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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精實生產技術導入少量多樣生產企業之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Lean Production Way into Various and Small Amoun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李婕漪a 

摘要 

「應用精實生產技術導入少量多樣生產企業之研究」是一篇將「精實生產技術」導入以「少樣多

量」為生產模式之企業流程改善的技術報告。 

本技術以「少量多樣的業務接單與工廠生產的模式」為改善標的，經由實地訪談的過程，彙整生

產程序中發生的瓶頸與浪費，以精實生產的管理方式，導入「長短期產銷供需模型」、「工廠平衡生產

管理」、「VSM 價值流管理」及「工廠 Layout 設計調整」共四項改善方案。該技術於 2016年導入個案

公司，當年度績效驗證，精實生產管理系統不僅只適用於汽車產業，對於少量多樣接單生產模式之企

業，協助找出浪費及節省成本等面向也有很大的助益。個案導入公司於 2016年的績效指標共有五項，

分別為: 1. 達交率提升為 99.9%;  2. 空運費用節省約 400 萬台幣; 3. 庫存週轉率及庫存成本改善了

15%; 4. 加班成本降低了 2000 萬，並且員工流動率下降，生產效率提升; 5. 工廠生產加值流，共提升

30%的效率。由此可證，精實生產管理模式除了大型製造業外，也適用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產業。 

本技術的四項具實證成效之改善手法，分別與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大永門窗企業有限

公司，簽訂跨 106 年度之「精實管理概念運用於精密製造業生產效率之研究計畫，正研產學字(105)第

190號」，與「金屬加工製造業導入 ERP 系統之成本及效能研究計畫，正研產學字(105)第 191號」，二

件為期一年的產學合作案，透過一整年的實地訪談及研究，了解企業完整的生產流程，運用精實管理

之價值流手法，找出浪費改善流程，達到降低成本、準時達交並且顧客滿意的目標。 

關鍵字：精實生產、少量多樣、價值流管理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the lean production way into various and small amoun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by 

case study. In this case, a long-term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to the lean production system and a KPI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016. 

This study bases on the lean production way to introduce four steps which reduce the waste and the cost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Those are 1. to build a short and long term production-marketing model; 2. to build a 

level-loading production way; 3. to execute the VSM management; 4. to adjust the layout of the factory. 

This study approached 5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t 2016, which were: 1. up to 99.9% of the rate of delivery; 

2. saving NT $ 4 million air transportation cost; 3. inventory turnover and inventory costs were improved by 

15%; 4. overtime costs were reduced by 20 million; 5. factory production efficiency was increased by 30%. 

According to this case, it is a value function to introduce the lean production way into various and small 

amoun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t is absolutely worth to promote this way to improve the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system. 

Keywords: Lean Production, Various and Small Amount Production, V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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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理念 

精實生產系統 (Lean Production System) 的

概念主要來自於豐田汽車公司，為該公司為了達

成降低成本和縮短交貨期，同時又提高產品品質

所發展出的一種生產手法，其中包括經營理念、

生產組織、物流控制、質量管理、成本控制、庫

存管理、現場管理和現場改善等的完整的生產管

理體系。現今有許多企業仿效豐田汽車公司，應

用TPS概念導入精實生產系統，並確實產出效益。

因此，本研究將成功應用於汽車業的精實生產系

統，導入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製造業，並以少

量多樣的手工具業為例，進行精實生產管理，展

開製程流程，找出浪費，改善生產流程，達成縮

短交期同時又通過品質檢測的目標。 

本計畫個案為世界級的金屬加工業製造集團，

亞洲區為主要製造中心，然而位於亞洲區的台灣

工廠，面對同集團的大陸工廠競爭壓力逐年增加，

目前台灣工廠生產的產能分配已無法與大陸工廠

競爭，唯有搭著國際化與客製化的趨勢，以「少

量多樣」的方式接單，生產更客製化、高品質與

精品化的產品，來維持競爭與戰略地位。 

本研究以精實生產的觀念，從2015年起在個

案公司進行長期的訪談、實地參訪、提出改善方

案、以及協助個案公司導入精實生產手法，最後

得到成果顯著。因此，將此技術建構成「因應少

量多樣接單的精實生產手法」，除了替個案公司持

續改善，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外，更希望積極推

動此技術手法擴展到其他產業，期待台灣企業能

透過此方法達到最精實、即時以及整合的生產目

標，完成客戶的需求，提高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

力。 

2. 學理基礎 

(一) 精實生產系統之內涵 

精實生產由日本豐田公司開始發展，並將即

時化、自働化以及平準化三大概念導入生產現場，

並且以「將高山削平，將深溝填平」的口號執行

了「平準化生產」的第一步，隨後所發展出來各

項改善手法，逐步改善了現場生產管理，各部門

工作與事務流程，達成減少生產系統浪費的最佳

化。 

(二) 精實生產的五個原則 

精實生產內含了許多生產流程改善手法，因

此Lean Thinking該書作者James Womack與Daniel 

Jones指出，善用精實系統思考的企業，可以用較

少的金錢、較少的設備、較少的時間與空間，生

產出顧客的需求。為協助企業引進精實生產以消

除浪費、創造獲利，沃馬克與瓊斯提出「價值溪

流圖解分析法」，共包括5個基本原則:  

1. 定義顧客「價值」: 唯有從顧客的觀點才

能界定價值，因此企業必須以全新的角度

與顧客對話，在特定的時間以特定的價值

與顧客主張的價值相符，如此才能吸引更

多的顧客。 

2. 確認及繪製產品的「價值溪流圖」: 企業

必須畫出一張「價值溪流圖」，用以確認產

品的設計、銷售、製造等各項流程，並逐

步消除浪費。 

3. 力求價值活動暢通無阻: 從供應鏈到生產

作業緊密連結，形成不間斷連續作業流程

是精實生產的主要目標，再確認價值，並

畫出產品價值溪流圖且去除浪費。 

4. 由顧客需求驅動生產的「拉式管理」: 後

拉式生產指當顧客有需求時，上游供應商

才進行生產，最大的好處在於當顧客知道

他們要什麼，都可以迅速獲得時，顧客的

需求就會逐漸趨於平穩，企業也可省下因

銷售預估錯誤所造成的庫存損失。 

5. 追求無止境的完美: 建立一個人人追求

「完全消除浪費」的企業文化。從產品開

發、排程和生產系統中著手，從小規模改

善開始，逐步追求「止於至善」的境界。 

(三) 精實拉式生產 

精實生產的核心制度為拉式生產，有別於大

量存貨的推式生產方式。大量生產方式有預設一

個標準，代表了可容許不良品並且容許庫存，他

們認為若是要再提高服務水準，會增加許多的成

本及壓力，而精實拉式生產則是不斷追求降低成

本、追求零庫存以及追求產品的多樣性，因此拉

式生產會根據顧客的需求建立一個由後製程拉動

前製程的無間斷的生產流程，達成零庫存、生產

流程順利以及顧客滿意的目標。因此在此概念下，

拉式生產模式常會用到一些不同的工具，以下對

常用到的手法進行介紹:  

1. 超級市場拉動系統 

超級市場拉動系統即為看板系統的一種，概

念上就是只要產線上任何一種產品被取用都會即

刻補充，用來避免運用計畫來預測規劃生產排程 

(Nicholas and Soni, 2006)。因此當二個作業無法連

續流動時，可以利用超級市場的概念作緩衝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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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暫存區，但在拉式超級市場的系統中是不可能

存在所謂的「庫存」，所以在二個不連續的作業下

必須使用先進先出列 (First in First out, FIFO) 來

取代超級市場，進而保持兩者間的流動。然而，

這種先進先出列只能容納一定的庫存，因此假若

先進先出列滿了，則供應端必須停止生產，直到

顧客或下個作業取走庫存。 

2. 看板 (Kanban) 

看板是作為生產指示或者規範物料搬運的工

具。後製程若使用零件，為了補充被使用掉的量，

就利用看板作為通知前工程的工具。因此精實生

產將看板當成拉式生產的訊號來使用，生產量的

多寡必須和看板數量配合，並且在實際生產過程

中，產品週期時間是一個重要的績效指標，再加

上從精實生產的概念來看，小批量生產可以加速

在製品的移動，加工時間會隨著批量減少而縮短，

進而達到縮短產品週期時間以及降低庫存的目的，

由此可知，在制定生產與領取單位數上，看板容

量就是影響拉式系統成效的重要因子。 

(四) 價值溪流圖 

價值溪流圖(VSM) 為精實生產的重要工具

之一，以用來界定複雜的生產加值過程中的「價

值」定義。實施的方式是先繪製出目前製程中的

步驟，定義出「加值」與「浪費」的地方，並藉

由PDCA機制持續改善，達成消除浪費的目標，    

針對  VSM 的應用與繪製，Rother與Shook 於

1998發表的「Learning to See」書中提出7個指導

原則，分別描述如下: 

1. 根據節拍時間(Takt Time) 生產: 由於精實

生產強調只有在顧客需求時，提供顧客所

需的數量，導致Takt Time會因為訂單數量

的不同而隨之改變。因此，所需的工作時

間除以顧客所需的數量即為節拍時間。例

如顧客訂單為80件，而每天工作時數為8小

時，則節拍時間為480/80=6分鐘。然而，

當訂單需求增加時，則節拍時間縮短，此

時就需要以增加人力或機台的方式來提高

生產因應之; 反之，當訂單減少時，則節

拍時間會增加，生產線則降低生產速率，

或是將多餘人力挪作他用，如此來提供生

產線調配的彈性。這就是根據顧客需求，

以顧客訂單為導向的後拉式生產概念。 

2. 強化生產過程中的連續流動: 連續流動的

生產方式效率最高，代表各個生產工序傳

遞間沒有任何停留，是精實生產的最佳典

範。 

3. 利用超級市場拉動系統控制生產: 實際生

產的價值流中經常有很多狀況會造成無法

連續生產，其原因可能有: (1) 每個工序週

期時間不同。(2) 運輸時間及成本的限

制。(3) 某個工序的前置時間不同，無法

相連。因此當生產不連續時，店面 (Store) 

就成為後拉式生產模式中一個重要的工

具，當後製程要跟前製程領貨時，必須要

有一個陳列在製品的位置，這裡就稱之為

店面，店面要以先進先出為原則，並且物

品擺放須符合5S的要求，讓後製程領取以

及前製程補充都能順暢。 

4. 顧客訂單只下給一個生產工程: 在應用超

級市場拉動生產時，只需將生產計畫下達

給價值流中的某一工程，而這一個工程就

稱為「基準節拍工程」，其目的在於透過控

制這個工程的生產，設定所有上游工程的

節奏。例如，將訂單下給生產某項產品的

第二個工程站，則上游的第一個工程站就

必須依照下游的需求生產。 

5. 產品平準化 (Leveling Production) 生產: 

在精實生產的理念中，平準化生產指的是

在固定的生產期間內，平均產品的種類及

數量，這樣可以有效滿足顧客需求並避免

批量生產的過程中造成的庫存 

(Marchwinski and Shook, 2003) 。因此，基

準節拍工程中，越平準地生產各種類的產

品，就越能在較少的庫存下，利用較短的

前置時間有節奏的領取與製造，並達成對

不同的顧客做出即時回應的目標。 

6. 建立生產節拍，預測生產流動: 對基準節

拍工程有規律地下達一定分量的工作，且

在同一時間取走等量的成品。而在產品平

準化生產的前提下，可透過負荷平準化箱 

(Heijunka Post) 此工具的協助，實施有節

奏的領取。看板盒每一間隔有一列，縱列

代表不同的時間順序，橫列代表不同的產

品或工程。依照時間取走看板，並轉交給

基準節拍工程，領取完成品送至超級市場

或出貨場。因此，間隔是基準節拍工程累

積節拍時間至可領取完成品的時間，而這

間隔時間就成為生產計畫的時間單位。 

7. 基準節拍工程應開發每天可製造所有種類

零件的能力: 從生產批量的觀點來看，生

產批量小，代表越有能力可以因應顧客需

求的波動，也可以降低庫存。然而，生產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九期  106.09 

 146 

批量小，也代表所需換模的次數越多，如

果本身換模時間太長就會造成花費太多時

間在換模作業上，必須要先降低換模時間

來因應換模次數的增加。因此，基準節拍

工程經由減少換模時間、採取小批量生

產，可對下游需求變化更快地做出反應。 

3. 主題內容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研究對象為居世界

領先地位的五金及手動、電動工具產業集團，對

於此集團台灣分公司進行個案研究，展開以下五

步驟，分列如下 :  

步驟(一)到步驟(三) 闡述本研究的「主題內

容」，包含介紹個案公司背景與基本資料、產品種

類、工廠產能比例、生產製程與生產模式概述。

並與個案公司主管訪談，討論目前接單與生產的

產銷流程、物流模式以及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與瓶

頸，並將訪談後的現況做成問題總結。步驟(四)為

導入精實管理改善方案的「方法技巧」，對於個案

問題導入改善方案，總和問題與資料，分析如何

將精實管理的觀念與方法應用在產銷供需模型、

價值流管理、平衡生產、物流改善與Layout規劃。

步驟(五)以實證之數據，做為導入精實化管理改

善方案後的「成果貢獻」，表列個案公司改善後的

績效指標與成果，並將所有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

進行分析比較，撰寫成為一技術報告，提供欲導

入精實管理系統的企業參考。 

(一) 目標敘述-個案背景了解與資料蒐集 

個案公司為美國著名五金、手工具與電動工

具集團。總部位於美國的S工具集團，是全球最大

的工具製造商之一。其產品涵蓋面廣泛，包括工

業用手動、動力工具、工具箱、鑽夾頭以及電動

工具焊接等產品。S集團深入全球市場，其旗下自

創及代工品牌，跨足汽修、航空、電子、能源、

五金、工業以及一般零售等通路。主要客戶涵蓋

各大型賣場，除了集團自有品牌，歐美各主要加

工手工具品牌皆為其代工客戶。台灣為集團亞洲

區供應管理營運中心，在亞洲有完整的供應商網

路，專業的產品技術團隊，測試中心，健全供應

商產品品質發展計畫。集團開發與生產產品種類

繁多，除了跨越各領域，也生產小自五金零件，

大至手動工具及電動工具等，適合各種領域，不

同場合、不同尺寸以及不同品牌logo等產品，種類

高達25000種以上。 

1. 案例公司集團架構 

案例公司在美國東岸為集團總公司，為集團

的營運銷售中心，總公司內部設置個成本中心最

高主管，包含生產製造、品管、HR、研發、財務

及業務行銷，並向CEO報告。總公司轄下區分為

美洲區、亞洲區、歐洲區，各區設置區域總裁，

各區域總裁統合區域內各分公司成本、銷售與營

利，並向總公司CEO報告。其中亞洲區以生產成

本的優勢，為主要生產基地，負責集團70%產能。 

案例公司為亞洲區台灣分公司，台灣為亞洲

區營運中心，由台灣負責接單，而廣州廠為主要

生產工廠。 

2. 亞洲區工廠產能比例與接單模式 

表1為亞洲區廣州廠、上海廠與台灣廠2016年

的產能比例、接單數量、產品品項與每張訂單的

產品種類數量。 

表1 亞洲區產能、訂單及品項統計表 

Site 台灣 上海 廣州 

2016 產能比例 1 3 5 

2016 訂單數量 1098 2674 3788 

2016 接單品項數 18046 9058 8425 

2016 品項數/訂單數 16.4 3.4 2.2 

台灣廠的產能為亞洲區產能的11%，與主要

生產基地廣州廠有5倍的產能差異，比較2016年接

單數量與接單實際品項數，得到2016年三個工廠

平均每一筆訂單包含的品項數量(產品種類)。台

灣廠卻為16.4種，遠高於上海廠的3.4種與廣州廠

的2.2種。年度接單品項種類，台灣廠為18046項，

遠高於上海廠的9058項與廣州廠的8425項。此趨

勢表示台灣廠以廣州廠5/1的產能，每張訂單承接

7.4倍於廣州廠的產品項。台灣廠的生產戰略地位

為少量多樣的接單方式，相對的廣州廠為少樣多

量的接單方式。因此確認台灣廠是以少量多樣的

接單方式進行營運，導入精實生產將以適合此接

單方式的生產模式與物流進行規劃。 

3. 台灣廠手工具生產製程與生產模式 

台灣廠手工具典型生產製程如圖1所示，區分

後前中後三段製程:  

(1) 前段製程為將鋼料進行鍛造成型(毛胚)。 

(2) 中段製程為金屬切削，研磨，熱處理與表

面(電鍍/烤漆)處理。 

(3) 後段製程為滾壓字(品牌)、組裝與產品包

裝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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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依產品不同有不同的製程與設備，台

灣區尚無具有完整製程的大廠，有足夠能力涵蓋

所有手工具製程與生產設備。因此生產模式為借

重協力廠商，以專業分工的外包方式，將前段與

中段製程外包給各加工廠商。而台中地區太平、

大里、大雅等工業區為此金屬加工的產業聚落。

台灣的產業聚落與分工方式，更適合少量多樣的

生產支援。 

(二) 個案研究標的展開:  

第二步驟，與個案公司主管進行訪談，討論

目前的接單與生產流程、產能指派方式、物流模

式以及在實務上遇到的問題與瓶頸，並做成問題

總結共分成三大項分別如下:  

1. 台灣廠接單方式:  

(1)與大陸上海廠與廣州廠比較，2016年台灣廠

接單數量為上海廠的1/3，廣州廠的1/4。由於

台灣與大陸廠的產能特性，業務的訂單分配

方式為廣州廠以大量生產模式承接少樣多

量的大型客戶訂單，台灣廠以少量多樣的小

型訂單為主。並且，台灣廠支援零件與成品

到上海廠與廣州廠，以應付訂單中客戶特別

要求的少量種類產品。 

(2)台灣廠雖然承接少量多樣產品，但仍然被客

戶與總部要求保持具有競爭優勢的生產lead 

time，必須維持與大陸廠少樣多量的生產模

式同樣的生產與交期時間。大陸工廠需要台

灣支援的零件與產品，在維持同樣交期的條

件下，考慮兩岸海運時間後(大約兩周)，無

法保留給台灣工廠足夠的生產時間，對於交

期的達交率因此降低。 

 

 

資料來源: 金屬中心ITIS計畫 

圖1 手工具製造基本製程 

 

2. 生產計畫標的展開 

生產計畫得展開分為長期計畫、短期計畫、

外包計畫，分述如下: 

(1) 短期計畫: 依據業務訂單，從SAP展開各階

成品、半成品與零配件需求。計畫人員依據

SAP定義的各製程lead time，進行外加工計

畫的工單發包、廠內自製製程(車削、裝配

與包裝)排程展開，採購計畫展開。 

(2) 長期計畫: 依據去年度銷售實績作為今年

度的預測需求，在工廠內尚無規定的作法，

由計畫人員自行判定如何展開計畫。 

(3) 外包計畫: 案例公司將前段製程與部分中

段製程已外包給加工廠的方式，進行派工

生產。前段與中段製程再區分為各個製程

主站點，分別由不同加工廠外包生產，由案

例公司計畫人員追蹤與跟催進度，以符合

庫房備料與廠內加工時間。 

(4) 在長短期生產計畫展開的過程，遇到以下

問題:  

A. 業務每日緊急插單、客戶交期調整、大陸廠

提出產品支援等訂單變異，讓計畫人員頻

繁調整排程與交期，外包人員與採購單位

每日變動供應商交期，造成排程準確度降

低，外包與採購人員調度供應商能力與信

任度降低，造成2015年達交率僅為77%，並

支付額外空運費用高達400萬台幣。 

B. 工廠排程在指派工作線與人員調度時，會

依據每項產品的每小時工時生產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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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線直接員工人數的分配。但業務接單不

會考慮工廠生產限制與產品生產需耗費的

工時數，並遇到訂單變異的狀況下，人員指

派更為困難，人員需求緊急拉生與降低，造

成熟練工流失、新手增加、人員效率降低、

人力招募困難等問題，2015年總生產的加

班費高達4000萬元。  

C. 工廠為了因應訂單變異性，以堆積庫存的

方式，試圖解決交貨延遲的問題，造成2015

年庫存高於年度預估目標20%。 

D. 金屬加工製程繁複，每一道製程都有不同

加工廠，因此加工的 lead time包含了產能

調配、產品分配與運送時間的浪費。總體來

說加工製程越多，時間的浪費越多。 

 

圖2 平準化前人員配置圖 

3. 工廠 Layout與物流模式 

(1) 工廠layout與物流模式如圖3所示，簡介如

下:  

step1: 前中段製程外包廠與採購供應商進料。 

step2: 外包與採購人員將半成品與零配件進

入工廠內暫存區。 

step3: 製造部人員將半成品送到中段製程加

工區加工生產。 

step4: 將完成中段製程半成品送到組裝區進

行裝配。 

step5: 庫房人員將組裝完成品送到庫房儲存。 

step6: 庫房接到訂單，將庫房成品送到備料區

進行備料。 

step7: 庫房人員將備料完成的成品與套裝送

到備料集結區。 

step8: 庫房人員將備料完成品送到包裝廠進

行包裝。 

step9: 包裝完成品移動到包裝完成區。 

step10: 將包裝完成品送到出貨區出貨。 

(2) 在step1到step10的過程，遇到以下問題: 

A. 各步驟的物流動線連續繞行三個圓圈動線，

如圖4所示， (step1~step2、step3~step5、

step6~step10)，造成搬運時間的浪費，並且

在產能滿載與瓶頸時，重疊的動線容易造

成的搬運困難，對於時間規劃影響更大。 

B. 各步驟使用堆高機頻率高，過多重疊的動

線容易造成工安事故。 

4. 工廠主管在2016年初進行staff meeting，讓

各部門基層與中階主管提出2015年遇到的

問題與建議改善方案，並做成紀錄，如表2

所示。 

 

圖3 台灣廠區layout與物流模式 



應用精實生產技術導入少量多樣生產企業之研究 

149 

 

圖4 台灣廠區layout與物流動線重疊圖 

表2 2015年X部門問題分析與解決 

問題 

類型 
問題 建議改善 

人 
1.正職員工加班意願低，假日工聘任破歷史紀錄。 1.增加正職員工的聘任。 

2.假日工聘任成本最高，NLW 營運成本大幅增加。 2.生產排程之工作規劃集中在週一至周五。 

料 

1.缺料缺太多，東西很難找，套裝時常是不齊料包

裝 

1.備料 Item齊全，每個 Item的料，建立

+3%的供應量 

2.物料未能及時進現場 2.庫房撥料確認清點 

環 包材空間規劃分類，找包材耗時 
1. 包裝空間規劃分類，目視標示單的建立 

2. 包裝器材的專人專職，專門儲位管理 

料 包材囤積太多 
1.包材太多，占空間，1周前進貨 

2.依生產進料 

法 產品包裝錯誤，拆包浪費工時，影響產能 
1. 同仁相互檢視，加強宣導 

2. SOP 建立，個產品的 Standard work 

人 
契約工常請假，加班意願低落，導致須請假日工協

助工時 
人力品質提升及獎金制度 

人 包裝場男性工作者人數偏低，部分工作無法被執行 員工男性比例增加 

環 
廠區小，環境不佳，影響情緒，人員及產品壅擠(裝

配，出貨，包裝皆有提出) 
1.5S 活動:整理整頓的執行 

機 模具不好找 
1.模具架購置 

2.模具清單及編號管理 

法 快速板手組立後，會有卡死及脫出的品質異常問題 
1.加強新進人員的教育訓練(組立及品質概

念) 

料 零組件及半成品無法即時到裝配產線上線 1.半成品及零件依裝配需求日備料 

人 趕貨時的加班意願:正職與契約工無法配合需求加班 
1.增加誘因，吸引員工加班 

2.減少急單趕貨的情況發生 

料 物料帳料不清楚 
1.進出料應確實清點 

2.物料專職人員 

料 
外購品，包材，關聯方進場時間不定，人員須隨時

放下手頭工作，進行收料 

1.專人專職進行收料工作 

2.規劃分時段收料 

環 物料進廠後，無固定儲位可以擺放，易造成混料 固定儲位規劃 

料 貨物短少，出貨須待料 各單位依出貨需求，備料至待出貨區 

料 
出貨器材需注意品質(木箱，棧板)，木箱，棧板不

堪用品須及時處裡 
 

人 出錯貨 
1.人力需專人專職處理上貨，點料並進行交

互確認 

人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不足 出貨區人力應有指揮調度人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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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與瓶頸資料蒐集: 對於需解決與改

善的問題點，與個案公司主管訪談，並請

主管提供長短期資料報表，進行問題分

析，其結果陳述如下表3所示: 

根據上表所述狀況，根據「人、機、料、法、

環」的原則，整合為以下五大面向，如圖5所示，

將在下個章節對於個案發生的五大問題提出改善

方案，運用精實管理的觀念與方法平衡生產、物

流改善與Layout規劃。 

 

表3 個案產品生產加值流的問題列表 

問題類型 問題原因 問題結果 

接單問題 

外部客戶少量多樣接單模式，生產調度困難 
生產時間超過標準製程時間，對業

務交期延誤 

支援大陸工廠需考慮海運周期 2周 
生產標準時間被壓縮 2 周，對於內

部客戶大陸廠交期延誤 

計畫展開問題 

1.業務插單、交期調整、大陸廠緊急支援 

2.排程準確度降低，外包與採購人員調度供應

商能力與信任度降低 

2015年達交率僅為 55%，並支付

額外空運費用高達 400 萬台幣 

1.業務接單不會考慮工廠生產限制與產品生產

需耗費的工時數 

2.人員調度與工作分配失當、契約工比例高、

流動率高、工作效率低 

熟練工流失、新手增加、人員效率

降低、人力招募困難 2015年總生

產的加班費高達 4000 萬元 

為因應訂單變異性，以堆積庫存的方式，試圖

解決交貨延遲的問題 
2015年庫存高於年度預估目標 20% 

前中段製程外包加工廠複雜，整體外包 Lead 

time 時間長 
影響對業務的達交率 

工廠 Layout 與

物流模式問題 

各步驟的物流動線為連續繞行三個圓圈動線 

造成搬運時間的浪費，在遇到產能

滿載與瓶頸時，重疊的動線造成的

搬運時間影響更大 

各步驟使用堆高機頻率高 在重疊的動線容易造成工安事故 

動線與物流 routing複雜 備料缺件比例高，備料效率低 

動線混亂，找料時間長，缺少管理報表與跨部

門整合能力 
備料缺件比例高，備料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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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導入效益圖 

4. 方法技巧 

本研究透過與個案公司主管實地訪談並分析

探討，總和其問題共分五大面向， (一) 人: 人員

調度與工作分配失當，契約工比例高流動快，工

作效率不易培養; (二) 料: 缺料問題，備料效率低; 

(三) 法: 動線混亂，找料時間長，缺少管理報表

與跨部門整合能力 ; (四) 法 : 接單到出貨Lead 

Time延遲，無法保持達交率與出貨彈性; (五) 環: 

空間不足，庫儲區域定位模糊，擺放位置不固定。  

以分析問題總結所得的五大面向做為起點，

依據個案工廠產能與接單模式，將精實管理的觀

念導入接單式生產產銷流程，以平衡生產模式導

入裝配與包裝生產線。根據個案公司的情況，列

出改善方案共四項，分別為 (一) 長短期產銷供

需模型的導入 ; (二 ) 工廠平衡生產管理 ; (三 ) 

VSM價值流管理; (四) 工廠 Layout設計調整，各

方案手法分別解釋如下:  

(一) 長短期產銷供需模型的導入 

產銷供需模型主要目的為: 1. 業務與生產製

造的流程改善、2. 長期規劃導入預測(Forecast)的

參數以降低無效庫存堆積的浪費、3. 短期規劃導

入訂單變異協調的流程，縮短訂單協調 lead time，

提升工廠應付急單與緊急訂單調整的彈性，降低

計畫人員一日數變的計畫更改頻率，提升訂單達

交率。其詳細流程分階段完整介紹如下。 

(1) 長期需求展開: 

A. Demand (需求)與Supply (供給)參數導入:  

(A) Demand在長期需求規劃中包含了Forecast 

(年度與季度預測)與Budget (年度目標訂

定)。 

(B) Supply包含各部門對於生產參數的提供。 

(C) Demand與Supply參數合併模擬與媒合長期

生產計畫。 

B. Demand(需求)參數包含以下幾項預測項目:  

(A) Flow(熱銷/持續生產機種): 計畫單位主要

plan的標的。 

(B) New(新產品的銷售計畫): 由PM單位與業

務單位合作提供，新產品的導入計畫將影

響工廠評估產能的擴充、機台的增減與修

改以及工治具的開發與採購。此項目的重

要性高，機台與治具的增加或修改，常常需

要足夠的前置時間，工廠必須因應為一項

重要的參數。 

(C) Slow(長庫齡機種/業務無訂單機種): 此類

不健康的庫存去化緩慢，占用部分庫存成

本，業務單位與PM單位合作提出年度去化

或報廢計畫。 

C. 供給端的參數設定: 計畫參數包含了庫存，

產能，Cycle time、供應商評估、新產品導

入計畫。以上參數作為計畫部門人員進行

供給與需求的模擬與媒合。 

D. 長期供需計畫的模擬與媒合: 依據供給參

數與需求參數，經由計畫部門媒合生產參

數，模擬產出年度供需計畫，並且訂定各項

生產指標作為年度績效指標的依據，這些

指標包含(庫存目標、工時目標、人力成本

以及生產成本等)。 

E. 長期供需模型彙整如下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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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長期供需模型圖 

(2) 短期需求展開: 

將短期需求展開區分為A. 業務訂單與變異

協調; B. 製造部門生產計畫執行; C. 製造部門生

產計畫執行; D. 達產達交與交期協調共四個段落，

分述如下: 

A. 業務訂單與變異協調: 工廠承接訂單前，

每周一由業務單位提供訂單協調書，每週

二由工廠單位評估產能限制，回覆交期與

數量。業務對於訂單變異(交期變異、數

量變異、產品明細變異)於每周二、四提

出協調書，由工廠在每周三、五回覆給業

務達交率。 

B. 計畫部門生產計畫安排: 計畫部門依據生

產參數安排短期生產計畫(周排程與日排

程)，並安排生產工單與人力需求規劃。

生產計畫的安排考慮(A) 業務訂單達交日

期; (B) 月底庫存; (C) 每月工時目標達

標。 

C. 製造部門生產計畫執行: 製造部門依據工

單與人力需求規劃，進行派線與日排程目

標達標。工廠建立生產管制表，紀錄生產

效率與良率等重要指標達成成果。 

D. 達產達交與交期協調: 計畫單位依據每日

生產實績，生產指標執行實績，確認各段

生產線的生產風險，確認達交日期與數量

是否能達成，出貨風險訂單與業務協調。 

(二) 工廠平衡生產管理 

1. 生產平準化的定義:   

日本豐田精實化生產的發明者大野耐一，將

生產品平準化定義為執行精實生產的第一步驟

「把高山削平，把低谷填淺」，將生產需求搭配產

能，進行每日固定產能的方式備料與生產，以維

持低水位的庫存，穩定的生產效率與穩定的品質。 

2. 生產平準化的執行:  

(1) 計畫部門人員依據業務訂單(交期與數

量)，展開週排程與日排程，以後段包裝

製程為例，訂出第一版本的包裝計畫，換

算成每一週的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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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第一版工時變異大的週別，配合工廠

每周人力限制，進行平衡生產的調度安

排，平衡生產的原則為將現有人力在現有

工時上充分利用，將加班費用降到最低。 

(3) 製造部依據level loading後的計畫執行，

如圖7所示。 

(4) 工廠2015年9~12月份無進行level 

loading，與2016年 level loading的差異，

如圖8所示。level loading前，2016年11月

份經由業務訂單計算工時為9300 hrs，遠

低於10月份 15000 hrs與12月份22000 

hrs。經由 level loading調整後，計畫人員

將 12月份(高峰) 的6000 hrs提前到11月份

(低谷)生產，以維持10~12月份16000小時

的平衡生產模式，降低加班費用(12月份)

與人員閒置(11月份)的浪費。 

 

圖7 每週工時平準化改善圖 

 

圖8 月平準化生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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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VSM價值流管理 

1. 選定主要生產產品族群，利用價值流管理 

(Value Stream Management) 模型，展開從

將前段製程(鍛胚)開始的外包製程，經過中

段製程與廠內組裝包裝的後段製程。並套

入此系列產品於2016年度的需求量，作為

計算整體Lead Time、工廠人力與產能安排

的依據。 

2. VSM模型導入後，進行兩項改善重點: 

「供應商整合」與「組裝製程機台、人力

與產能改善」。分述如下:  

(1) 供應商整合:  

經由增值的過程，依據供應商產能與生產時

間，計算出進入工廠前的前段製程與中段製程所

需的總體Lead Time，而總體Lead Time 包含供應

商生產時間與運送時間。產品從鋼材進入鍛造廠

的前段製程，再進入研磨、車銷、熱處理、震盪

與電鍍等中段製程，每一段製程都是不同加工廠，

其生產方式、產能、與運送方式都不相同。在此

段外加工流程進行供應商整合，尋找一家代表廠

商，直接整合各段製程，這一家代表廠商也是工

廠的對應窗口，改善工廠計畫人員需從每一家廠

商逐一跟催交期的工作時間。 

(2) 組裝製程機台、人力與產能改善:  

後段製程主要為人力為主的組裝製程，組裝

的產能決定於人員熟練度、組裝手法與輔具的支

援。此項改善針對現場裝配人員對於零配件擺放

位置及組裝手法，沒有一致的組裝標準流程，也

沒有輔具支援組裝。因此進行以下SW(standard 

work)的改善項目: 

A. 固定零件進行5S整理位置擺放，如圖9所

示。 

 
圖9 標準作業流程5S改善圖 

B. 製作輔具，如圖10所示。 

 
圖10 輔具製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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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製作滑梯與旋轉盤: 減少產品組裝套袋結

束後，彎腰放入膠桶的動作時間，並製作

旋轉盤，方便零件的放置，不易掉落，並

增加夾C扣的方便性，如圖11及圖12所示。 

 
圖11 輔具-滑梯 

 
圖12 輔具-旋轉盤 

D. 改善項目的標準作業表、時間觀測表、時

間組合表、操作人員負荷表。 

(3) 效益分析 

經由展開VSM的過程，進行兩項改善重點: 

「供應商整合」與「組裝製程機台、人力與產能

改善」。在第一項整合中段製程供應商的過程，從

退火、研磨車削，到CNC與電鍍的製程，由5家供

應商整合為2家供應商。降低供應商家數，整合了

供應商的產能與運送流程，將整體lead time (包含

生產、產能調度與產品運送) 從43天降為 30天。

在第二項進行廠內組裝效率的改善，改善後的工

廠組裝程序，經由組裝手法的改善以及輔具的開

發應用，產品每小時的組裝數，從70支增加為94

支，提升了33%的組裝效率，如表4所示。 

表4 SW改善效率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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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廠 Layout設計調整 

改善前的 layout如圖13，物流動線造成的搬

運時間的浪費，並且在產能滿載與瓶頸時，重疊

的動線容易造成的搬運困難，對於時間規劃影響

更大。而且由於庫房使用堆高機頻率高，過多重

疊的動線容易造成工安事故。 

本計畫在改善物流動線的過程中，進行SW 

(Standard Work)，經由PQPR (Part Quality/ Process 

Route Analysis)，與時間觀測表，找出影響工作時

間浪費的瓶頸點，分析後發現，物流動線需要調

整「備料集結區」與「組裝後wip區」，此兩個區

域造成「組裝後入庫房與備料區」，再從「備料集

結區到包裝區」搬運時間的浪費。 

找出時間浪費瓶頸點後，將「備料集結區」

與「裝配後wip區」調整到距離組裝區與包裝區最

近的廠房地點，並調整「品管區」與「辦公室區」

位置。調整後的物流動線經過時間觀測表的重新

測定，工廠從理貨、備料到進入包裝廠的物流效

率提升30%，如圖13、圖14及圖15所示。 

 

 

圖 13 layout改善前之物流動線圖 

 

圖14 layout改善後之物流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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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layout效益改善圖 

 

5. 成果貢獻 

本研究針對研究個案導入並執行精實化管理

改善方案，一共分四個階段進行，(一) 長短期產

銷供需模型的導入; (二) 工廠平衡生產管理; (三) 

VSM價值流管理; (四) 工廠 Layout設計調整，其

導入後之績效指標及成果貢獻分別整理如下: 

(一) 長短期產銷供需模型的導入: 

串接業務與生產製造的流程改善，在長期規

劃導入預測(Forecast)的參數，在短期規劃導入訂

單變異協調的流程，在長期與短期規劃的過程中，

指派工廠內各部門在各個流程階段提供生產參數。

此模型得到的成果如下:  

1. 提升工廠對於業務的達交率從2015年的

73% 提升到99.9%，如圖16所示。 

2. 將工廠對於急單的空運費用，從2015年的 

400萬台幣，降為2016年的40萬台幣，到2017

年6月為止，空運費用僅4.5萬台幣，如圖17

所示。 

3. 工廠庫存周轉率與庫存成本從2015年到

2016年間改善15%，如圖18所示。 

 

圖16達交率提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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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空運費用趨勢圖 

 

圖18庫存周轉率與庫存成本改善圖 

(二) 工廠平衡生產管理: 

在接單的過程，業務發配訂單不會考慮工廠

生產產能與產品生產需耗費的工時數、人力等生

產限制。當工廠遇到人員調度與工作分配失當、

契約工比例高、流動率高及工作效率低等問題時，

即導入精實生產觀念中之平衡生產 (Level 

Loading Production)，著手工廠的產能與人力分配。

此模型消除了因為工廠資深熟練人員的流失，且

新手過多所導致生產效率下降的問題，如圖19所

示。此模型得到的績效分別如下所述: 

1. 2016年相對於2015年，降低了加班成本2000

萬元。 

2. 2016年總接單量比2015年提升15%，但直接

工人數只有增加5%，顯示員工流動率降低，

生產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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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平準化後人員效率改善圖 

(三) VSM價值流管理: 

對於選定的主要生產產品，利用價值流管理 

(Value Stream Management) 模型，導入前段製程

(鍛胚)開始的外包製程，經過中段製程與廠內組

裝包裝的後段製程，找出兩項改善重點分別為「供

應商整合」與「組裝製程機台、人力與產能改善」，

其成果分別如下所述:  

1. 整合中段製程供應商由 5家供應商整合為2

家，從退火、研磨車削，到CNC與電鍍的製

程，整合了供應商的產能與運送流程，將整

體lead time (包含生產、產能調度與產品運送) 

從43天降為 30天。 

2. 廠內組裝效率的改善，工廠組裝過程中，經

由組裝手法的改善以及輔具的開發應用，該

產品每小時的組裝數量，從70支增加為94支，

提升了33%的組裝效率，提升工廠交貨能力。 

(四) 工廠 Layout設計調整: 

2016年個案公司導入精實生產手法，進行 

SW (Standard Work)，運用PQPR與時間觀測表找

出時間浪費瓶頸點後，將「備料集結區」與「裝

配後wip區」調整到距離組裝區與包裝區最近的廠

房地點，並調整「品管區」與「辦公室區」位置。

調整後的物流動線經過時間觀測表的重新測定，

工廠從理貨、備料到進入包裝廠的物流效率提升

30%。 

 

 

圖20 layout效益改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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