。 

多元迴歸模型初始參數解

父代族群設定

計算父代與子代之適應值

(λ+μ)選擇策略

子代演化完畢

世代演化完畢

最佳參數解

突變

重組

No

No

Yes

Yes

 

圖 3-11 多元迴歸參數演化策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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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計算與分析 

在此將針對前一章所提出的完整運籌下企業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模式進行績

效驗證，回收決策模型分析資料參考自 Hong 等人(2004)之研究，逆物流相關成本結構

資訊如運輸成本、處理成本、國內廢棄物回收數量、處理補貼金額、運輸成本等資料，

則參考自國內學者楊文正(2005)其關於國內回收電子產品廢棄物物流系統之研究。 

本計畫為逆物流服務商之營運最佳化模式，為了描述逆物流活動當中的不確定性，

將逆物流活動環境當中，較為常見之不確定性諸如退回商品供應量的不確定性、再生物

料產出比率的不確定性、一般企業及二手料市場對於再生物料需求的不確定性、一般企

業及二手料市場對於再生物料購買價格的不確定性等，美向參數分別各設置高、低兩種

表現水準，共計 16 種情境。先計算出在單一情境模式之下的最佳淨利後，再將單一情

境模式的最佳淨利做為參數套入多情境的穩健規劃模式當中，計算出同時考慮多情境的

穩健解，求出一定時期內，能使營業利潤最大並適合此逆物流服務商的最適合再生物料

訂單接受量，及每個處理廠的最佳處理量。決策者透過此模式，於決策時就能將未來可

能發生的不確定性因素考慮進來，做出即使將來會受到不確定因素影響，反應波動會最

小的決策。 

4.1 回收決策模式 

4.1.1 輸入參數 

如圖 4-1，本計畫範例包含 3 種退回商品、2 類廠牌、2 種再生物料、12 個退回商

品來源、8 個中途集散處、8 個處理廠、6 個一般企業、1 個二手料市場、1 個掩埋場，

退回商品從來源端運送至中途集散處，經配置後運送至個別處理廠進行拆解、再製等流

程，經拆解出不同廠牌、不同類型的再生物料之後，再販售給一般企業或是二手料市場。

無法再利用的廢棄物則送至掩埋場。對每個中途集散處來說，退回商品來源分布在鄰近

的區域內，範圍之外的來源回收點不會跨區運送。由於逆物流活動比正向物流增加許多

變動因素，故本範例之規劃時間較短，共計 4 個期間，每單位期間為 1 個月。本計畫之

目的在於求出適合的處理量以及訂單接受量，而範例當中的逆物流服務商，其營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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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途集散處、處理廠等節點皆已在期初便建設完成，故不考慮新設廠址設施規劃之

問題，且每個處理廠、中途集散處在每個時期都會開啟，也不考慮是否關閉廠房之問題。      

 
圖 4-1 本計畫計算範例圖 

在 Hong(2004)等人的研究當中，數據以英哩、磅、美金為單位，在本計畫中計算單

位換算為公里、公斤以及新台幣。下列各表列出本範例的各項參數值。本計畫所設置逆

物流服務商的服務範圍上，參考 Hong 之研究，其將逆物流系統規劃區域細分為 12 小區

塊，每區域之內有至少一個回收站，負責方圓 100 英哩的廢棄物回收。假設本計畫規劃

地理範圍為長寬各四百公尺的區域內，亂數設置各個節點的座標，以避免相異中途集散

處或是處理廠之間距離太過接近。如圖 4.2，C1，C2，C3 三座中途集散處分別分布在座

標範圍內三個不同區域。而表 4.1，4.2，4.3 則列出了本計畫計算所使用運輸成本資料，

Dscs1c1 代表由回收點 s1 到中途集散處 c1 之距離、Dcpc1pp 表由中途集散處 c1 到處理

廠 p1 之距離、Dpep2e1、Dpmp1m1、Dplp1l1 分別表示從處理廠 p1 到一般企業 e1、二

手料市場 m1、掩埋場 l1 之距離。TCsc ti1sc 表示產品 i1 由任一回收點 s 到中途集散處 c

之單位運輸成本、TCcpti2cp 表產品 i2 由任一中途集散處 c 到任處理廠 p 之單位運輸成

本， TCpetk1pe3 、TCpmtk1pm 為再生物料 k1 從任一處理廠運送到一般企業、二手料

市場之單位運輸成本 、TCpltpl 為將廢棄物運至掩埋場之單位運輸成本。本範例當中單

位運輸成本並不隨著時間而變動。由於回收點 s1、s2 與 c1 為同一區，s3 與 c2 為同一

區，s4、s5 與 c3 為同一區，s6 與 c4 為同一區，s7 與 c5 為同一區，s8、s9 與 c6 為同一

區、s10 與 c7 為同一區、s11、s12 與 c8 為同一區，回收點只會運送退回商品到同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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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中途集散處，故只列出同區域內的距離資料。 

表 4. 1 : 回收點至中途集散處之距離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Dscs1c1 59 Dscs4c3 66 Dscs7c5 8 Dscs9c6 23 Dscs11c8 36 

Dscs2c1 36 Dscs5c3 23 Dscs8c6 63 Dscs10c7 52 Dscs12c8 67 

Dscs3c2 36 Dscs6c4 43       

單位：公里 

 
表 4. 2 : 中途集散處至處理廠之距離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Dcpc1p1 87  Dcpc2p1 131  Dcpc3p1 250 Dcpc4p1 271 Dcpc4p1 121  

Dcpc1p2 147  Dcpc2p2 135  Dcpc3p2 76  Dcpc4p2 168 Dcpc4p2 236  

Dcpc1p3 209  Dcpc2p3 67  Dcpc3p3 130 Dcpc4p3 84  Dcpc4p3 179  

Dcpc1p4 269  Dcpc2p4 198  Dcpc3p4 51  Dcpc4p4 119 Dcpc4p4 313  

Dcpc1p5 295  Dcpc2p5 227  Dcpc3p5 405 Dcpc4p5 348 Dcpc4p5 113  

Dcpc1p6 245  Dcpc2p6 95  Dcpc3p6 268 Dcpc4p6 191 Dcpc4p6 75  

Dcpc1p7 382  Dcpc2p7 215  Dcpc3p7 354 Dcpc4p7 228 Dcpc4p7 203  

Dcpc1p8 345  Dcpc2p8 172  Dcpc3p8 243 Dcpc4p8 102 Dcpc4p8 234  

Dcpc5p1 230  Dcpc5p6 86  Dcpc6p3 126 Dcpc6p8 29  Dcpc7p5 333  

Dcpc5p2 315  Dcpc5p7 118  Dcpc6p4 221 Dcpc7p1 377 Dcpc7p6 212  

Dcpc5p3 226  Dcpc5p8 209  Dcpc6p5 284 Dcpc7p2 351 Dcpc7p7 109  

Dcpc5p4 361  Dcpc6p1 275  Dcpc6p6 132 Dcpc7p3 239 Dcpc7p8 99  

Dcpc5p5 111  Dcpc6p2 239  Dcpc6p7 125 Dcpc7p4 317   

單位：公里 

 
表 4. 3 : 處理廠至二手料市場、掩埋場之距離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Dplp1l1 173  Dplp4l1 216  Dplp7l1 164 Dpmp2m1 224 Dpmp5m1 282  

Dplp2l1 178  Dplp5l1 216  Dplp8l1 129 Dpmp3m1 112 Dpmp6m1 128  

Dplp3l1 80  Dplp6l1 62  Dpmp1m1 264 Dpmp4m1 209 Dpmp73m1 135  

Dpmp8m1 38                  

單位：公里 

 
表 4. 4 : 處理廠至一般企業之距離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Dpep1e1 60  Dpep2e1 175  Dpep3e1 219 Dpep4e1 295 Dpep5e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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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Dpep1e2 208  Dpep2e2 36  Dpep3e2 106 Dpep4e2 86  Dpep5e2 368  

Dpep1e3 138  Dpep2e3 267  Dpep3e3 210 Dpep4e3 344 Dpep5e3 82  

Dpep1e4 381  Dpep2e4 353  Dpep3e4 241 Dpep4e4 316 Dpep5e4 339  

Dpep1e5 106  Dpep2e5 136  Dpep3e5 89  Dpep4e5 214 Dpep5e5 215  

Dpep1e6 336  Dpep2e6 263  Dpep3e6 162 Dpep4e6 208 Dpep5e6 359  

Dpep6e1 231  Dpep6e5 100  Dpep7e3 209 Dpep8e1 347 Dpep8e5 197  

Dpep6e2 237  Dpep6e6 207  Dpep7e4 116 Dpep8e2 237 Dpep8e6 48  

Dpep6e3 95  Dpep7e1 369  Dpep7e5 230 Dpep8e3 256     

Dpep6e4 217  Dpep7e2 335  Dpep7e6 179 Dpep8e4 100     

單位：公里 
 

表 4. 5 : 單位運輸成本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TCscti1sc 0.1328  TCcpti2cp 0.03496 TCpetk1pe3 0.7524 TCpmtk1pm 0.2360  

TCscti2sc 0.12616 TCcpti3cp 0.0339 TCpetk2pe1 0.7942 TCpmtk2pm 0.2242 

TCscti3sc 0.1222  TCpetk1pe1 0.8360 TCpetk2pe2 0.63536 TCpltpl 0.0368  

TCcpti1cp 0.0368  TCpetk1pe2 0.6688 TCpetk2pe3 0.7148     
單位：元/每公里每公斤 

 

 

圖 4-2 各節點座標位置示意圖 

表 4.6 則列出了三種產品的各別回收、處理補貼，其資料來源參考自環保署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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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廢物品補貼費率關於筆記型電腦、監視器、廢主機之公告內容。而容量限制參數值、

廠房固定成本、則參考楊文正(2005)研究中，國內回收處理業者的平均年度回收、處

理能力範圍值，如年度回收廠回收能力上限為 60 萬件、而處理廠處理成立為年度 30

萬件(含所有廢電子電機產品與資訊產品)，而回收廠一年攤提之固定成本為 71 萬元、

處理廠一年攤提之固定成本則為 2200 萬元。考量到本計畫單一期間只有 1 個月，且

只計算三種產品，故經調整以符合本計畫規模。其餘成本參數如處理成本、回收購買

成本則來自於 Hong 等人之研究，購買成本除了價購退回商品以外，包含人工參與回

收過程的人力成本。模式中不同中途集散處、處理廠的產能上下限皆可自由調整，但

由於本計畫所參考資料並非實際廠商營運情形，計算範例中不同處理廠設定為相同產

能限制。 

表 4.6 : 補貼金額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C_Subsidaryi1 207.5 C_Subsidaryi3 219.5 P_Subsidaryi2 133 

C_Subsidaryi2 159.5 P_Subsidaryi1 101 P_Subsidaryi3 259 

單位：元/每件 

 
表 4. 7 : 容量限制、處理能力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C_ULimitti1c 16000 公斤/期 P_ULimitti1p 8000 件/期 P_LLimitti1p 10 件/期 

C_ULimitti2c 17000 公斤/期 P_ULimitti2p 9000 件/期 P_LLimitti2p 10 件/期 

C_ULimitti3c  15000 公斤/期 P_ULimitti3p 7200 件/期 P_LLimitti3p 10 件/期 

 
表 4. 8: 其他參數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參數 預設值 

PCti1 120 元/每件 PCti2 100 元/每件 PCti3 90 元/每件 

OCti1 54 元/每件 OCti2 39 元/每件 OCti3 35 元/每件 

GLti1 0.2 GLti2 0.1 GLti3 0.08 

C_InvCostti1 15 元/每件 C_InvCostti2 17 元/每件 C_InvCostti3 21 元/每件 

P_InvCosttbk1p 20 元/每件 C_FixCosttc 59100 元/每期     

P_InvCosttbk2p 18 元/每件 P_FixCosttc 180000 元/每期     

4.1.2 情境設置說明 

當決策者在規劃未來的逆物流網路時，往往會面臨到許多外在環境上的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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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難以下決定。在本計畫當中，為了求得對逆物流服務商來說最適合的處理量以

及訂單接受量，透過環境當中具備不確定因素的四種變數，其不同表現水準的交叉組

合，來描述未來一段期間內可能會發生的各種情境，並利用多種情境的穩健最佳化模

式，求得在不同情境之下，還能保持一定利潤水準的穩健最佳解。如此決策者在面對

未來的變化時，能預先將外在的不確定因素納入規劃考量，即使未來可能因環境波動

變化造成營運上的利潤損失，穩健解也會是受到較少影響的最適解。 

Matthew 等人(2001)的研究當中，將二手地毯的回收數量、再生紡織原料的價格

變化設定為不同的 9 種情境，以求取適合的二手地毯回收系統。在 Hong 等人(2004)

的研究當中，為了求得不確定環境下的回收系統配置，考慮了退回收品回收量水準、

退回商品再利用比率、模式中是否允許區域以外的回收商，分為 16 種情境組合。Butler

等人(2004)則是為了求得新產品的未來運籌規劃，考量多種變數組合，如新產品的需

求成長速度、不同客戶對此新產品的需求程度、運輸成本多寡總計分為 12 種情境。

綜合以上，情境的組合並無特定的規律，只要是決策者在規劃策略當中所關心的關鍵

議題，都可以透過設計情境組合，來描述難以預測的不確定因素未來可能發生的水

準，以求取穩健合適解。 

 本計畫當中所考慮的四個環境當中的變數為，在逆物流活動當中時常發生、使

逆物流相關參與角色相當困擾的不確定因素，即逆流網路中的退回商品回收量水準、

退回商品在處理廠拆解、修復的再利用比率，亦即能產出可用再生物料之比率、客戶

(本計畫中的一般企業以及二手料市場)對於再生物料的需求水準、以及客戶(本計畫中

的一般企業以及二手料市場)對於再生物料的購買價格等，都會影響到逆物流服務商

的營運情形。 

如下表 4-9，每個變數各有高、低兩種可能性，總計有 16 種情境，假設每一種情

境發生的機率相同，皆為 6.25%。如表 4.9 所示，第一種情境代表，此逆物流服務商

在未來的規劃決策期間內，可能會面臨到高回收量、高產出率、高需求以及高價格的

組合情形，而最後一種情境則完全相反，為低回收量、低產出比率、低需求量以及低

價格之情形。其餘情境皆依此類推。接著針對四種變數高低水準的參數定義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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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 情境設置表 

情境 
逆流網路當中 

退回商品回收量 

退回商品產出 

再在生物料之比率

客戶對再生物

料的需求 

客戶購買 

再生物料的價格 

單一情境

機率 

1 高 高 高 高 6.250% 

2 高 高 高 低 6.250% 

3 高 高 低 高 6.250% 

4 高 高 低 低 6.250% 

5 高 低 高 高 6.250% 

6 高 低 高 低 6.250% 

7 高 低 低 高 6.250% 

8 高 低 低 低 6.250% 

9 低 高 高 高 6.250% 

10 低 高 高 低 6.250% 

11 低 高 低 高 6.250% 

12 低 高 低 低 6.250% 

13 低 低 高 高 6.250% 

14 低 低 高 低 6.250% 

15 低 低 低 高 6.250% 

16 低 低 低 低 6.250% 

 
 
一、 逆物流網路中的退回商品回收量： 

對逆物流處理服務商來說，退回商品回收數量就等同於貨物來源的數量。然而在現

實環境當中，退回商品回收數量難以準確預估，退回商品的數量的不確定性也是逆物流

活動中一大特色。逆物流服務處理商須考慮在不穩定的回收數量之下，於營運活動做出

何種因應對策。 

本計畫當中假設兩種回收量水準，當回收量為高水準時，在每個來源點，每件商品

的退回商品回收數量會隨著時間跟地點的不同而有所波動，但整體平均來說是屬於不會

缺貨(貨物即為經拆解再製過後的再生物料)的退回商品供應數量。反之，當回收量處在

低水準時，則很有可能發生缺貨的現象，意即無法完全滿足客戶對於二手物料的需求。 

在 Hong 等人(2004)的研究當中，三種電子產品年度回收總數除以月份，約各有

58813、95258、120048 件，若以本計畫 12 個回收來源而言，平均每個回收點約可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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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為 213、345、435 件，並假設每個回收點的數量範圍為平均回收件數的的正負 25%之

內。 

表 4. 10 : 回收量為高水準的參數值 

t=1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289 234 121 311 118 269 310 170 252 216 135 163

i2 385 328 603 260 546 597 226 300 263 487 321 409

i3 468 462 742 607 555 453 662 362 586 358 528 346

t=2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182 252 147 241 255 204 237 177 157 217 279 195

i2 338 600 629 281 487 520 581 382 424 640 363 321

i3 602 371 768 737 400 650 552 347 788 482 545 309

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307 112 196 190 238 284 284 191 127 137 118 150

i2 479 444 547 298 218 377 547 608 277 352 485 525

i3 651 679 758 810 397 288 537 634 546 552 571 290

t=4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150 196 308 250 209 252 156 123 248 116 153 186

i2 500 579 251 301 295 317 340 616 361 438 494 270

i3 752 446 799 416 706 716 399 504 500 467 768 717

單位:件 

 

表 4. 11: 回收量為低水準的參數值 

t=1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127 183 182 101 153 165 137 186 171 116 144 139

i2 367 370 378 360 239 267 268 336 140 286 163 210

i3 441 228 484 181 263 377 312 229 468 451 433 273

t=2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167 99 122 117 133 150 180 105 119 180 127 153

i2 166 174 244 131 340 363 212 259 367 320 164 363

i3 276 285 328 216 195 190 262 415 271 486 376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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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82 74 171 83 81 120 152 120 190 183 121 100

i2 384 247 309 346 172 329 336 357 212 156 221 182

i3 336 186 246 395 427 451 211 258 265 174 262 409

t=4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i1 118 74 187 166 158 126 133 185 139 141 141 172

i2 216 168 259 211 158 339 212 362 175 274 366 316

i3 353 189 398 234 474 187 335 425 479 429 416 291

單位:件 

 
二、 退回商品的再利用比率、產出比率參數值： 

在逆物流服務處理商的營運活動當中，處理廠負責將退回商品拆解、修復成可再利

用的再生物料。然而每件回收而來的退回商品，不僅回收數量不穩定損壞程度也不一，

其能夠產生再利用零件的比率也就不盡相同。本計畫參考 Hong 等人對於電子產品的再

利用比率(usability percentages)，平均約為 40%，並配合情境做適當調整。 

如下表 4.12 所示，此三種產品(i1~i3)皆可能拆解出廠牌 b1 以及 b2 的再生物料，且

不只產生一種再生物料(可能為 k1 或 k2)。若某產品內並未包含某廠牌的某零件，也就

是根本完全不可能拆解出該項零件時，此項參數為 0%。若此項參數大於 1 時，則表示

在某退回商品當中，同時具有多個此類的再生零件，例如螺絲。如同回收量的變化程度，

退回商品再利用比率因產品、廠牌的不同而有所變動，但整體平均來說為相對較高/較低

的產出比率水準。 

表 4. 12 : 不同水準的再生物料產出比率參數值(假設不隨時間而變動) 

高產出比率參數值 低產出比率參數值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i1 0.40 0.35  0.43 0.30 0.30 0.26 0.32  0.23  

i2 0.36 0.32  0.39 0.27 0.27 0.24 0.29  0.20  

i3 0.44 0.39  0.47 0.33 0.33 0.29 0.35  0.25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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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購買者對再生物料之需求： 

企業可能因為法律的規定，例如歐盟法令 WEEE 中制定企業所販售產品的再利用比

率，第三類電子電機類產品須達到 75%、或是企業為了節省採購成本、維護形象之考量

而向逆物流處理服務商購買再生物料。然而大部份的企業並未將再生料納入製程當中，

或是非大型品牌商之製造業者，不受 WEEE 之限制之下，便少有因應回收使用後產品之

措施，例如電子零件製造商對於相關回收政策之應對，多半遵從下游客戶(品牌廠商)之

政策而配合。丁執宇與黃宗煌(2002)針對我國現行資訊回收業者之現況探討中提到，回

收的二次料下游市場相當有限。對回收處理業者來說，企業的需求數量將影響其處理退

回商品的策略規劃，若拆解、修復某項再生物料並無利基，則相關回收處理的作業量就

會隨之萎縮。 

在本計畫當中，假設企業會喜好特定廠牌的再生物料，可能是為了因應法律的要

求，或企業本身對於再生物料使用的考量。表 4.13 中，由於一般企業 e1 對於來自於廠

牌 b1 的再生物料 k1 沒有任何購買意願，故不管任何時期此項參數值為 0。同理，一般

企業 e2 對於來自廠牌 b1 的再生物料 k2 毫無興趣，此項參數不管任何時期也皆為 0。廠

商對於不同時期的需求會有數量上的波動。此外，逆物流服務處理商也可將多餘的再生

物料販售給二手料市場，二手料市場可包容不同廠牌、不同種類的再生物料，但需求有

其上限。高回收需求量約高於平均需求量 25%，反之亦然。在計算範例當中，假設平均

需求量略高於退回商品能產生的平均再生零件數，亦即模式於平均回收量、需求量水準

之下計算時，再生零件過剩之機率並不會太高。 

表 4. 13 : 一般企業對再生物料為高需求參數值 

e1 e2 e3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753 396 911 836 0 711 803 479 513 0 583

t2 0 537 940 956 469 0 1063 557 810 826 0 507

t3 0 1028 686 994 1059 0 923 626 1073 910 0 821

t4 0 1017 1036 960 1025 0 1076 605 603 1040 0 340

e4 e5 e6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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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437 701 674 0 579 1062 583 0 0 765 1116 663

t2 774 848 965 0 437 849 1038 0 0 432 549 921

t3 1093 709 658 0 826 410 1105 0 0 934 1121 648

t4 694 592 793 0 1022 750 661 0 0 385 540 920

單位:件 

表 4. 14 : 一般企業對再生物料為低需求參數值 

e1 e2 e3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672 859 533 503 0 889 388 434 329 0 588

t2 0 592 895 873 798 0 837 646 322 332 0 678

t3 0 364 320 684 415 0 800 702 626 613 0 618

t4 0 662 566 791 371 0 541 704 900 342 0 258

e4 e5 e6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712 545 634 0 829 784 779 0 0 583 811 561

t2 391 450 657 0 844 842 734 0 0 574 350 405

t3 683 809 714 0 879 531 781 0 0 737 419 292

t4 420 898 697 0 344 853 695 0 0 771 322 607
單位:件 

 
表 4. 15 : 二手料市場對再生物料需求參數值 

二手料市場需求為高 二手料市場需求為低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958 668 893 653 626 1023 880 1018 

t2 764 972 848 718 649 739 1035 989 

t3 653 464 1022 517 479 514 776 756 

t4 874 780 884 486 1010 894 615 908 

單位:件 

 
四、 購買者購買再生物料之價格： 

如同第三點，一般企業以及二手料市場對於再生物料的購買行為，將會影響到逆

物流處理服務商的利潤來源，進而波及廠商的營運決策，故本計畫當中，將此兩種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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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來源對於再生物料的價格也分為高、低兩種水準，為高水準時，價格將隨著時間逐

漸上漲，漲幅約 25%，反之則隨著時間變化而下跌。此外，若此企業對於某種廠牌之

某項再生物料無購買興趣，則此參數值為 0。二手料市場的價格亦有逐漸上漲或逐漸

下跌的變化趨勢。 

表 4. 16 : 一般企業對再生物料為高價格之參數值 

e1 e2 e3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105 100 105 100 0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t2 0 113 108 113 108 0 108 113 108 113.4 108 113.4

t3 0 122 116 122 116 0 116 122 116 121.8 116 121.8

t4 0 131 125 131 125 0 125 131 125 131.3 125 131.25

e4 e5 e6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100 105 100 105 100 0 100 105 0 105 100 105

t2 108 113 108 113 108 0 108 113 0 113.4 108 113.4

t3 116 122 116 122 116 0 116 122 0 121.8 116 121.8

t4 125 131 125 131 125 0 125 131 0 131.3 125 131.3

單位:元/每公斤 

表 4. 17 : 一般企業對再生物料為低價格之參數值 

e1 e2 e3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105 100 105 100 0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t2 0 113 108 113 108 0 108 113 108 113.4 108 113.4

t3 0 122 116 122 116 0 116 122 116 121.8 116 121.8

t4 0 131 125 131 125 0 125 131 125 131.25 125 131.25

e4 e5 e6 

b1 b2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100 105 100 105 100 0 100 105 0 105 100 105

t2 108 113 108 113 108 0 108 113 0 113.4 108 113.4

t3 116 122 116 122 116 0 116 122 0 121.8 116 121.8

t4 125 131 125 131 125 0 125 131 0 131.25 125 131.25

單位:元/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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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 : 二手料市場對再生物料之價格參數值 

 二手料市場需求為高 二手料市場需求為低 

 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150 150 155 155 150 150 150 150 

t2 162 162 167.4 167.4 138 138 138 138 

t3 174 174 179.8 179.8 126 126 126 126 

t4 187.5 187.5 193.75 193.75 112.5 112.5 112.5 112.5 

單位:元/每公斤 

4.1.3 模式計算結果 

將上一節所敘述的各情境參數，加上 4.1 節當中每個情境皆固定不變的成本參數

等，一一代入單一情境的線性規劃模式，經由 Lingo 軟體計算，多次運算後得到 16 個

單一情境下的最佳淨利解，如表 4.19 所列，情境 o1~o16 皆有其對應的單一情境最佳利

潤。 

表 4. 19 : 不同情境下的最佳淨利比較表 

情境 回收量 產出率 需求 價格 單一情境下的淨利 穩健解下的淨利 

o1 H H H H 10008370  4207283  

o2 H H H L 8157596  3054051  

o3 H H L H 9099155  4207283  

o4 H H L L 7581810  3054051  

o5 H L H H 10334740  4826519  

o6 H L H L 8582550  3673287  

o7 H L L H 9617960  4826519  

o8 H L L L 8119753  3673287  

o9 L H H H 4741299  3094693  

o10 L H H L 3230131  1941461  

o11 L H L H 4419504  3094693  

o12 L H L L 3005949  1941461  

o13 L L H H 4038311  3713929  

o14 L L H L 2867789  2560697  

o15 L L L H 3988191  3713929  

o16 L L L L 2817622  2560697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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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3，接著將這 16 個最佳解，設置為多情境模式下的輸入參數值，即為多情

境穩健規劃模式當中 OptimalProfito1~ OptimalProfito16 的參數值部分。經過運算之後

產生一組穩健最佳解，包括每一時期、每一種產品在個別處理廠的最適處理量、以及

對每個客戶的最適再生物料訂單接受量，同時也產生一最佳穩健淨利，也就是多情境

穩健模式的目標值，為 3383990，也就是每個情境的穩健淨利乘上機率之總和。大部

分穩健淨利，比起單一情境的最佳利潤解都低。此現象代表決策者為平衡不確定性所

帶來之風險，所必須承擔的利潤損失。穩健最佳解雖非表現最好的解，但在各別情境

中，產生淨利較為平均，減緩營運利潤因此四種營運環境上的不確定因素變化程度。 

 

圖 4-3 計算流程示意圖 

詳細處理量以及最適訂單接受量如表 4.20~29。由於本模式設定為得到達到利潤

最大化之最佳解，可不用滿足一般企業及二手市場對於再生物料的需求，也無訂單求

滿足之最低限度(無缺貨懲罰)，從結果數據看來，大部分的處理量僅滿足計算範例設

定之最低限度要求(預設為 10 件)，販售再生物料、滿足客戶訂單需求之數量並不高，

多數的利潤來源還是來自於回收的補貼，且無論是 Hong 等人或國內學者楊文正之研

究，處理廠之固定攤提成本亦相當高。此結果顯示，由於販售再生物料的利潤不夠充

裕，與其花費運輸、處理成本來處理再生物料，不如選擇將回收的退回商品儲存於中

途集散處，因回收即可得到補貼。廢棄物處理經營環境當中，偏低且不穩定的廢棄物

回收數量可能不足維持回收處理業者的營運，且高額的回收補貼金也不見得能夠鼓勵

處理業者提升處理量，須有配套措施。 

但另一方面，本計算範例雖參考自 Hong 的實際回收數據，然而每時期的回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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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卻相當低，總數約數千件，因此本計算範例區域內，可能並不需要如此多的處理廠。

此外，本計算範例產品種類較少，且未包含再生電子廢料所得之金屬等高價再生原

料，也是販售再生物料收入偏低的原因之一。回收處理業者可考量與客戶，也就是使

用再生物料的一般企業或二手料市場，簽訂較為長期的再生物料供應契約，以確保穩

定的販售收入或是協助企業回收之物流費用。 

表 4. 20 : 每時期個別處理廠的最適處理量 

時期 t=1 

處理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i1 331.00 305.97 10.00 10.00 10.00 152.03 10.00 1727.73 

i2 523.00 536.00 10.00 10.00 10.00 469.00 10.00 783.00 

產

品 

i3 981.00 780.27 10.00 10.00 10.00 611.00 10.00 922.04 

時期 t=2 

處理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i1 281.58 60.23 10.00 10.00 10.00 169.88 10.00 1571.96 

i2 823.00 719.00 10.00 10.00 10.00 73.23 10.00 1871.77 

產

品 

i3 938.00 758.00 10.00 10.00 10.00 881.00 10.00 211.91 

時期 t=1 

處理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i1 156.00 506.00 10.00 10.00 10.00 563.29 10.00 1189.00 

i2 631.00 606.77 10.00 10.00 10.00 640.55 10.00 1456.55 

產

品 

i3 672.71 887.46 10.00 10.00 10.00 885.00 10.00 922.09 

時期 t=2 

處理廠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i1 1212.46 359.00 10.00 10.00 10.00 304.00 10.00 1295.00 

i2 325.00 501.00 10.00 10.00 10.00 451.66 10.00 1743.11 

產

品 

i3 845.00 762.77 10.00 10.00 10.00 517.00 10.00 570.00 

單位:件 

 
表 4. 21 : 處理廠 P1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 e5 e3  

b1 b2 b1 b2 b1 b2 P1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499.91 396 431.74 570 0 0 0 0 0 0 0 

t2 0 537 860.87 458.11 428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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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0 364 320 330.26 620.49 0 148.36 0 0 0 0 0 

t4 0 662 566 546.87 344 0 207.41 0 214.16 0 0 0 

單位:件 

 
表 4. 22 處理廠 P2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e3、e4、e6 e2 e5  

b1 b2 b1 b2 b1 b2 p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494 0 526.44 372.64 196.51 0 0 0 

t2 0 0 0 0 460 0 490.74 345.2 0 0 0 0 

t3 0 0 0 0 415 0 651.52 462.62 0 0 0 0 

t4 0 0 0 0 371 0 531.4 377.72 0 0 0 0 

單位:件 

 
表 4. 23: 處理廠 P3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e3、e4、e6 e2 e5  

b1 b2 b1 b2 b1 b2 p3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2 0 0 0 0 0 0 0 0 0 0 9.6 0 

t3 0 0 0 0 0 0 9.6 6.8 9 0 0 0 

t4 0 0 0 0 0 0 0 0 0 0 9.6 0 

單位:件 
 

表 4. 24 : 處理廠 P4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e3、e4、e5、e6 e2 

b1 b2 b1 b2 p4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0 0 9.6 6.8 

t2 0 0 0 0 0 0 9.6 6.8 

t3 0 0 0 0 0 0 9.6 6.8 

t4 0 0 0 0 0 0 9.6 6.8 

單位:件 

 
表 4. 25 : 處理廠 P5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p5 e1、e2、e4、e5、e6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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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b1 b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0 0 0 6.8 

t2 0 0 0 0 0 15.8 0 6.8 

t3 0 0 0 0 9 7.9 0 6.8 

t4 0 0 0 0 0 7.9 0 6.8 

單位:件 

 
表 4. 26 : 處理廠 P6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e2、e4、e6 e5 e3  

b1 b2 b1 b2 b1 b2 p6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0 0 0 0 373.87 329 0 0 

t2 0 0 0 0 0 0 335.48 0 313 277.12 0 0 

t3 0 0 0 0 0 0 632.64 0 617 542.3 0 465.15

t4 0 0 0 0 0 0 405.29 0 379.84 334 0 44.53

單位:件 
 

表 4. 27 : 處理廠 P7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1、e2、e3、e5、e6 e4 

b1 b2 b1 b2 p7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0 479 0 0 

t2 0 0 0 0 0 7.9 0 0 

t3 0 0 0 0 18 7.9 0 0 

t4 0 0 0 0 0 7.9 9.6 0 

單位:件 

 
表 4. 28 : 處理廠 P8 運送至各個企業之運送量 

e3 e4 e6  

b1 b2 b1 b2 b1 b2 p8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K1 k2 

t1 0 125.18 0 0 428 0 0 0 0 583 699.97 438.55

t2 0 0 0 0 391 226.07 0 0 0 432 350 360.25

t3 0 0 0 0 665 210.5 0 0 0 737 419 292 

t4 0 0 0 0 230.88 341.29 231.04 0 0 385 322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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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件 

 
表 4. 29 : 各處理廠運送至二手料市場之運送量 

b1 b2 b1 b2 
p1 

k1 k2 k1 k2 
p2

k1 k2 k1 k2 

t1 0 0 0 0 t1 0 0 434.47 0 

t2 0 0 0 0 t2 0 0 406.09 0 

t3 0 0 0 0 t3 0 0 456.1 0 

t4 0 0 0 0 t4 0 0 518.09 0 

b1 b2 b1 b2 
p3 

k1 k2 k1 k2 
p4

k1 k2 k1 k2 

t1 0 7.9 9.6 6.8 t1 0 7.9 0 0 

t2 0 7.9 0 6.8 t2 0 7.9 0 0 

t3 0 0 0 0 t3 0 7.9 0 0 

t4 9 15.8 0 6.8 t4 0 7.9 0 0 

b1 b2 b1 b2 
p5 

k1 k2 k1 k2 
p6

k1 k2 k1 k2 

t1 0 0 9.6 0 t1 0 0 398.81 281.52 

t2 0 0 9.6 0 t2 0 0 0 233.58 

t3 0 0 9.6 0 t3 0 0 26.13468 0 

t4 0 0 0 0 t4 0 0 0 24.71 

b1 b2 b1 b2 
p7 

k1 k2 k1 k2 
p8

k1 k2 k1 k2 

t1 0 0 9.6 6.8 t1 626 217.73 452.69 357.88 

t2 0 0 9.6 6.8 t2 649 317.11 828.8 470.82 

t3 0 0 0 0 t3 479 0 730.66 517 

t4 0 0 0 13.6 t4 865 238.21 615 223.89 

單位:件 

表 4. 30  : 多情境之下的穩健偏差表 

情境 o1 o2 o3 o4 o5 o6 o7 o8 

穩健偏差 57.96% 62.56% 53.76% 59.72% 53.30% 57.20% 49.82% 54.76% 

情境 o9 o10 o11 o12 o13 o14 o15 o16 

穩健偏差 34.73% 39.90% 29.98% 35.41% 8.03% 10.71% 6.88% 9.12% 

     

透過多情境穩健最佳化模式計算過後，也就是算式  (OptimalProfito-NetProf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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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Profito|計算出穩健最佳解在各情境的利潤穩健偏差值，如表 4.30，當偏差值越

小，表示此組穩健解在多情境當中的利潤與單一情境的最佳利潤差距，佔單一情境最佳

利潤的比例越小，當穩健偏差很大時，代表此種情境較為極端，可能帶來極大的利潤，

但也表示具備高風險。決策者若在未考量其他情境的情形下，進行過度的投資或計劃，

當結果不如預期時便造成意料之外的損失。因此，在穩健最佳化的模式當中，穩健解能

夠平衡不確定性所帶來的風險，但也犧牲了部分極端情境下的高報酬利潤。 

在圖 4.4 當中，其穩健偏差值最大的是情境 2，最小的則是情境 15。在模式當中，

穩健偏差限定在一定的範圍 k 之內，k 等於平均偏差的期望值，為 38.99%，不同的穩健

偏差範圍，可能求出不同的穩健解，也代表決策者所能容忍的風險範圍，決策者可調整

k 值，來求得決策者所偏好、不同利潤表現的穩健解。 

 
圖 4-4 多情境之下的穩健偏差長條圖 

 

圖 4-5 單一情境之下的淨利比較長條圖 

觀察單一情境之下的淨利比較圖，在圖 4.5 當中，單一情境之下能產生最高利潤

的情境為情境 5，也就是在高回收量、高需求水準、高再生物料價格，但卻為低產出

比率的情形。比較其利潤來源，發現整體補貼金額超過一半以上，而回收補貼金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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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6%。然而此情境雖然為較低的產出比率，但仍處於高回收量，客戶對於二手料市

場的需求、價格也相當高，販售再生物料的收入仍屬低廉。補貼金對於本計畫中逆物

流服務商的營運來說相當重要，可能因目前市場上對於退回收品回收的數量及價格尚

未能達到一定的利潤水準。將情境 5 和四種變數皆為高水準的情境 1 做比較，在本計

算範例當中，情境 1 因為較高的產出比率，有較高的販售再生物料利潤，但同時也多

付出了比情境 5 更多的儲存成本。 

表 4. 31 : 情境 1 及情境 5 的收入比較 

利潤來源 情境 1 金額 情境 5 金額 成本組成 情境 1 金額 情境 5 金額

回收補貼 11094450 11094450 購買成本 5590910 5590910 

處理補貼 10563940 11094450 處理成本 2265148 2321403 

一般企業購買再生物料 6039861 5669995 儲存成本 853606.2 181390 

二手料市場購買再生物料 2073543 2073543 固定成本 7651200 7651200 

   運輸成本 3402562.98 3580902.8
 

 

 
圖 4-6 情境 1 的利潤、成本結構百分比 

 
圖 4-7 情境 5 的利潤、成本結構百分比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驗證分為兩大部分。首先針對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進行績效

驗證，在此部份中首先針對模式中找出最佳的演化代數與突變率作為往後參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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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模擬方式在不同回收使用率情境下進行採購管理總成本成本分析，利用

k-means 分群法對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的績效進行驗證。 

其次，針對完整運籌模式下之協同運輸服務與供應商配置訂單預測(包含模糊物

料訂購總量模式、多元迴歸模型與演化策略)之混合預測模型進行預測準確度之模型

驗證之實證分析，實驗結果將與設定驗證期間平均績效值做一比較。在此模型驗證對

照組分別為利用時間序列模型(指數平滑法)來執行預測，其次是透過多元迴歸模型預

測模型之實驗預測結果做比較。 

本章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說明實證資料的來源與資料區塊分配設計，其次

對於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績效驗證相關參數設定進行說明，最後針對混合預測模型

之預測結果與績效進行驗證。 

4.2 協同運輸規劃模式 

4.2.1 資料來源與規劃說明 

本分析資料是以某運輸服務業者與其客戶為期一年 52 週資料，包含實際運輸服務

訂單與新物料與再製物料存貨狀況資料作為模型主要驗證來源資料，包含 3 個新品供應

商(S1,S2,S3)、2 個再製品供應商(R1,R2)與 3 個運輸服務業者(T1,T2,T3)。但由於本計畫包

含再製物料採購策略的考量，由於相關資料取得上有相關難度，因此此部分則採用假設

方式進行，作為參數及資料設定依據之準則。 

在這測試的 52 週資料當中，切分為兩大部分，其一是模糊物料訂購總量績效驗證

區間(1~28 週)，其中 1~10 週為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之演化策略法之演化代

數參數設定區間，考量 10~500 代以每 10 代為間距總共 50 個，以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

為評估依據，分別對 1~10 週各別成本及 1~10 週平均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作分析選擇最

佳演化終止代數。而 11~20 週區間針對演化策略之突變率做參數設定，透過 11~20 週各

別成本與平均總成本最為選擇依據，找出最佳突變率參數，21~28 週區間進行模糊物料

訂購總量績效驗證。 

其次，協同運輸量預測模型中的多元迴歸模型以 13~36 週為測試樣本區間，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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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為多元迴歸之演化策略模型訓練區間，最後則以第 45~52 週作為協同運輸量預測模型

績效驗證區間，相關測試資料規劃如所示。 

0 5228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績效驗證

13

多元迴歸模型訓練區間

36 44

演化策略訓
練區間

協同運輸量
預測模型績
效驗證區

週

演化代數
選擇

突變率
選擇

 

圖 4-1 資料區間規劃圖 

4.2.2 參數設定與績效驗證 

4.2.2.1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績效驗證 

透過本小節的計算主要決定在協同運輸量混和預測模型中的演化策略法，包含演化

代數的確定、演化策略突變率的選擇以及最後系統績效驗證。為決定這些變數，本計畫

透過演化策略演算法與模糊理論找出適合答案，根據文獻探討了解演化過程的終止條件

可由三種方式，本計畫中透過演化代數設置方式決定演化終止。 

其次，突變率在演化策略中，決定避免發生區域解的機率，但當突變率過高時，同

時會使收斂不易，使得演化運算成本提高。反之，則子代中不易出現差異性，使得結果

容易落入區域最佳化中。因此本計畫中此階段首先針對演化代數選擇、演化策略突變率

選擇做計算找出最佳演化參數，接著再進行最後的系統績效。 

 演化代數選擇 

針對 52 週資料中，1~10 週作成本分析提出最佳之演化代數，演化策略初始參數

設定如下： 

1. 演化代數訓練週數：10 週(1~10) 

2. 初始父代族群個數：2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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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子代產生族群個數：30 個 

4. 突變率：0.6 

5. 演化策略：(E+S)策略法 

6. 演化終止代數設定：10~500 代(以 10 代為間距共 50 組) 

7. 路徑選擇策略設定為隨機 3gyPathStrate =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設定為普通

2tontrolLimiExceptionC = ，而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業設定為普通

2lityLimitRepositAbi =  
針對 1~10 週資料進行 500 代演化訓練，檢視適應函數值之變化以找出較適合之演

化代數，實驗後演化代數各週績效收斂趨勢彙整於表 4-1 所示。 

表 4-1 演化代數之績效收斂統計表 

週數 適應函數值 演化代數 資料期間 

第一週 525,000 335 2008/03/02~2008/03/08 

第二週 440,000 290 2008/03/09~2008/03/15 

第三週 501,000 370 2008/03/16~2008/03/22 

第四週 480,000 365 2008/03/23~2008/03/29 

第五週 395,000 190 2008/03/30~2008/04/05 

第六週 415,000 255 2008/04/06~2008/04/12 

第七週 465,000 250 2008/04/13~2008/04/19 

第八週 495,000 245 2008/04/20~2008/04/26 

第九週 380,000 110 2008/04/27~2008/05/03 

第十週 345,000 135 2008/05/04~2008/05/10 

從各週的演化收斂狀況可知，在 110~200 代過後開始收斂，有些又須在 330 代後才

開始收斂，為能符合各種情境需求，決定演化代數為 380 代來作為此終止條件，可以滿

足適應值函數收斂。 

 演化突變率選擇 

 以資料中 11~20 週(2008/5/11~2008/7/19)資料，透過成本分析找出最佳之演化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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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相關演化策略初始參數設定如下： 

1. 演化代數訓練週數：10 週(11~20) 

2. 初始父代族群個數：20 個 

3. 子代產生族群個數：30 個 

4. 突變率：0.15~0.95(共九種突變率組合) 

5. 演化策略：(E+S)策略法 

6. 演化終止代數設定：380 代(由前一測試決定之代數) 

7. 路徑選擇策略設定為隨機 3=gyPathStrate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設定為普通

2tontrolLimiExceptionC = ，而關於運輸品質管控的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也設

定為普通 2lityLimitRepositAbi =  

11~20 週區間內突變率為 0.15~0.95，選出的最佳演化之突變率各週績效測試前五名

代表，各週實驗 10 次之演化突變績效收斂趨勢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檢測突變率績效各週前五排名表 

 
第
十
一
週 

第
十
二
週 

第
十
三
週 

第
十
四
週 

第
十
五
週 

第
十
六
週 

第
十
七
週 

第
十
八
週 

第
十
九
週 

第
廿
週 

1 0.55 0.35 0.45 0.55 0.15 0.75 0.25 0.45 0.85 0.55

2 0.75 0.55 0.25 0.65 0.55 0.25 0.85 0.25 0.55 0.75

3 0.15 0.75 0.85 0.75 0.45 0.55 0.45 0.15 0.25 0.65

4 0.35 0.25 0.35 0.45 0.35 0.35 0.15 0.55 0.45 0.35

5 0.65 0.45 0.55 0.85 0.65 0.15 0.65 0.65 0.35 0.85

由測試彙整結果中發現，其突變率前五名中，以突變率 0.55 在各週前五名上出現比

例最高，因此本階段對於模糊物料(新品與再製品)訂購總量模式(即運輸服務量計算)之

演化策略突變率參數設定為 0.55。 

 模糊物料訂購總量模式績效 

依前二步驟決定演化代數與突變率後，本階段利用驗證結果與資料區間 21~28 週

(2008/7/20~2008/9/13)，計算在滿足需求與回收法令等相關限制條件下，對與訂購新物

料、再製物料與運輸服務品質中作取捨以達成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最小化的協同運籌運

週 
數 

突 
變 

率 
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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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網絡配置。此階段研究中對於 21~28 週資料分別進行 20 次模擬並計算其平均採購與

運輸策略管理總成本，觀察各週模擬出的平均總成本是否為在模糊系統中之相對最低

點。 

本計畫中將此階段產出運輸策略(3 種)挑選、突發狀況處理能力(3 種)與運輸服務品

質相關的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3 類)水準的變動，在加上法定回收率 α 的變動

(25%~45%，切分為 5 種情形)，如此規畫每週模擬情形包含 135 種組合，實驗證明研究

結果對於總管理成本上的績效優於其他結果組合。各週情形最佳的新物料運輸服務訂購

水準與最佳再製物料運輸服務水準、平均模擬採購策略管理總成本如下所示。 

表 4-3 各週次模擬成本與變動範圍表 

日期 2008/7/20 2008/7/27 2008/8/3 2008/8/10 

NP-TR-Q 407 315 418 397 

RP-TR-Q 329 233 387 299 

平均總成本 431,285 392,515 541,335 412,900 

網絡配置 S1,S2,R1,R2,T1,T3 S1,S3,R2,T1,T2 S1,S2,S3,R1,R2,T2,T3 S2,S3,R2,T1,T3 

日期 2008/8/17 2008/8/24 2008/8/31 2008/9/7 

NP-TR-Q 278 305 422 428 

RP-TR-Q 189 187 356 389 

平均總成本 291,820 312,372 471,528 603,500 

網絡配置 S2,S3,R1,T1,T2 S1,S2,R1,R2,T2,T3 S1,S2,R2,T1,T2,T3 S1,S2,S3,R1,R2,T2,T3

(NP-TR-Q：新物料運輸服務訂購水準，RP-TR-Q：最佳再製物料運輸服務水準) 

針對各變動範圍產出結果作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研究中利用 K-means 分群法

為主要分析工具。藉由分群方式將相近的模擬結果分類，以確定研究中之各情境最佳的

新物料運輸服務訂購水準與最佳再製物料運輸服務水準組合落在個別情境下的最低成

本族群裡。表 4-4 為各週次下集群分析彙整結果，當中 K-means 分群法研究中將 K 値

設為 15 個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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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週次平均總成本集群資訊 

日期 2008/7/20 2008/7/27 2008/8/3 2008/8/10 

平均總成本 431,285 392,515 541,335 412,900 

所屬集群 9 9 11 9 

日期 2008/8/17 2008/8/24 2008/8/31 2008/9/7 

平均總成本 291,820 312,372 471,528 603,500 

所屬集群 14 9 9 5 

 由表 4-4 中發現表 23、25 與 28 這三週裡，有些觀察值結果所得出結果成本波

動過大，使得分群範圍過廣。對於此類情形，事先提除不適任之觀察值可使分群後結果

可以更加精確。第 23 週中發現其觀察值個數落在每一集群中皆很平均，其原因推測由

於當週需求量可經由庫存零件與再生零件及可滿足不需額外採購新零件，每一運輸單位

成本皆相同狀況下，運輸策略和運輸服務品質因素，對成本較不造成影響，可知影響成

本結果來自法定回收率的比重是大的。而從表 4-4 中裡發現，各週情境的平均總成本結

果皆落在其所屬最低成本集群之中，因此可以推論利用模糊控制與演化策略演算法在針

對不確定的環境情形下，可提供協同狀況下運輸服務配置策略管理總成本一個有效的預

測結果。 

當尋求到最低總成本時，此刻新物料供應商、再製物料供應商與運輸服務業者間的

協同關係已經確認，即是運輸網絡的配置已經達到最適(也就是需求的新品/再製品供應

量皆以滿足)。 

4.2.2.2 多元迴歸參數分析 

協同運輸服務訂單運算的主要方式是根據庫存量、新物料與再製物料、前置時間、

運輸在途量、路徑規劃策略與運輸服務品質等因素作為主要考量(參照 3-1 所示)。預測

模型中分析的因子越多，越能使得預測的準確性提升，但預測成本也會相對增加。因此

本模型中提出利用多元迴歸模型，進行預測因子的篩選工作，將相關性太高的因子剔除。 

本章驗證時透過 Matlab 統計軟體進行多元迴歸模型分析，分析資料採用驗證資料

的 1~36 週資料(2008/3/2~2008/11/8)，依照測試資料與各預測參數，驗證之績效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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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其中主要以變異數膨脹因子(VIF)當作共線性分析參考資料，而通常 VIF 值應小

於 10 為佳。相關的多元迴歸分析參數為(R2=0.971,Adjusted R2=0.967，預估標準差=0.2356

而統計量大於 F 值的機率 Sig.=0.05)。 

根據分析結果發現，前置時間變數 )(tLeadtime  和訂單週期= )(tOrderCycle  的 VIF

值大於 10，因此後續預測模型中將此二因素刪去，再進行演化策略模型分析部分。 

4.2.2.3 演化策略模型 

4.2.2.3.1 參數設定 

根據上階段之多元迴歸模型之參數分析將前置時間變數和訂單週期兩因素剔除，實

驗上即將模型中此二變數的參數值設為極小值(0.0001)，降低其影響。而在未來的模型

訓練裡，個別的參數值將自我調整出結果，下表(表 4-5)為演化策略各變數初始基因參

數值。 

表 4-5 演化模型第一期個參數值初始設定值 

β0 β1 β2 β3 β4 β5 
-0.1243 1.015 0.409 0.0251 0.0001 -0.02413 
β6 β7 β8 β9 β10  

0.0001 0.3012 0.03203 1.007 -0.01513  

 演化模型參數設定： 

1. 演化代數訓練週數：8 週 (37~44 週，資料日期從 2008/11/9~2009/1/3) 

2. 預測週數：8 週 (45~52 週，資料日期從 2009/1/4~ 2009/2/28) 

3. 初始父代族群個數：20 個 

4. 子代產生族群個數：30 個 

5. 突變率：0.15~0.95(共九種突變率組合) 

6. 演化策略：(E+S)策略法 

7. 演化終止代數設定：350 代 

8. 適應函數加權比重：a=0.7, b=0.3 

9. 路徑選擇策略設定為隨機 3gyPathStrate = ，突發狀況處理能力設定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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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ntrolLimiExceptionC = ，而貨物狀況保全良好能力業設定為普通

2lityLimitRepositAbi =  

在此階段因為模型中的預測因子，經過多元迴歸分析調整後，需對於演化代數與突

變率依循 4.2.2.1 節所列的方法，再行計算此狀況下的演化代數與突變率。利用 37~44

週資料做前測實驗，觀察其演化代數對於適應函數收歛之影響效果，從圖 4-8 中清楚發

現當演化到達至 240 代左右時變動呈現遲緩狀態，一直至 420 適應值皆變動不明顯，再

參考第一次的驗證結果為 350 代，因此最佳演化代數取平均值選擇為 300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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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演化訓練最佳代數圖 

而突變率因素，檢視表 4-6 中發現當突變率為 0.55 時，其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

(MAPE)與平均平方誤差(MSE)與平均絕對偏差(MAD)這三項指標呈現出的績效皆優於

其他突變率，故於演化策略模型績效評估時，選用此值作為突變率參數值。 

表 4-6 演化訓練突變率前測實驗 

突變率 MAD MSE MAPE 績效排名 

0.15 283.73 614368.39 27.39 9 

0.25 162.83 442557.83 25.74 2 

0.35 187.79 592875.14 26.58 8 

0.45 183.34 499895.47 26.02 6 

0.55 160.33 438311.56 17.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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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率 MAD MSE MAPE 績效排名 

0.65 166.59 449012.23 25.82 3 

0.75 175.44 481887.92 25.88 4 

0.85 176.54 497899.71 25.92 5 

0.95 186.47 552094.62 26.51 7 

4.2.2.3.2 績效檢視 

依前一章節計算所得的演化代數(300 代)與突變率(0.55)為參數設定，於績效檢視

中，比較本計畫模型一(多元迴歸模型與模糊運輸服務訂購總量模式)、本計畫模型二(多

元回歸模型、模糊運輸服務訂購總量模式與演化策略訓練法)以及一般多元回歸模型與

時間序列之指數平滑法做檢視，各模型八週(2009/1/4~ 2009/2/28)平均績效比較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實驗績效比較表 

模型名稱 MAD MSE MAPE Rank 

指數平滑 1776.08 8077531.13 0.561 4 

一般多元回歸 1191.53 1897253.95 0.422 3 

研究模型一 639.76 771425.61 0.353 2 

研究模型二 493.73 682174.53 0.315 1 

從計算結果可知，本計畫所提出之運輸服務訂單模型預測結果，相對於時間序列之

指數平滑法與線性多元迴歸預測，或是混和模型(如模型一)的平均績效結果皆優於前述

方法。 

由此可以推論，因為運輸服務訂單資料需求變動性大，使得透過如時間序列等單一

預測所求之值，往往無法反映其他因子所帶來的影響。透過混和型的預測模式，可以透

過互補的效果解決預測方法反應性過慢的缺點，降低預測失準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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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敏感度分析 

經過本計畫協同運輸規劃模型分析發現，供應運輸服務量與法定回收率對協同運輸

網絡配置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本節針對此二項參數進行敏感度分析，以進一步

了解當重要參數改變時有何變化。 

4.2.2.4.1 變動可供應運輸容量 

本計畫假設分析情境為，每單位運輸服務量(TranProdNum)設定下限固定不變，變

動上限限制，模擬結果說明如下： 

如圖 4-9 為模擬結果，可以獲知當運輸供給容量下限固定不變時，隨著供給量上

限的遞增(以 100 為級距，模擬 30 次狀況)，協同運輸服務訂購總成本呈現隨之遞減現

象。從此項結果分析，獲知在本計畫假設情境下，運輸供給容量上限是一個影響運輸

服務績效的重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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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運輸供給容量上限之敏感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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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2 變動法定回收率期望值 

在此部分，本計畫假設分析情境為，回收率期望值 (Expect_ReturnRate)由

15%~40%限制做調整，模擬結果說明如下： 

如圖 4-10 為模擬結果，可以獲知當法定回收率上限的遞增時(以 5%為級距，模

擬 6 次狀況)，協同運輸服務訂購總成本呈現隨之遞增現象，且回收率期望值上升，

成本上升趨勢會變大(線條斜率增加)，推論造成此現象是再製商品的平均成本一般都

會高於新品，要求回收率的增加，同時也會墊高總支出成本。從此項結果分析，獲知

在本計畫假設情境下，回收率上限是一個影響運輸服務績效的重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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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運輸供給容量上限之敏感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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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貢獻 

因環保意識的驅使下，企業所需考量的運籌管理，已從單純的正向運籌管理，配合

積極的逆物流活動，形成完整的運籌管理模式。在此模式下所需面對的不確定性因素更

多，所需支付的成本例如使用過後商品的回收、處理、修復再製造與完整的運輸規畫等

作業更高。為了專業分工以及節省成本，企業將完整運籌中的運輸、回收、處理活動，

交給專業的服務處理商來進行，本計畫即以此為目標，提出回收決策與協同運輸規劃混

合式預測數量模型，對於此類問題，經整理結論如下： 

（一） 提供企業完整回收決策數量模型 

計畫中所提出的回收決策模型，以最大利潤為目標，求得最適合逆物流服務處

理商的營運數量模式。在模式當中，提供決策者營運成本、利潤數據等，做為

分析參數，並透過情境的組合，將未來可能發生在環境當中的不確定因素納入

考量範圍，計算出未來設定期間內，個別處理廠的最適退回商品處理量，以及

再生物料訂單接受量。透過穩健最佳化的方法，決策者能夠求得對環境波動反

應最小的最佳解，以減少環境變動所帶來的利潤損失。 

（二） 確認協同運輸模式下影響配置的關鍵因素 

透過模型推導過程與後續的敏感度分析，了解影響協同運輸的關鍵因素包含運

輸服務的突發狀況處理能力、運輸配送策略、運輸業者可供應運輸容量，及要

求回收使用率。本研究之成果可提供供需雙方，在執行協同運輸規劃時，確認

出優先考量的問題點，並加以控制，以降低相關變因變動時造成成本突增的損

失。 

（三） 利用研究所提協同運輸混和預測模型，提高預測準確度，降低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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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協同運輸混和預測模型在MAPE、MAD和MSE等驗證

指標上，都優於單一預測方法：指數平滑法和一般多元迴歸分析法。可以得知

混和預測模式可以截長補短，修正單一方法的缺失，最能滿足且解決如運輸服

務即時短期預測需求的問題。 

（四） 具有分析因子調控模式，提高外在因素變動時適應彈性 

預測模型常會因為因子的挑選固定，造成預測的結果難以反映外在因素的影

響。本計畫中，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法，調整分析因子對預測的影響，如此可以

增加模型的彈性，並可以調控相依性太高的因子，以降低其造成預測的失真及

增加預測成本的問題。 

5.2. 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模型中所假設之退回商品，以 WEEE 當中所規定之電子電機類產品為主要範

例，但在逆物流活動當中，包含各類型態商品。對於特殊產品(例有毒物質貨

品)，須經過特別處理程序，如此即會影響退回及處理程序，分析模型也需配合

調整，建議未來的研究可將商品特性或廢棄物處理方法變因也納入模型考量，

來建置符合不同產業背景逆物流網路規劃架構。 

(2)  在設置穩健最佳化的情境規劃上，本計畫因無法確知逆物流服務商的營運活動

當中，未來可能發生的因素，故將所有情境都納入考量計算出穩健最佳解。建

議未來的研究在情境設計上可更詳細規劃，加上情境彈性調整機制。例如當計

算結果顯示處理廠有過剩之虞，可在模式中加入是否開設設施之變數，使決策

者能關閉多餘設施、降低成本。 

(3) 本計畫只考量運輸服務需求量與供給量的因素，並未考量到運輸載具類型與多

樣最終產品的變因。未來的研究可將其擴充多樣最終產品及不同運輸載具類型

造成協同運輸網絡配置預測模型之影響為何。 

(4) 本計畫的中的影響因子，皆利用文獻探討方式決定，建議後續可以透過其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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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如問卷)，找出更多影響因素，始模型更符合真實環境的情況，也會使

預測更為精確。 

(5) 本計畫中並未針對「協同關係」對於運輸預測模型的影響加以討論，後續研究

亦可於此部分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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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usts within organization 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are complicated issues in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of the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aims at establishing a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to make partners reach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and more willing in information sharing.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which is established on the 
integrated trust dimension with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and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 with fuzzy theory to judge the willingnes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Verification is made with the idea of 
risk. On the established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we make 
partners supervise one another to reach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and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refore, it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in enhancing 
an overall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Keywor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Trust  
 
I. Introduction 
 
Trust has been frequently involved in building up partner 
relationship and applied to measure members about their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research was just carried 
out objecting information sharing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trust between partners on the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provided appropriate basis for corporation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trust function was hereby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meaning the 
partners expected to share information while the value was 
equal to the threshold. Yet, if the value wa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o the partners that they 
should tak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service, delivery speed,  costs, and etc through the most 
beneficial dimension indexes of the function to finally 
realize information sharing. 
 
II. Literature Review 
 
Information Sharing 
So far,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their similar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many literatures, most of which 

defined it as the corporations intended to achieve more scale 
benefits by exchanging and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completely, transparently and in due course, as well as 
jointly conduct marketing and manufacturing. In 1995, 
Carter and Ferrin 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was to extend internal function to the other 
corporations of the supply chain to form cooperative and 
integrated network, by which providing shared information 
and detailed plan to improve the benefit of the place. Also, 
Gentry [3] proposed that information sharing was to 
exchange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between 
corporations of the supply chain in an open way. Later in 
2001, Robert et al. suggested that the extent to what the 
information was shared in the supply chain affected the 
supplier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for the buyer.  
To sum it up, information sharing emphasized actual degree 
to what the information was exchanged.  
 
Trust 
For transaction parties, trust referred to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e was the nature of trust including honest, reliable, 
open and fairly cooperation, and compliance of the agreed 
contract or agreement; the other was the process to build the 
trust between the partners, which means the parties’ 
behaviors were important. 
Presently, partn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rporations of 
supply chain were barely satisfied, primarily because the 
partners distrusted each other.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o 
shape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partners wa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ssue to upgrad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cross 
Taiwan.Properties of trust were compiled as Table I, which 
were then summarized as competence, integrity, care and 
predictable. 
 
III. Research Structure 
 
The research was firstly structured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concerning trusts, followed by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methods applied in the research. Then, the 
research described requested hypotheses and explained 
about designing of questionnaire, which were finally 
collected back f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structure is 
illustrated in Figure I. 



 

Figure I. Research Structure 

 
 
Methods to Construct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rough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found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were used as basis to compile 
preliminary indexes. Then, it conducted interviews and 
invited professional experts to review and validate the 
indexes to achieve complete consequences. 
 
Using DEMATEL to Determine Relational Grade of 
Trust Dimensions 
After selecting the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e research 
applied DEMATEL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al grade of the 
dimensions. 

1. Designed and filled up questionnaire. 2. Integrate experts’ 
opinions and set up direct-relation matrix of indexes. 3. 
Calculated matrix to generate direct/indirect-relation matrix. 
 
Using ANP to Determine Weight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1. DEMATEL-bas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generate 
direct/indirect-relation matrix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between supply partners. Then, the method recommended by 
Ricardo et al. [11] was taken to construct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the indexes. 
2. ANP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based upon the network 
architecture generated from the last step. It firstly defined 
every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o help the respondents 
understand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The respondents were 
requested to compare every two clusters by means of 
pairwise comparison. 
3. Built up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ANP questionnaire 
was transformed into matrix and presented in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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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the weight of the element itself, each of which was 
1; and niwi ,...,3,2,1=， , iw  representing weight of every 
element. 
4. Integrated experts’ preference. The mean was calculated 
geometrically rather than calculated arithmetically 
recommended by Saaty [12]. So, the research used 
geometric mean to integrate multiple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es for every expert into a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5. After generating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weight of 
each hierarchy criterion can be calculated. Eigenvector was 
just the geometric mean (GM) and normalized geometric 
mean of every row of matrix A. 
6. Consistence Assured: 
(a) Use approximation to generate λmax, a maximum-
eigenvalue.  
If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of n elements 
(A1,A2,…Ai,…,An) was ⎣ ⎦ njiaA ij ,...,3,2,1, == ， , weight 
of element A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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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alculated consistency indexes (C.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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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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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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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4) 

Of which the “n” was number of hierarchy factor and λmax 
was the maximum-eigenvalue of comparison matrix set up 
by the evaluators. If the C.I. was equal to 0, then judgment 
made by decision maker were consisted. The higher the C.I. 
was, the higher the inconsistency was. Saaty recommended 
that bias was probably accepted if C.I. ≤0.1.  
(c) Random Indexes (R.I.) 
R.I.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rank of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or in other words, the number (n) of 
evaluation criteria defined as the following table I. 

Table I. The Contrast Form of Random Indexes (R.I.) 
n 1 2 3 4 5 

R.I. 0.00 0.00 0.58 0.90 1.12 
n 6 7 8 9 10 

R.I. 1.24 1.32 1.41 1.45 1.49 
Source: Saaty [13] 

 
(d) Calculated consistency ratio (C.R.).  
Based upon the C.I. and R.I. from step (b) and (c), 
consistency ratio (C.R.) wa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

....
IR
ICRC =                                                                            (5) 

Suggested by Saaty [12], if C.R. ≦ 0.1, bias of judgment of 
each criterion weight in setting up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was acceptable, indicating that the consistency was 
achieved. 
7. Did supermatrix calculation. After checking consistency, 
eigenvector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impacted by single 
indexes of consistency were integrated into a large matrix, 
which was so called unweighted supermatrix represented by 
W’ in the following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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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hich 

the Cm means the dimension m, and Wij means index j of 
dimension i. Then multiplied unweighted matrix by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of evaluation dimension to achieve 

eigenvector to get weighted supermatrix represented by W. 
If the trust indexes depended on each other, a fixed 
convergence limit would be obtained after multiplying W 
several times without any changing. The 12lim +

∞→

k

k
W  was an 

achievable weight of trust indexes. 
 
Combining DEMATEL-based Relational Grade with 
ANP-based Weight 
The initial ANP may calculate weight of each element but 
not considering impacts of relational grade on the element. 
This step was hereby conducted to cover the result from 
DEMATEL and took it as strength of impacts among the 
elements. In this step, composite important DEMATEL 
proposed by Tamura et al. (2003) wa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limitation of the initial ANP.  
1. Listed weight matrix calculated from ANP  
Through calculating the weight after mutual impacts among 
trust indexes by ANP, iw  was applied as the weight of 
index.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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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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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lculated relation matrix Z after compositing weight 
Z=Y+TY                                                                               (8) 
In the formula, T was index direct/indirect-relation matrix 
calculated by DEMATEL and Z represented dimension. The 
zi means dispersion of the other weighted index caused by 
changes of index. 
 
Finding out Improvable Performance Index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multi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the research calculated total performance of supplier based 
upon the weight theory and composite weight combing with 
relational grade. Improvable performance index can be 
found out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Sequence of index relational grade combining with weight. 
2. Causal diagram. 
 
Setting up the Fuzzy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Reviewing the methodology, an inaccurate measurement 
could be managed in the following steps:  
1. Collected all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of the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2. Converted collected trust dimension data by means of 
fuzzy logic methodology. Fuzzy technology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reshold of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value derived from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3. Did Data collection and defuzzification. All the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were evaluated by the following 
linguistic terms score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respectively: 



 

extremely low (EL), very low (VL), low (L), slightly low 
(SL), average (AV), slightly high (SH), high (H), very high 
(VH) and extremely high (VH). Most of these terms have 
applied triangular membership function to describe the 
evaluation (Illustrated in Figure II). 
Figure II. Triangular Membership Function for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 

 
Source: Barry Shore et al.[14]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were requested to be evaluated by 
expert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by the linguistic terms 
stated above. Given that the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relying on the range of these terms, the global trust function 
score shall be converted to crisp, which was completed in 
the course of defuzz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rsion 
formula proposed by Chen and Hwang [1]. Crisp number 
was then calculated by triangular member function M= (a, b, 
c, 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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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igure III, the [b; c] interval represented a membership 
degree of 1 for M; values below a and above d represent 
membership degrees of 0 for M. Between the range [a; b] 
and [c; d] the membership degrees vary linearly. For a 
triangular membership function the values of b and c were 
the same. 
When a single linguistic term was used to assess a capability, 
the above formula (as a triangular function) was used to 
convert the fuzzy assessment into a crisp value. When a 
range of terms were used, a trapezoidal equivalent of the 
triangular membership functions (see Figure IV) 
representing the range of linguistic terms were derived 
before the conversion formula is applied. 

Figure III. Trapezoidal 
Membership Function 

 
Source: Barry Shore et 

al.[14] 

Figure IV. Conversion of A
Range of Linguistic Terms

Source: Barry Shore et 
al.[14] 

IV. A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A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to study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partner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ructure proposed in the section III.  
 

Establishing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is step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Methods to Construct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o establish.  
Table II. Integrate the Dimensions of Trust Function Model 
Dimension(T) Indexes 

Competent(C)
1.Operational(C1); 2.Competitive(C2) 
3.Information System Competent(C3) 
4.Control Competent(C4) 

Predictable(P) 1.Predictable(P1) 
Relationship 

(R) 
1.Goodwill(R1); 2.Benevolent(R2) 
3.Fair and Reciprocal(R3); 4.Estimate(R4) 

Integrity(I) 1.Integrity(I1); 2.Honest(I2); 3.Open(I3) 
 
Directors/staffs in purchase department of corporations were 
interviewed in the research. While filling up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pondents were first invited to comment 
on 12 indexes of the four trust dimensions. Then, integrated 
dimensions of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responded by experts 
(Table II). 
 
Establishing Trust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is step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Using DEMATEL to 
Determine Relational Grade of Trust Dimensions” to 
establish. After analyzing relationship matrix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ll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were of relational grade 
. 
Establishing Trust Weight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his step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Using ANP to Determine 
Weight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o establish. Weight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was achieved 
by means of ANP (Illustrated in Table III). 

Table III. Operational Results 

T Index Relative 
weight Order 

Mixing 
relative 
weight 

Order Threshold

C1 0.09238 3 0.0697 7 67 
C2 0.08737 5 0.0637 9 73 
C3 0.07846 6 0.0435 12 73 C

C4 0.08790 4 0.0600 11 66 
P P1 0.25526 1 0.1328 1 64 

R1 0.06319 8 0.0713 6 73 
R2 0.02730 12 0.0679 8 64 
R3 0.03497 11 0.0603 10 64 R

R4 0.03928 10 0.0740 5 64 
I1 0.07604 7 0.1196 3 67 
I2 0.09556 2 0.1294 2 70 I
I3 0.06237 9 0.1078 4 70 



 

Calculating the Matrix which Mixed the Weight and 
Relational Grade 
This step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Combining DEMATEL-
based Relational Grade with ANP-based Weight” and 
“Finding out Improvable Performance Indexes” to establish. 
DEMATEL-based direct/indirect-relation matrix shall be 
combined with ANP-based weight to indicate the impacts of 
improvement of an index on the others’ improvement and 
global score calculation after the improvement. Weight of 
each trust index in formula 1, the mixing of the weight of 
dispersion was obtained (Illustrated in Table III). 
Composite dispersion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sequence in the research. Both the indexes and dimensions 
still ranked at top 1 and 2 but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n. So, 
suppliers might improve the most efficient index on these 
calculations. 
 
Setting up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This step is based on the section “Setting up the Fuzzy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to set up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Converted collected trust dimension data by 
means of methodology of fuzzy logic. On the basis of 
conversion criteria, indexes of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crisp number (Illustrated in Table III). 
A crisp number representing the global trust function was 
integrated based upon the four crisp numbers and essential 
consideration of weight of various indexes. As stated above, 
converted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into crisp number by 
fuzzy linguistic, followed by multiplying by ANP-based 
weight of trust dimension indexes to convert qualitative 
weight into quantitative value [12] as follows: 
FTRU =α FC+ β FP+ δ FR+ ε FI 

=16.4545+8.49938+18.14555+24.61776 
=67.7172 

Threshold of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was then generated as 
67.712 by combining DEMATE-based and ANP-based 
results. If FTRU > 67.7172,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was 
achieved, meaning that the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transaction partners was improved; whereas if FTRU 
< 67.7172, the threshold wasn’t achieved, which means the 
party may improve the trust indexes with relative significant 
dispersion from DEMATEL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trust 
threshold efficientl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will of 
information sharing. 
 
V. Validating the Results 
 
In the research, safety of supply chain was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to generate results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By referr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using concept of risk, the 
trust was relative higher under the low risk circumstance. 
 
Validation Process 
Firstly, safety risk was defined as results of probability of 
event occurrence multiplying with consequences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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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which SR means security risk, Pi means events 
occurrence probability, and Ri means severity level of 
consequence (Illustrated in Figure V). 
Figure V. Authentication Model Flowchart 

 
 
Validation Results 
Sequence of relative trust and safety grade among factories 
were obtained based upon trust function values from the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and relevant literature-defined risk 
consequences. Then use statistic method to check 
discrepancy of sequences according to consequences 
properties. 

Table IV. Contrast of Sequences 
Validation The level of trust The value of Security Risk

1 Supplier#05 88.5513 Supplier#05 10.300 
2 Supplier#32 86.9575 Supplier#31 10.900 
3 Supplier#31 86.2225 Supplier#09 11.600 
4 Supplier#04 84.9348 Supplier#21 15.800 
5 Supplier#21 81.8111 Supplier#06 16.200 
6 Supplier#10 80.0365 Supplier#32 18.900 
7 Supplier#25 78.3757 Supplier#29 19.600 
8 Supplier#30 78.0221 Supplier#25 20.900 
9 Supplier#34 77.4936 Supplier#10 21.400 
10 Supplier#18 76.7495 Supplier#04 21.500 
11 Supplier#06 75.7835 Supplier#33 25.900 
12 Supplier#07 75.2079 Supplier#27 27.800 
13 Supplier#28 75.1942 Supplier#30 27.800 
14 Supplier#09 73.9853 Supplier#07 29.600 
15 Supplier#11 73.2728 Supplier#36 32.900 
16 Supplier#29 73.1072 Supplier#34 34.400 
17 Supplier#20 72.5099 Supplier#20 38.300 
18 Supplier#15 72.2523 Supplier#35 38.600 
19 Supplier#33 72.2523 Supplier#18 40.200 
20 Supplier#35 70.3025 Supplier#12 42.000 
21 Supplier#36 68.3669 Supplier#11 43.700 
22 Supplier#23 66.9496 Supplier#28 47.300 
23 Supplier#17 65.473 Supplier#15 50.300 
24 Supplier#19 65.1837 Supplier#17 51.200 
25 Supplier#14 64.9568 Supplier#19 52.000 
26 Supplier#12 64.1706 Supplier#23 53.300 
27 Supplier#26 62.0864 Supplier#01 54.600 
28 Supplier#27 61.7006 Supplier#24 55.600 
29 Supplier#24 59.6369 Supplier#22 56.400 



 

30 Supplier#01 57.6401 Supplier#14 60.300 
31 Supplier#02 57.6401 Supplier#26 61.800 
32 Supplier#03 53.6627 Supplier#02 113.200
33 Supplier#16 51.0145 Supplier#03 115.600
34 Supplier#22 50.3505 Supplier#16 123.200
35 Supplier#13 49.8523 Supplier#13 130.500
36 Supplier#08 45.8264 Supplier#08 137.900

 

Table IV is sequenced of 36 suppliers in terms of trust and 
safety grade by two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evaluation 
was assumed as rational without any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equences, which were achieved only by 
statistic hypothesis test. 
Before the validation, null hypothesis (H0) and alternative 
hypothesis (H1) had to be defined first, which were set to「ρ
＝0」 and 「ρ＞0」respectively for the validation purpose 
(ρ: the popula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was set to 0.05 (α=0.05).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of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orresponded 
necessary parameters with research data and defined (see as 
follows). Last, introduce actual data into the formula to 
calculate the two sets of sequence for subsequent test. The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defin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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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hich: rs : Rank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other's，
Ranging from -1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1 (positive 
correlation); xi, yi : The level of trust, the value of Security 
Risk; Rank xi, Rank yi: Level of trust rankings, Security 
Risk Value Rank; di: Rank xi - Rank yi; n: Number of 
samples (Certification: n<30 can be directly look-up table, 
n.>30 are closer to normal distribution). 
Rank correlation value (rs) was obtained after calculating the 
formula. Then, calculated P-value assuming approximate 
normal distribution while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samples 
( n ). Compared P-value with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α) 
(See Table V), presenting that any null hypothesis 
conclusion (H0) shall be rejected. 

Table V. Test Results 
rs Z* P-Value α = 0.05 

0.8589447 5.0815851 0.00000019 P-Value < α
 

Hence,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ρ > 0 was established,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sequences were derived to be positiv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is consequence further confirmed 
results originated from the model of trust function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 were rational and hereby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VI. Conclusions 
 

From the trust mode among partners in this study, we verify 
the accuracy through simulation test and ha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For mutual influence among indexes of trust among 
partners, we collect relational grade among trust indexes 
with DEMATEL.  

2. ANP i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supplier trust 
indexes.  
3. We propose a new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in 
combination with DEMATE and ANP to sort trust indexes 
and find out the maximum index that affect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4. The supplier’s trust level evaluation value 
and suggested corresponding from the study is ref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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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一）提供企業完整回收決策數量模型 

計畫中所提出的回收決策模型，以最大利潤為目標，求得最適合逆物流服務處理商的營運

數量模式；並透過穩健最佳化的方法，決策者能夠求得對環境波動反應最小的最佳解，以

減少環境變動所帶來的利潤損失。 

（二）確認協同運輸模式下影響配置的關鍵因素 

透過模型推導過程與後續的敏感度分析，了解影響協同運輸的關鍵因素包含運輸服務的突

發狀況處理能力、運輸配送策略、運輸業者可供應運輸容量，及要求回收使用率。 

（三）利用研究所提協同運輸混和預測模型，提高預測準確度，降低不確定性 

從實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協同運輸混和預測模型在 MAPE、MAD 和 MSE 等驗證指標上，都優

於單一預測方法：指數平滑法和一般多元迴歸分析法。 

（四）具有分析因子調控模式，提高外在因素變動時適應彈性 

預測模型常會因為因子的挑選固定，造成預測的結果難以反映外在因素的影響。本計畫

中，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法，調整分析因子對預測的影響，如此可以增加模型的彈性，並可

以調控相依性太高的因子，以降低其造成預測的失真及增加預測成本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