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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多樣性、不確定性與製造績效： 
晶圓代工廠商之實地實證研究 

 
 

尤隨樺∗ 
國立中正大學 

 
摘要 

本研究蒐集來自一家晶圓代工廠商的實地資料，實證檢視產品多樣性與不
確定性對製造績效之影響，相較於既存之產品多樣性研究，本研究延伸探討：
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對時間、品質與生產力績效之影響，以及產品多樣性對
製造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關於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本研究依據作業研究
之文獻設計三項變數衡量之：即需求變異性、製程時間變異性與到達時間變異
性。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均對設備生產力與生產品質具
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等候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
產品多樣性不僅直接造成製造績效的降低，同時也會導致較高的需求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與到達時間變異性，進一? 造成製造績效的下降。綜言之，本
研究之實證結果指出：除了產品多樣性之外，不確定性亦為重要的成本動因，
若欲達成有效的成本管理，應著重於降低製造環境中不確定性的影響；其次，
產品多樣性會導致製造環境之不確定性的增加，因而對製造績效存在直接與間
接影響，倘若忽略該間接影響可能低估產品多樣性之成本，進而導致次佳之產
品多樣性決策；另一方面，本研究亦發現不同的產品多樣性衡量對製造績效的
影響不同，顯示：針對不同的產品組合特性應採行不同的管理政策。 

關鍵詞：產品多樣性、不確定性、製造績效、晶圓代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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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Variety, Uncertainty and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A Field 
Empirical Study of A Semiconductor 

Wafer Fabrication Company 

 

Sui-Hua Yu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roduct variety and uncertainty on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using data from one semiconductor wafer fabrication 
company. We extend product variety studies by providing evidence on the 
performance impact of uncertainty, and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roduct 
variety impacts uncertainty and performance. Three variability measures are used to 
capture the level of uncertainty in the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which are 
demand variability, process time variability and arrival variability. The empiric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greater product variety not only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equipment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yield, and time performance, but also leads to 
higher demand variability, process time variability and arrival variability, which 
cause further degradation of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Besid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show that a greater level of uncertainty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These findings have several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irst, uncertainty in the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cost driver 
which firms should focus on to attain effective cost management. Second, the 
relevant cost of product variety may be underestimated if the indirect impact of 
product variety on performance is not considered. Third,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roduct variety affect measures of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differently and thus 
should be managed in different ways.   

Keywords : Product  variety,  Uncertainly,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Semi- 
conductor  water  fabric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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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市場競爭程度的增加，產品多樣化日益普及，如何管理產品多樣性
(product variety)成為許多產業面臨的重要課題。依據經濟理論，當顧客傾向多
樣化的消費或顧客間的偏好相異時，採行產品多樣化策略可增加產品的相對價
格及顧客的購買總量，進而提昇公司的市場佔有率與銷貨收入(Lancaster 1990; 
Kekre and Srinivasan 1990)。然而，較高的產品多樣性水準也可能導致營運與生
產上的不效率(McDuffie et al. 1996; Fisher and Ittner 1999)。 

具體而言，依據作業基礎成本(activity-based costing)理論，當產品多樣性
增加時，會導致機器啟動等批次作業(batch-related activities)的增加，以及物料
處理與生產流程安排等產品支援作業(product-sustaining activities)的增加，進而
導致製造成本的提高(Cooper and Kaplan 1991)，生產管理理論則認為因生產多
樣化所導致之產品組合複雜性，會增加物料平衡、後勤支援、品質控制與生產
改變的頻率，因而降低品質績效與提高製造成本(Miller and Vollmann 1985; 
Dopuch and Gupta 1994)。 

以前述理論為基礎，有多篇研究實證檢視產品多樣性對財務績效之影響
(例如：Kekre and Srinivasan 1990; Anderson 1995; Banker et al. 1995等)，這些研
究大致支持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具顯著的正向影響，然而究竟產品多樣性是
如何影響時間、品質、生產力等非財務績效則極少研究探討之。事實上，非財
務績效為財務績效的領先指標，如欲有效降低產品多樣性對財務績效之影響，
應能先了解產品多樣性與各項製造績效衡量之間的關係 (Ittner and Larcker 
2003)。 

另一方面，作業研究之文獻指出：在一動態的製造環境 (stochastic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中，產品多樣性可能導致產品需求與製造流程不確
定性(uncertainty)的提高，當需求與流程不確定性增加時，容易造成工作站的擁
擠現象，增加生產排程的複雜性，進一步導致製造績效的惡化 (Banker et al.  
1988; Tang 1990; Mapes et al. 2000)，但既存研究在探討產品多樣性與製造績效
之間的關係時，均假設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為一外生變數，而忽略產品多樣性
透過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的間接影響，如此可能低估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之
影響力，繼而導致錯誤的管理決策，Shields et al. (2000)也指出：間接影響的探
討對實務具有重要意涵，因為忽略間接影響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管理決策。 

因此，本研究乃延伸既有之產品多樣性研究，將不確定性的影響納入考
慮，詳細檢視產品多樣性與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的影響，具體而
言，本研究討論之研究問題主要有四：(1)產品多樣性如何影響時間、品質與生
產力等製造績效？(2)產品多樣性如何影響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3)製造環
境中之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時間、品質與生產力等製造績效？(4)產品多樣性對製
造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為何？茲將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列示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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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影響製造績效之觀念性架構  

採用來自一家半導體製造廠商 9個月的機台別資料，本研究發現：產品多
樣性除了對設備生產力、生產週期時間與生產品質具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外，也
會透過需求與製程變異性間接造成製造績效的進一步降低，但不同的產品多樣
性衡量對製造績效具有不同的影響，至於來自於需求與製程之不確定性，則對
時間、品質與設備生產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對管理會計研究具有以下幾項貢獻：首先，本研究結果
顯示：產品多樣性確實會造成時間、品質與生產力績效的降低，因此，廠商在
採行產品多樣化策略時，應同時採行相對應的營運管理決策，以避免製造績效
的惡化；其次，除了產品多樣性之外，不確定性亦為重要的成本動因，若欲達
成有效的成本管理應著重於降低不確定性的影響；此外，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
效存在直接與間接影響，倘若忽略不確定性之差異可能造成產品多樣性之成本
的錯誤評估，進而導致次佳之產品多樣性決策；另一方面，廠商若欲提升製造
績效或維持製造績效於不墜，應能設法降低不確定性的水準，最後，本研究亦
發現不同的產品多樣性衡量對製造績效的影響不同，故而針對不同的產品組合
特性應選擇不同的管理政策。 

本研究以下之內容依序為：第二部分回顧產品多樣性之相關文獻與發展本
研究之實證假說；第三部分描述個案公司現況；第四部分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
法，包含：樣本選取、變數衡量、實證模型與資料分析方法；第五部分則說明
本研究之實證分析結果；最後一部份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產品多樣性係指廠商想要提供給顧客的產品選擇，亦即產品市場策略
(product market strategy)，這些產品選擇可能來自於數量、品牌、顏色、尺寸、
生產技術或其他產品特性上的差異，也可能來自於交期、運送要求、保證及售
後服務等服務構面的差異(Ramdas 2003)，產品多樣性的兩個極端為：標準化的
商品(standardized commodity)與完全客製化的產品(customized product)，一者完

產品多樣性 製造績效 

不確定性 

l 製程種類數 
l 研發批量比例 
l 緊急批量比例 

l 需求變異性 
l 製程時間變異性 
l 到達時間變異性 

l 設備生產力 
l 生產品質 
l 生產週期時間 
l 等候時間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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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有給顧客選擇的空間，一者則完全依據顧客的需求生產，使產品選擇的範
圍達到極大化(Anupindi et al. 1999)。依據經濟理論，當顧客傾向多樣化的消費
或顧客間的偏好相異時，採行產品多樣化策略可增加產品的相對價格及顧客的
購買量，進而提昇公司的銷貨，但是當產品多樣性愈高時，也會增加產品組合
的複雜性，使廠商失去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優勢，因此，管理者必須在二者
之間取捨，俾以決定最佳的產品多樣性水準(Lancaster 1990; Ramdas 2003)。 

關於實施產品多樣性之成本，在管理會計研究中有較廣泛的討論，主要採
用的理論包括 Cooper and Kaplan (1991)提出的作業基礎成本架構，以及 Miller 
and Vollmann (1985)所提出之交易觀點。依據作業基礎成本架構，廠商所執行
的作業活動主要可分成四個層級：單位水準作業、批次水準作業、產品支援作
業與廠務支援作業，當生產數量固定，而產品組合的複雜性提高時，批次水準
作業與產品支援作業的數量會增加，因此導致製造費用的提高。至於交易觀點
則指出，製造成本主要受到四類交易的驅動，亦即運籌交易、物料平衡交易、
品質交易與變動交易，當產品多樣性提高時，可能造成營運與製造流程複雜性
的增加，因而增加該四類交易的數量，繼而提高製造費用。 

除了理論觀念的探討之外，並有多篇管理會計研究實證產品多樣性與製造
成本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大致支持產品多樣性與生產成本間的正向關係，例
如：Datar et al. (1993)檢視產品與製程複雜性對品質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顯
著的正向關係；而 Anderson (1995)則採用因素分析，找出七項產品特性，繼而
檢視個別紡織廠之產品組合在這七項產品特性上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對製
造費用的影響，結果發現：當產品組合的異質性愈高時，製造費用愈高；Banker 
et al. (1995)則是檢測因產品多樣性的提高導致後勤、物料平衡、品質與變動等
四類交易的增加對製造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彼此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  

儘管既存的管理會計研究已對產品多樣性與製造成本間之關係提供了初
步的證據，但由於這類研究主要在檢測非數量相關變數是否為重要的成本動
因，據以驗證作業基礎成本制度之理論架構，因此，並未仔細探討產品多樣性
是如何影響時間、品質與生產力等製造績效。事實上，生產管理文獻指出產品
多樣性水準的提高也可能導致成本以外之製造績效的降低，例如：Benjaafar and 
Gupta (1998)採用等候理論模式，分析產品多樣性對生產週期時間的影響，結
果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連性，且會隨著機台設定時間的增加而增加，
McDuffie et al. (1996)則以汽車組裝業的情境說明：當產品多樣性增加時，零組
件的複雜程度會隨之提高，因此，導致線上員工生產力的降低，Fisher and Ittner 
(1999)則指出產品多樣性會增加生產排程的複雜性、增加存貨不足與生產線停
頓的機率，因此會產生較多的品質問題與發生報廢或重製的機會，Anderson 
(2001)則以紡織業為研究情境，指出產品多樣性的提高會造成品質績效的下
降。是故，吾人可預期產品多樣性對時間、品質與設備生產力等製造績效具有
負向影響，因此，形成假說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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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1：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製造績效會隨著產品多樣性的增加而降低。 

所謂不確定性，係指廠商所面臨環境中發生之不可預測與不確定的事件
(Newman et al. 1993)，這些來自於環境中的未預期改變，會增加生產排程、產
能規劃、存貨管理與品質檢驗等工作的複雜性，因而導致製造績效的降低
(Correa 1994)。依據生產管理文獻，不確定性可能來自於外部環境(Swamidass 
and Newell 1987; Pagell and Krause 1999)，也可能來自於組織內部(Hopp and 
Spearman 2001)，依據來源的差異，可將其區分為二類：即外部不確定性(external 
uncertainty)與內部不確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所謂外部不確定性，係指來
自於顧客、供應商、競爭者或科技發展等外部環境的未預期改變，例如：產品
多樣性的增加、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買方集中度(buyer concentration)的增加、
顧客對數量或處理要求的變異等；而內部不確定性則是指與製造流程、規劃與
控制程序、物料管理等內部製造環境有關之未預期改變，例如：機台當機、機
台啟動、人員缺席、處理時間變異與品質問題等(Chen et al. 1992; Correa 1994)。 

一般而言，外部不確定性的發生主要與競爭程度、顧客、供應商及產品與
技術的創新有關，大部分為外生、不可控制的因素，至於內部不確定性，則除
了製造過程中隨機發生的未預期改變之外，也受到外部不確定性的驅動，例
如：當供應商運送原物料之時間或品質的變異性愈大時，製造流程中發生原物
料短缺的不確定性愈高，愈易增加生產規劃與控制的困難度(Newman et al. 
1993; Pagell et al. 2000)。此外，諸如產品多樣性的增加、顧客對交期或產品品
質要求的改變等都會導致資源使用與生產排程的衝突，因而增加內部不確定
性，換言之，外部不確定性是內部不確定性的動因。其中，由於產品多樣性是
造成外部不確定性增加的主要來源，Fisher and Ittner (1999)指出：當產品多樣
性增加時，個別產品的需求數量小、波動性大，因此會導致產品需求變異性的
增加，另一方面，機台設定的頻率也會隨著產品多樣性的提高而增加，而作業
研究之文獻則顯示：機台設定的頻率是環境變異性的函數(Hopp and Spearman, 
2001; Benjaafar et al. 2004)，因此，吾人可推論產品多樣性與製造環境的不確定
性之間存在正向關連性，是故形成假說二如下： 

假說 2：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會隨著產品多樣性的增
加而增加。 

關於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之影響，有研究提出：來自於製造過程中的不確
定性，例如：當機、緊急訂單插入與重製等，會反映在製程時間的變異及到達
率的變異上，繼而造成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e.g., Benjaafar 1996)，Mapes et al. 
(2000)則指出：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可能來自於生產排程的未預期改變、個別
生產階段的製程時間變異性以及產出變異性，當生產排程發生未預期改變時，
除了造成生產批量的延遲，增加平均的產出時間與在製品存貨外，也會增加啟
動與換機發生的頻率，造成設備生產力的降低與產出時間的增加，繼而導致較
高的營運成本、較長的生產週期時間及運送的延遲；而當個別生產階段的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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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變異性愈大時，會使各階段之間的整合變得更為複雜，因而造成顧客前置
時間的延長以及運送可靠性的降低；至於製造過程中每一階段的產出變異性愈
高時，則發生報廢與重製的可能性愈高，對平均產出率及運送的可靠性同樣具
有負向影響。另有研究證明：在一製造系統中，因不確定性所產生之製程時間
與到達時間的變異性會造成較高的存貨水準、較長的生產週期時間以及較低的
交期績效，同時造成產出時間的延長與設備生產力的降低(Bennett and Forrester 
1994; Harrison 1996)。 

依據作業研究之文獻，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主要反映在製程時間、到達率
及產品需求的變異性上，而這些來自於內部環境的變異性(variability)不僅會影
響原物料在製造系統中的流向以及設備產能的利用，同時會造成時間績效的降
低，具體而言，在一穩定的系統中，投入率應與產出率相等，然而，當製造系
統中存在變異性時，這樣穩定的情況就不再能維持，由於生產批量到達工作站
的時間不容易預測，生產規劃的複雜性增加，生產批量的平均等候時間會因此
而延長，各工作站持有的存貨水準會提高，因而導致時間與交期績效的惡化
(Hopp and Spearman 2001)，此外，Tang (1990)也採用數學模式證明：製造環境
中存在的不確定性會造成產出率的下降與安全存貨水準的提高。因此，吾人可
預期： 

假說 3：假設其他條件不變，製造績效會隨著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的增加
而降低。 

參、個案公司 

個案公司為一家晶圓代工廠商，主要致力於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提供的製
程包括：互補金氧半導體邏輯製程 (CMOS logic)、類比數位 /混合製程
(mixed-signal)、射頻互補金氧半導體邏輯製程(RF CMOS logic)、單晶片或嵌入
式記憶體製程(embedded memory)、雙載子互補金氧半導體製程(BiCMOS)以及
銅製程等。在個案公司所擁有的晶圓廠中，本研究選取產品多樣性最高的廠別
作為研究對象，由於該公司採行客製化生產，加以製程創新速度極快，因此個
案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型態高達數百種之多，儘管如此，但各項產品所需的基本
製程是相似的，亦即，不同產品在製造過程中同樣需要經過氧化、擴散、黃光
微影、蝕刻、化學氣相沉積以及金屬濺鍍等製程，所使用的機台亦相似，主要
的差異在於經過各項製程的順序、次數以及在機台上的處置(operation)不同，
因而製造出各項獨特的積體電路產品。 

依據製程的差異，整個晶圓廠可區分成數個功能性區域，包括黃光區、蝕
刻區、擴散區、化學氣相沉積區、離子植入區、金屬濺鍍區與研磨區。在整個
IC製造過程中，晶圓成批量在廠區內移動，且會先後經過同一生產區域數次，
一般而言，在積體電路的製造過程中，晶圓會先被送至擴散區及化學氣相沉積
區依序在表層形成一層附著良好的二氧化矽，之後，再移至黃光區與蝕刻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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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圖像轉移程序，所謂圖像轉移，係指將電子零件與線路一層層的由電路佈局
圖轉換至晶片上，在轉移的過程中，光罩上的圖像會先被轉移至一層光阻
(photoresist layer)上，再從光阻層移轉至晶圓表層，最後，晶圓最上層未被光
阻涵蓋的部份會在蝕刻區被移除，圖像即可在晶圓表層形成，在圖像轉移過程
結束後，晶圓會被送至化學氣相沉積區或擴散區在晶圓表層進行離子植入，最
後再進入金屬濺鍍區、化學氣相沉積區與離子植入區執行金屬化(metallization)
的程序(Van Zant 2000)。  

平均而言，一項產品的製造需要數以百計的生產步驟，且須經過相同的機
台數次，每一項產品具有其獨特的生產路徑，不同產品所經過的機台型態不
同、順序不同、在機台上的處理時間亦異(Connors et al. 1996)。然而，儘管半
導體產業之產品異質性高，但差異化的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元件大小(feature 
size)，一般積體電路元件，係以微米(micron)為衡量單位（一微米=1/10,000 公
分），當元件愈小時，處理速度愈快、處理能力較高，具有較高的市場價值，
顧客的需求也較高，然而，要生產尺寸較小的電子元件，需要較先進的製程與
較複雜的製造過程。以黃光微影製程為例，要針對較小尺寸的元件進行圖像轉
印程序，需要較先進的微影機台與較昂貴的設備，同時當尺寸愈小時，無論是
隔離層、介電層或保護層的厚度均較薄，可容許的微塵尺寸愈小，因此會有較
高的報廢率與重製率，此外，較先進的製程通常也較新、較不成熟，需要較多
的監督與檢驗作業。 

在樣本期間內，個案公司同時生產多種製程，由於在相同機台上先後處理
各項不同製程時，需要額外的量測與校正作業，因此，當製程的多樣性增加時，
會有較頻繁的機台設定、報廢與重製問題發生，而且需要投入較多的資源處理
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性，並確保工廠的運作順暢。  

除了元件大小之外，產品多樣性尚來自於生產批量處理的優先性以及生產
批量的型態，關於生產批量的優先性，由於在晶圓代工產業，產品生命週期短，
上市時間是主要的價值動因，因此為符合顧客的需要，廠商有時會因應顧客要
求以較高的優先性處理特定批量的產品，這類生產批量在半導體產業謂之緊急
批量(hot lot)，由於緊急批量在各工作站具有較高的處理優先順序，故而，等候
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都比正常生產批量為短，但另一方面，緊急批量的插入卻
往往造成既定生產流程的中斷、機台當機時間的延長，繼而導致生產流程變異
性的增加與生產排程複雜性的提高，因而影響正常批量的產出率(Narahari and 
Khan 1997)。  

至於生產批量的型態，在半導體製造業，一項製程由剛開始開發到進入成
熟階段需要數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在到達量產階段之前，製造配方與流程需要
經過不斷地修改與測試，此外，廠商也需要經過不斷地實驗以修正生產路徑，
因此，在晶圓廠中同時存在研發批量與生產批量，較新的製程通常會有較多的
研發批量，而處理這類批量需要較多的檢驗與品質控制活動，會有較多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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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耗用於等候工程師與進行監測作業，故而會有較長的等候時間，此外，這
些生產批量通常也是以小批量生產，因此，容易導致批次不效率 (batch 
inefficiency)發生。 

肆、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來自一家半導體製造廠商 9 個月的機台別資料，樣本期間包
括：2002年 2~6月以及 2003年 3~6月，而在樣本的選擇上，依據本研究之研
究問題，為確保樣本的代表性，考慮以下因素：(1)在個廠的選擇上，選擇存在
產品多樣性的廠別作為研究對象；(2)在樣本期間的選擇上，選擇採用 9個月的
月資料以避免因特定月份之產能利用率的異常波動影響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二、變數衡量 

1.應變數  

本文的製造績效以等候時間、生產週期時間、生產品質及設備生產力衡量
之，分述如下： 

(1)等候時間：以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等候時間的平均值衡
量之，亦即，平均每一生產批量在到達個別機台後至正式處置之前的等候時間。 

(2)生產週期時間：以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之實際生產週期
時間的平均值衡量之，亦即，平均每一生產批量從到達機台至完成處置離開所
需時間。 

(3)生產品質：以特定期間內在個別機台完成處置之良好晶圓數目佔該機台處
理之晶圓總數的比例衡量之。 

(4)設備生產力：以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之設備綜合效率值(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簡稱 OEE)衡量之。所謂設備綜合效率，為半導體產業衡量設備
之使用效率的主要指標，該指標可反映出導致設備效能下降的原因，包括：因
當機、機器停頓或等待所導致之產能可用度的減少，因作業速度減慢所導致的
效率損失，以及因品質瑕疵及重製所導致之品質損失，據以整體衡量設備之使
用效率(Murphy et al. 1996)，其具體之計算公式如下：  

設備綜合效率值 (OEE) = 可用度 (availability) * 績效比率 (performance rate)   
* 品質比率(quality rate)  

= [（總時間－當機時間-計劃性的機台閒置時間）/總
時間] * [（實際每小時的產出數）/（理論每小時的
產出數）] * [良好品數目 /總生產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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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用度是以實際可用於生產之時間(actual production time)除以理論
可用時間(scheduled production time)而得；而績效比率則是以實際每小時可生產
之產品數除以依據理論速度(theoretical speed)每小時可生產之產品數而得；至
於品質比率則是指所生產出之良好產品的數量佔實際總生產數量之比率。 

2.自變數  

(1)產品多樣性：依據對半導體製造業與個案公司之生產特性的了解，本研究
採用三項衡量評估產品多樣性，亦即，製程種類數、緊急批量比例與研發批量
比例衡量之。所謂製程種類數，係指個別機台在特定期間內所處理之製程種類
的數目；而緊急批量比例，則是指個別機台在特定期間內所處理的生產批量中
緊急批量所佔的比例；研發批量比例則是以個別機台在特定期間內所處理之生
產批量中研發批量所佔的比例衡量之。 

(2)不確定性：依據生產管理文獻，本研究採用三項衡量評估製造環境中的不
確定性，亦即需求變異性、製程時間變異性與到達時間變異性。所謂需求變異
性(demand variability)，係指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每日所處理之晶圓數目的變異
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亦即： 

需求變異性 =（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每日所處理之晶圓數目的標準差）/（特
定期間內個別機台每日所處理之晶圓數目的平均數）  

而所謂製程時間變異性(process time variability)，係指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
所處理之每ㄧ生產批量實際製造時間的變異係數衡量之，亦即： 

製程時間變異性  =（特定期間內經過個別機台之生產批量其實際製造時間的標
準差）/（特定期間內經過個別機台之生產批量實際製造時
間的平均數） 

所謂到達時間變異性(arrival variability)，係以特定期間內到達個別機台之
生產批量其到達時間之變異係數衡量之，亦即： 

到達時間變異性  =（特定期間內在個別機台上連續兩生產批量之到達時間間隔
的標準差）/（特定期間內在個別機台上連續兩生產批量之
到達時間間隔的平均數）  

3.控制變數 

(1)產能利用率：係指個別機台耗用於具生產力 (productive)與不具生產力
(nonproductive)用途的時間佔該機台之理論可用時間的比例。依據生產管理文
獻，產能利用率可由產出面與時間面來定義，本研究依據 Gupta et al. (2003)，
採用時間面的定義，亦即： 

產能利用率 =（具生產力用途之時間+不具生產力用途之時間）/最大理論可用
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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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謂具生產力之用途，係指直接花費在產品製造上的時間，所謂不
具生產力之用途，係指花費在機台維護、校正、啟動、測試、等候與當機上的
時間，所謂最大理論可用產能係指以一天 24小時，ㄧ個月 30作為計算產能的
基礎。 

(2)生產總數：以特定期間內個別機台處理之晶圓數目衡量之。 

三、實證模型 

為檢測假說一與假說三，本研究設計模型一至四如下，其中，模式一與二
主要在檢視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對設備生產力與品質績效之影響，而模式三
與四主要檢視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對時間績效之影響： 

OEEt =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DEMANDVARt + ß5PROVARt  + 
ß6ARRVARt + ß7QTYt + e  (1) 

其中，  OEEt  = 第 t期個別機台之設備綜合效率值；  
TECH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製程種類數；  
HOT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緊急批量佔全部生產批量的比例；  
RD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研發批量佔全部生產批量的比例；  
DEMANDVAR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晶圓數目的變異係數；  
PROVAR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實際製造時間的變異係數；  
ARRVARt = 第 t期到達個別機台之生產批量到達時間之變異係數；  
QTY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產品總數。  

YIELDt  =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DEMANDVARt + ß5PROVARt  + 
ß6ARRVARt + ß7UTILt + e  (2) 

其中，  YIELDt = 第 t期個別機台完成處置之良好晶圓數目佔該機台處理之晶圓總數的比例；  
UTILt  = 第 t期個別機台耗用於具生產力與不具生產力用途的時間佔該機台之理論可用時

間的比例。  

WAITTt  =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DEMANDVARt + ß5PROVARt  + 
ß6ARRVARt + ß7UTILt + e  (3) 

其中，  WAITT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等候時間的平均值。   

CYCLETt =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DEMANDVARt+ ß5PROVARt  + 
ß6ARRVARt + ß7UTILt + e  (4) 

其中，  CYCLE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實際生產週期時間的平均值。  

為檢測假說二，本研究設計模式五至七如下，據以檢視產品多樣性對製造
環境中之不確定性之影響： 

DEMANDVARt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UTILt + 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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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EMANDVAR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晶圓數目的變異係數；  
TECH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製程種類數；  
HOT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緊急批量佔全部生產批量的比例；  
RD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研發批量佔全部生產批量的比例；  
UTILt  = 第 t期個別機台耗用於具生產力與不具生產力用途的時間佔該機台之理

論可用時間的比例。  

ARRVARt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 UTILt + e   (6) 

其中，  ARRVARt  = 第 t期到達個別機台之生產批量到達時間之變異係數。  

PROVARt =a + ß1TECHt + ß2HOTt + ß3RDt + ß4 UTILt + e (7) 

其中，  PROVARt = 第 t期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生產批量實際製造時間的變異係數。  

四、資料分析方法 

針對假說一及三，本研究設計實證模型(1)至(4)，透過檢視模型中各項產
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衡量之迴歸係數，分析產品多樣性及不確定性對設備生產
力、品質與時間績效之影響；至於假說二，本研究則設計模型(5)至(7)，透過
檢視產品多樣性衡量的迴歸係數，分析產品多樣性對不確定性之影響。關於各
實證模型之估計，本研究首先採用 OLS 進行估計，之後，為評估產品多樣性
對製造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本研究並採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檢視之。 

所謂路徑分析，屬於結構方程模組(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簡稱 SEM)
的一種，主要用以檢測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ㄧ般而言，在進行路徑分析之前，
會先建立自變數、中介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因果路徑圖，據此設定一組線性結
構方程式(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s)，繼而針對該組方程式進行係數估計，以辨
識出各變數之間的直接與間接關係(Kline 1998)。因此，本研究乃依據所欲測試
之產品多樣性、不確定性及製造績效變數間之因果關係，形成線性結構方程式
如下： 

y1 = γ11 x1+γ12 x2+γ13 x3+ ζ1 
y2 = γ21 x1+γ22 x2+γ23 x3+ ζ2 
y3 = γ31 x1+γ32 x2+γ33 x3+ ζ3 
y4 = β41 y1 +β42 y2 +β43 y3 +γ41 x1+γ42 x2+γ43 x3+ ζ4 

其中，x1 = 製程種類數；  
x2 = 緊急批量比例；  
x3 = 研發批量比例；  
y1 = 需求變異性；  
y2 = 製程時間變異性；  
y3 = 到達時間變異性；  
y4 = 設備生產力 (或生產品質、生產週期時間、等候時間)。  

之後，本研究透過 SAS 系統中的 CALIS程序進行估計，採用最大概似估
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進行參數估計，並以變異數與共變異數矩陣為
基礎進行模型分析(Hatcher 1994)。關於路徑係數之顯著性檢定，本研究則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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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t檢定進行，同時依據模式估計結果分別計算出各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
性變數對各項製造績效衡量之直接與間接影響。

伍、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分析 

由表一的敘述統計值吾人可看出個案公司的產品組合特性：首先，表中顯
示每部機台平均所處理的製程種類達五種之多，顯示個案公司具有較高水準的
產品組合異質性，此外，在個案公司每月份所生產的產品中，研發批量比例達
23%，屬於緊急批量的比例也達到 14%，顯示：個案公司確實存在產品多樣性，
且不僅在產品種類上具有多樣性，服務時間長短也是差異化的來源。 

表一 敘述統計量  

變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極小值 中位數 極大值 
設備生產力(%) 3688 53.18 20.90 0.20 55.10 100 
生產週期時間(分) 3688 228.48 437.91 0.51 86.61 6253 
生產品質 2438 0.999 0.004 0.89 1 1 
等候時間(分) 3688 116.76 169.88 0 48.41 1975 
製程種類數 3688 5.46 2.15 1 5 12 
研發批量比例 3688 0.23 0.38 0 0.017 1 
緊急批量比例 3688 0.14 0.20 0 0.0001 1 
需求變異性 3513 0.43 0.43 0 0.38 22 
製程時間變異性 3688 3.40 3.84 0.02 1.64 49.86 
到達時間變異性 3470 0.50 0.40 0.01 0.39 4.86 
生產總數 3688 21434 22618 10 14012 177814 
產能利用率(%) 3529 76.45 25.95 0 85.70 100 

在不確定性方面，由表一可看出：無論需求變異性、製程時間變異性或到
達時間變異性均大於零，顯示：個案公司所處的製造環境確實存在不確定性，
其中尤以製程時間變異性最大。另一方面，績效指標的敘述統計值顯示：個案
公司的產品良率達 99.9%，顯示個案公司具有極高的品質績效。 

各變數的相關矩陣列示如表二。表中右上角為 Pearson相關係數，左下角
為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觀察表二可知，自變數之間的相關性極低，均在
0.5以下，顯示自變數之間並不存在共線性的問題。 

二、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之直接影響1 

關於產品多樣性對設備生產力與生產品質之影響列示如表三。由表三可
知：設備生產力模型與品質模型均達 1%的顯著水準，且設備生產力模型之 Adj 
R2達 0.3096，顯示該模型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至於品質模型之模式解釋能力 

                                                 
1 本研究估計模式 (1)、(4)與(7)時，發現一階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但已採用ㄧ般化最小平方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修正，依據 Gujarati (2003)，採用該方法修正後，可得到不偏的係數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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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相關係數矩陣 

 設備 
生產力 

生產週 
期時間 

生產 
品質 

等候 
時間 

製程 
種類數 

研發批 
量比例 

緊急批 
量比例 

需求 
變異性 

製程時 
間變異 

到達時 
間變異 

設備生產力  -0.0846** 0.1278** -0.0551** 0.3400** -0.1340** -0.1227** -0.0817** 0.0537** -0.0337* 

生產週期時間  -0.0528**  -0.0547** 0.0545** 0.1912* -0.0568** 0.2774** 0.0005 0.1792** -0.0121 

生產品質  0.1030** -0.1018**  -0.0155 0.1612** -0.0680** -0.0248 -0.0015 -0.0419* 0.0034 

等候時間  0.0228 0.8287** -0.0780**  -0.0456** 0.0363* 0.0676** 0.0023 0.0552** 0.0644** 

製程種類數 0.3341** -0.0669** 0.1744** 0.0213  -0.1133** -0.1202** -0.0092 0.1389** -0.0351* 

研發批量比例  -0.0571** -0.0326* -0.1083** 0.0249 0.0444**  -0.2997** 0.0687** 0.0441** 0.1466** 

緊急批量比例  -0.0190 0.0490** -0.0008 0.0063 0.0179 -0.3186**  -0.0216 0.0554** -0.0339* 

需求變異性 -0.2047** 0.0522** -0.0375+ 0.0154 -0.0743** 0.1692** -0.0729**  -0.0213 0.0241 

製程時間變異性  0.0564** 0.2472** -0.0938** 0.2231** 0.0568** 0.0473** 0.0416* -0.0543**  -0.0517** 

到達時間變異性  -0.0623** 0.0245 -0.0262 0.0178 -0.0161 0.1663** -0.0976** 0.1339** -0.0829**  

a. 表中右上角為 Pearson相關係數；左下角為 Spearman等級相關係數。 
b.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則稍低(Adj R2 = 0.0256)，主要原因在於個案公司之生產品質極高，平均值已達
99.9%，大部分品質變異係為隨機性因素所造成，例如：供電中斷、人員疏失
等，因此產品多樣性與製造環境之不確定性能解釋之變異較低，儘管如此，由
於品質模型整體而言仍具統計顯著性，應不致影響吾人對於產品多樣性與不確
定性對生產品質之影響的檢定。至於產品多樣性之影響，在三項產品多樣性之
衡量中，吾人發現研發批量比例對設備生產力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係數
=-5.1740，t值=-13.62），對生產品質之影響亦顯著為負（係數=-0.00041，t值
=-1.83），至於緊急批量比例則對設備生產力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係數
=-7.3969，t值=-5.08），顯示當緊急批量比例愈高時，設備生產力愈低，與假
說一之預期一致。然而，製程種類數則對設備生產力與生產品質均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係數分別為 0.6533、0.0003，t值則為 4.00、6.95）。 

至於產品多樣性對時間績效之影響則列示如表四。整體而言，生產週期時
間模型與等候時間模型均達 1%的顯著水準，至於產品多樣性衡量對時間績效
的影響，則由迴歸係數的顯著性檢測之。表四顯示：在生產週期時間模型中，
緊急批量比例的係數顯著為正（係數為 636.4512，t值為 12.94），由此結果可
知：當個別機台所處理之緊急批量的比例愈高，生產週期時間愈長；而在等候
時間模型中，研發批量比例的係數則為 14.6422（t值=3.18），同樣顯著為正，
顯示：當處理的研發批量愈多時，等候時間愈長，與假說一的預期一致。至於
製程種類數，則與預期相反，本研究發現該變數對生產週期時間具有顯著的負
向影響（係數=-8.9564，t值=-1.93）。整體而言，除了製程種類數以外，本研
究結果支持產品多樣性對設備生產力、品質與時間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假說一獲得部份支持。 

針對製程種類數對設備生產力、生產週期時間與生產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
響之結果，本研究透過實地訪談與書面資料了解可能的原因為：由於個案公司
致力於專業晶圓代工，產品種類眾多，為減低人為失誤，避免造成生產排程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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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因此採行電腦整合製造，換機時間極微，加以在積體電路的製造環境下，
多種產品共用相同機台之情形極為普遍，當產品種類愈多時，可減低產品需求
之波動性，增加產能之有效利用，因此有助於設備生產力之提升與生產品質及
時間績效的增加。 

至於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之影響，實證結果同樣列示於表三與表四。由表
三可發現：需求變異性對設備生產力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係數=-0.6036， t
值=-1.90），而製程時間變異性對生產品質的影響亦顯著為負（係數=-0.00006，
t值=-3.04），顯示：較高的不確定性會導致設備生產力與品質績效的降低；至
於時間績效方面，表四顯示：製程時間變異性對生產週期時間與等候時間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分別為 25.6505、6.1979，t 值為 9.91、9.79）。綜而言
之，吾人可發現：三項不確定性之衡量分別對設備生產力、品質與時間績效具
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顯示製造績效確實會隨著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的增加而
降低，與假說三的預期一致。 

表三 產品多樣性及不確定性對設備生產力與生產品質之影響 

自變數 變數 
代號 

預期 
符號 

設備生產力 生產品質 

截距項 Intercept ? 10.9410** 
(37.13) 

0.9988** 
(2702.07) 

製程種類數 TECH _ 0.6533** 
(4.00) 

0.0003** 
(6.95) 

研發批量比例 RD _ -5.1740** 
(-13.62) 

-0.0004+ 
(-1.83) 

緊急批量比例 HOT _ -7.3969** 
(-5.08) 

-0.0004 
(-1.05) 

需求變異性 DEMANDVAR _ -0.6036+ 

(-1.90) 
0.0001 
(0.35) 

製程時間變異性 PROVAR _ 0.0154 
(0.30) 

-0.00006** 
(-3.04) 

到達時間變異性 ARRVAR _ 0.7783* 
(2.32) 

0.00009 
(0.48) 

生產總數 QTY + 0.0005** 

(23.84) -- 

產能利用率 UTIL + -- -0.000006+ 

(-1.88) 

樣本數 2681 2286 
Adj R2 0.3096 0.0256 
F值 172.73 9.56     

(p 值) <.0001 <.0001 
Durbin-Watson 1.564 1.736 

a. 括號內數字為 t 值。 
b.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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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括號內數字為 t 值。 
b.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三、產品多樣性對不確定性之直接影響 

關於產品多樣性對不確定性之影響列示如表五。依據假說二的預期，產品
多樣性的增加會使製造環境產生較高的不確定性，表五顯示：當個別機台所處
理之製程種類數愈多，製程時間變異性愈高（係數=0.2088，t值=4.35）；而當
研發批量比例愈高，則不僅對需求變異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0.0836，
t值=6.14），也會同時導致到達時間變異性的增加（係數=0.1884，t值=8.06），
對製程時間變異性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0.3634，t值=2.47）；至於緊急
批量比例，則對製程時間變異性之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1.3933，t
值=3.96）。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
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支持假說二之預期。  

四、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 

經由前述分析，吾人可以了解：在晶圓代工的製造環境中，產品多樣性與
不確定性對設備生產力、時間與品質等績效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甚且產品多
樣性會導致製造環境之不確定性的提高。因此，衍生出來的另一項研究問題
是：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為何？針對此問題，本研究採用
路徑分析探討之，模式估計結果與路徑分析圖(path diagram)分別示如表六與圖
二至圖五。 

表四 產品多樣性及不確定性對生產週期時間與等候時間之影響 

自變數 
變數 
代號 

預期
符號 

生產週期時間 等候時間 

截距項 Intercept ? 
91.9211* 

(2.01) 
26.6722** 

(6.54) 

製程種類數 TECH + 
-8.9564+ 

(-1.93) 
-0.4995 
(-0.27) 

研發批量比例 RD + 
33.4030 
(1.21) 

14.6422** 

(3.18) 

緊急批量比例 HOT + 
636.4512** 

(12.94) 
18.0046 
(1.00) 

需求變異性 DEMANDVAR + 
61.1442 
(1.48) 

2.8775 
(0.74) 

製程時間變異性 PROVAR + 
25.6505** 

(9.91) 
6.1979** 
(9.79) 

到達時間變異性 ARRVAR + 
-29.5679 
(-1.23) 

2.9638 
(0.71) 

產能利用率 UTIL + 
-0.1539 
(-0.43) 

-0.0114 
(-0.18) 

樣本數 2286 2681 
Adj R2 0.1166 0.0382 
F值 44.08 16.19 
（p 值） <.0001 <.0001 

Durbin-Watson 1.740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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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產品多樣性對不確定性之影響  

自變數 
變數 
代號 

預期

符號 
需求變異性 到達時間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 

截距項 Intercept ? 
0.4221** 
(20.48) 

0.4479** 

(12.65) 
0.7454** 
(3.35) 

製程種類數 TECH + 
-0.0033 
(-1.41) 

-0.0011 
(-0.26) 

0.2088** 
(4.35) 

研發批量比例 RD + 
0.0836** 
(6.14) 

0.1884** 
(8.06) 

0.3634* 
(2.47) 

緊急批量比例 HOT + 
0.0170 
(0.69) 

0.0573 
(1.34) 

1.3933** 
(3.96) 

產能利用率 UTIL + 
0.000005 

(0.03) 
0.000008 

(0.03) 
0.0008 
(0.36) 

樣本數 2286 2286 2828 
Adj R2 0.0174 0.0275 0.0103 
F值 11.11 17.18 8.37 

(p 值) <.0001 <.0001 <.0001 
Durbin-Watson 1.963 1.717 2.217 

a. 括號內數字為 t 值。 
b.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從圖二至圖五，吾人可看出：當產品組合中，研發批量所佔的比例愈高時，
不僅會直接導致設備生產力的下降（路徑係數=-7.2027）、生產品質的降低（路
徑係數=-0.0004）與等候時間的延長（路徑係數=19.5345），也會導致製造環
境之不確定性的增加，具體而言，即造成需求變異性（路徑係數=0.0786）、
製程時間變異性（路徑係數=0.8038）以及到達時間變異性的提高（路徑係數
=0.1579），而當需求變異性愈高時，會增加生產排程的複雜性，對設備生產
力具有顯? 的負向影響（路徑係數=-3.3647）；當製程時間變異性增加時，會
造成等候時間、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路徑係數分別為 3.0846、20.2309），以
及生產品質的降低（路徑係數=-0.00006）；當到達時間變異性增加時，則會導
致個別生產批量之等候時間的增加（路徑係數=25.6954），因此，研發批量比
例不僅對製造績效具有顯? 的負向影響，也會透過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間接
導致製造績效的進一步降低。 

此外，路徑分析之結果亦顯示：在特定期間內當所處理的產品中緊急批量
所佔的比例愈高時，會導致設備生產力的降低（路徑係數=-11.8292），以及等
候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路徑係數= 57.3293、582.8），另ㄧ方面，當
緊急批量的比例愈高時，也會增加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導致製程時間變異性
的提高（路徑係數=1.8788），而當製程時間變異性提高時，則會造成等候時
間與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路徑係數分別為 3.0846、20.2309），以及生產品質
的降低（路徑係數=-0.00006），換言之，緊急批量比例不僅會直接造成製造績
效的降低，也會間接經由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造成製造績效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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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影響設備生產力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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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影響生產週期時間之關係模式  

圖中所示為路徑係數。 
+ : 10%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圖中所示為路徑係數。 
: 10%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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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影響等候時間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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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影響生產品質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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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所示為路徑係數。 
+ : 10%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圖中所示為路徑係數。 
+ : 10%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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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製程種類數，圖二至圖五的結果顯示：當製程種類數愈多時，會導致
設備生產力的提升（路徑係數=2.7017），等候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的降低（路
徑係數分別為-3.3487、-7.0136），以及生產品質的提高（路徑係數=0.0003），
亦即製程種類數的增加有助於製造績效的提升，此與迴歸分析之結果一致，但
與本研究之預期結果相反。關於該項分析結果，經深入了解之後發現：此與晶
圓代工的製造環境有關，由於個案公司採行電腦整合製造系統，因此，因製程
種類數增多所可能導致之機台啟動頻率與啟動時間的增加已減至最低，加上當
製程種類數愈多時，可減少產品需求數量的波動，增加產能的有效利用，故而
對製造績效的提升有所助益。儘管如此，製程種類數的增加也會影響製造環境
的不確定性，造成製程時間變異性的增加（路徑係數=0.2824），繼而導致等
候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路徑係數= 3.0846、20.2309），以及生產品質
的降低（路徑係數=-0.00006）。因此，製程種類數對各項製造績效衡量之影響，
係取? 於製程種類數之直接與間接影響之相對大小而定。 

表六 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之直接與間接影響  (樣本數=3454) 

應變數 R2 自變數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總影響 

設備生產力 0.1284 

製程種類數 
研發批量比例 
緊急批量比例 
需求變異性 
到達時間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 

    2.7017** 
-7.2027** 

-11.8292** 
   -3.3647 ** 

-0.2625 
    0.2256 ** 

0.0637** 
-0.0832** 
0.4239** 

- 
- 
- 

2.7654** 
-7.2859** 
-11.4053** 
-3.3647** 
-0.2625 
0.2256** 

生產週期時間 0.1103 

製程種類數 
研發批量比例 
緊急批量比例 
需求變異性 
到達時間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 

-7.0136* 
15.1740 

582.8** 
8.0125 
2.6437 

20.2309** 

5.7132** 
16.2616** 
38.0098** 

- 

- 

- 

-1.3004* 
16.2616** 

620.8098** 
8.0125 
2.6437 

   20.2309** 

等候時間 0.0173 

製程種類數 
研發批量比例 
緊急批量比例 
需求變異性 
到達時間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 

-3.3487* 
19.5345* 
57.3293** 
-0.5314 
25.6954** 
3.0846** 

0.8711** 
6.5367** 
5.7953** 

- 
- 
- 

-2.4777* 
 26.0712** 
 63.1246** 

-0.5314 
 25.6954** 

   3.0846** 

生產品質 0.0269 

製程種類數 
研發批量比例 
緊急批量比例 
需求變異性 
到達時間變異性 
製程時間變異性 

0.0003** 
-0.0004 + 
-0.0004 
0.0001 
0.00009 

-0.00006** 

-0.00002** 
-0.00005** 
-0.0001** 

- 
- 
- 

0.0002** 
-0.0004* 
-0.0001** 
0.0001 
0.00009 

-0.00006** 
+、*、**分別代表 10%、5% 及 1% 的顯著水準。 

綜而言之，三項產品多樣性衡量中，除了製程種類數之外，其餘二項衡量
對於設備生產力與生產品質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於生產週期時間與等
候時間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產品多樣性確實導致製造績效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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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述迴歸分析之結果一致。此外，產品多樣性衡量亦分別導致三項不確定性
衡量的增加，顯示：當產品多樣性的程度增加時會造成製造環境中不確定性的
提高，另一方面，製造環境的不確定性則對製造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具
體而言，設備生產力隨著產品需求變異性的增加而降低，生產週期時間與等候
時間則隨著製程時間變異與到達時間變異的增加而延長，而生產品質也因製程
變異性的增加而降低，故而，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存在間接影響。關於產品
多樣性對製造績效之直接影響、間接影響與總影響，則彙總如表六所示。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檢視半導體製造環境下，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對製造績效之影
響，結果發現：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對設備生產力、時間與品質績效均具有
顯著的負向影響，至於產品多樣性的提高則不僅會直接造成設備生產力與時間
績效的降低，同時也會導致製程時間變異性、到達時間變異性及需求變異性等
不確定性衡量的增加，進一步造成設備生產力、時間與品質績效的降低，但不
同的產品多樣性衡量對製造績效具有不同的影響。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具有數項管理意涵：首先，本研究發現同一產品多樣性
衡量對時間、品質與生產力等製造績效之影響幅度並不相同，甚且不同產品多
樣性衡量對同一製造績效的影響也有差異，顯示：若廠商欲有效管理產品多樣
性以提昇製造績效或降低生產成本，應能針對不同產品組合特性選擇不同的管
理政策，例如：針對生產較高比例之高階製程產品的廠別，由於研發批量比例
較高，廠商應著眼於減低檢查與監測作業所造成之生產中斷的頻率，以提升品
質及時間績效；其次，本研究發現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不僅會導致等候時間
與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同時也造成生產品質與設備生產力的降低，顯示：除
了產品多樣性之外，不確定性也是重要的成本動因，廠商若欲提升績效水準，
應能著重於減低製造環境中之不確定性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並發現：產品多
樣性不僅會直接造成製造績效的降低，同時也會間接透過環境變異性的增加進
一步減低製造績效，故而忽略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可能導致產品多樣性之成本
的低估，進而造成次佳之產品多樣性管理決策，或者次佳之產品多樣性水準。 

在研究方面，本研究澄清多項過去研究的發現，對既存文獻提供了額外的
洞察，具有以下幾項貢獻：首先，過去管理會計研究主要依循依據作業基礎成
本架構，驗證產品多樣性是否為一成本動因（例如：Foster and Gupta 1990; 
Banker et al. 1995），但並未能釐清產品多樣性是如何導致生產成本的提高。然
而，本研究則具體指出：當產品多樣性提高時，會造成生產品質的降低、設備
生產力的下降，以及生產週期時間的延長，因此導致生產成本的上升，是故，
若欲減低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之影響，應從提升製造績效著手。其次，過去
研究在評估產品多樣性之成本時，主要著眼於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的影響，
然而，本研究則發現產品在生產線上的等候時間與生產週期時間會因為產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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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提高而延長，因此可能造成存貨水準的增加，以及顧客服務與交期績效
的降低，是故，在評估產品組合決策之攸關成本時，除了生產成本之外，應同
時將存貨持有成本及因顧客服務降低所導致之潛在銷售損失等營運成本納入
考慮。 

此外，既存的管理會計研究多集中於探討產品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而忽
略其他的情境變數(Ittner and Larcker 2001)，然而，本研究則發現：除了產品多
樣性之外，存在於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性也是造成績效降低的重要因素，因
此，若欲提升生產品質、生產週期時間或設備生產力等製造績效，應致力於減
低製造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水準，或透過管理政策降低不確定性的影響；最後，
過去研究主要著重於探討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的直接影響，然而，本研究則
發現：產品多樣性增加時，會造成製造環境中不確定性的提高，進一步導致製
造績效的下降，顯示：過去研究忽略產品多樣性對製造績效的間接影響，可能
造成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之影響的低估。 

基於前述發現，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延伸探討產品多樣性對生產成本
之直接與間接影響，或者檢視產品多樣性對營運成本之影響；其次，可討論廠
商所採行之營運管理政策，例如：持有較高的存貨水準以及提高製造彈性等如
何減低產品多樣性之成本。另一方面，依據行銷與經濟文獻，產品多樣性也可
能因為產品間的互補性，或消費者在偏好上的差異，而對銷貨收入具有正向影
響，因此，未來研究亦可同時由收入與成本面評估產品多樣性之成本效益，以
決定最佳的產品多樣性水準。 

最後，本研究存在以下幾點限制：首先，本研究僅以一家個案公司為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的一般性可能因此受到限制，但基於產品多樣性與不確定性為
普遍存在於產業界之現象，是故，本研究結果之應用價值應不致因而減損，Ittner 
and Larcker (2001)也指出以個別或少數公司為研究對象之實地研究雖存在外部
效度之限制，但卻能提供較詳細的資訊，對研究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增加
理論洞察上具有其貢獻；其次，基於實地資料蒐集之限制，本研究僅能取得兩
個年度上半年月份之資料進行測試，因此無法檢測實證結果是否可能因前半年
與後半年之營運模式的不同而改變，這是在對本文之研究結果作一般化推論時
必須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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