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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技術創新與環境的快速的改變，使得產品生命週期縮短，競爭更趨激

烈，企業必須整合供應鏈中的各項活動，包括企業在採購、生產及配銷上

的運籌管理，重視與上下游廠商的價值鏈系統，才能加速提高在全球的競



爭力。運籌管理是以公司整體為基礎來管理生產作業與附加價值供應鏈。

以電腦為基礎的運籌管理（Computer-Based Model）模式，愈來愈受到重

視。運籌管理的電腦化提供企業即時的資訊，更有效降低運籌管理成本，

提昇運籌管理的效率。 先進規劃排程（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APS），具備同步、即時及全面考量的特性，結合電腦強大的儲存能力及

運算技術，針對顧客的需求，企業產能上的限制，在生產規劃及排程上做

全盤性的考量及即時的分析，範圍涵蓋企業的供應鏈的規劃及執行面，因

此不論在學術研究上或實務的應用中均相當受到重視。本研究期望能將理

論的探討與實務結合，將 APS 概念運用在生產運籌管理的決策模式上。

模式將以適用於接單製造（Make To Order，MTO）或接單裝配（Assembly 

To Order，ATO）的電子裝配業環境為主，藉由數學規劃分析方法求得在

生產運籌上的最適化決策。 本研究以國內一家網路硬體設備廠商所提供

的資料及可能面臨的各項狀況，藉由不同情境的模擬來探討及驗證本模式

的價值，使本模式除能結合理論外，也能契合企業在實務上的應用  

摘要

(英) 

In this technology keenly innovative and quickly changing business world, 

businesses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challenge and the products life cycle become 

more and more short. The organizations have to integrate all of activitie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increase global competitive power including sourcing, production, 

sale and delivery. They have to pay very much attention to the value chain system 

of their suppliers and using computer-based model to support their corporation 

logistic management. The logistic management controls production and value-added 

chain in the entire corporation. The computerizing logistic management provides 

real time information whereas to reduce the logistic management cost and increases 

its efficiency as well. The concept of 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APS) 

includes the features of synchronized, real time and global view. By using the huge 

memory and computing power of computer and considering the demands of 

customer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corporation, APS provides us real time 

evaluation. It also can handle overall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cheduling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ence,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 This thesis introduces and illustrates 

the theory of APS.It also applys the conception of APS to build a decision model in 

the production logistic management. The model use the constraint liner 

programming to obtain the production planning optimal decis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ke to order (MTO)” and “assembly to order (ATO)” for an 

electronic assembly factory. In addition, we adopt the data acquired form a 

domestic network hardware manufacturer to test our model by running some 

simulation. To test and verify the value of our decision model, different scenarios 

are conducted. It is proved that the model built in this research is not only to 

combine the theory but also able to fit business’s practical application.  

論文

目次 

目      錄 頁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謝詞 iii 表次 vi 圖次 viii 第

壹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程序 4 第貳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電子商務環境之企業供應鏈 7 第

二節 整合物流與資訊流的運籌管理 11 第三節 先進規劃與排程系統 15 



第參章 研究方法 49 第一節 研究模式架構建立背景說明 49 第二節 研

究模式及相關說明 52 第四章 模式模擬設計與分析 59 第一節 模擬情境

設計 60 第二節 情境模擬結果探討 66 第五章 本研究模式與其他生產規

劃模式之比較 87 第一節 主生產排程與 MRP 規劃的程序說明 87 第二節 本

研究決策模式與目前一般 MRP 生產規劃方式的比較 89 第三節 本研究決

策模式與蔡與哲生產規劃模式的比較 95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99 第一節 

結論 99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100 參考文獻 102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1. XML 註冊機制與儲存庫建置計畫摘要，民國 89 年，http:// 

www. xml. org.tw/ 2. 王立志，“系統化運籌與供應鏈管理”，民國 88 年 6

月。 3. 王正萍，“供應鏈管理理論”，經濟部部商業司電子商務導航，

民 90 年 5 月，http://www.ec.org.tw。 4. 王純鍵，“供應鏈動態管理模式之

研究”，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生產系統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民國 90 年 6

月。 5. ”企業應如何導入電子化”，電子商務雜誌創刊 4 號 資訊與電

腦，民國 89 年 9 月 30 日，頁 49-54。 6. 吳榮輝、李榮貴，限制驅導式現

場排程與管理技術，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91 年二版三刷。 7. 

李明軒、邱如美譯，Porter, Michael E.著，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國家競爭優勢，天下文化，民國 87 年。 8. 李妙福，“國內企業

電子化發展關鍵成功因素”，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論文，民國

88 年 6 月。 9. 洪一仁，“整合物料與產能限制之同步製造模式”，國立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論文，民國 89 年 6 月。 10. 陳亞男，“多廠生

產規劃之供應鏈決策支援模式”，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90 年 6 月。 11. 陳銘崑、吳忠敏、傳新彬譯，Sunil Chopra、Perter 

Meindl 著，“供應鏈管理”，民 91 年 1 月。 12. 張心馨、詹進勝，“全

球運籌與供應鏈管理在台灣企業國際化整合發展之研究，經濟情勢暨評論

季刊，民 89 年 6 月，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8906/htm/sag6-

1-a1.htm。 13. 華夏科技，“APS 排程規劃與 SCM 供應鍊管理研究會投影

片資料”，民國 91 年 3 月。 14. 葉宏謨，”企業資源規劃”，民國 89 年

10 月。 15. 趙詠雪，“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調本”，機械工業雜誌，民國

89 年 7 月。 16. 黎漢林，許景華，李明純，張李志平，”供應鏈管理與決

策”，儒林圖書公司，民國 89 年 9 月。 17. 蔡宏明，“全球化、數位化

與快速化時代的全球運籌管理策略”，經濟情勢暨評論季刊，民 89 年 6

月，http://www.moea.gov.tw/ ~ecobook/season/sa0.htm。 18. 蔡與哲，“運用

先進規劃排程之概念建立多廠生產的資源分配與生產規劃模式”，國立台

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6 月。 19. 鄧雅元，“先進生產

規劃與排程系統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論文，民 89 年。 

20. 劉世平譯，Grant Norris，James R. Hurley，Kenneth M. Hartley，John R. 

Dunleavy，John D.Balls 等著，”電子化背後的供應鏈管理“，ERP 與電子

化，民國 90 年 9 月。 21. 蘇偉仁，“價值鏈整合，實現知識型產業”，

資訊與電腦，民國 89 年 12 月，頁 3-6。 22. 顧志文譯，Martinich，”生產

與作業管理“，台灣西書出版社，民國 86 年 10 月。 23. “A Desktop 

Guide to APS”, APS Insight, Issue 7,2001, http://www. apsinsight .com 2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Is it as 

good as it sounds?”, The Report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arch 1998. 25. 

Bonney,M. C.,”Trends in Inventory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ru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No. 35，Jun,1994, pp 107-114. 26. Chang, Hsin Hsin and 

Liou, Chao Yang (2000) “IT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ase Studies”, Web of Journal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Vol.3, No.1, pp.1-36. 27. Cooper, M. C., Lamber M., 

andPagh J.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re Then a New name for 

Logis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pp1-14, Volume 

8, Number 1,1997. 28. Diks,E., A. Dongen V., Tielemans P., and Verhoeven 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oftware, Cap Gemini Emst and Young, 2000. 29. 

Errington, J., “Advance Planning & Scheduling （APS）: a powerful emerging 

technology “, Next Generation IT in Manufacturing, 1997. 30. Gilman Andrew 

R.,”Advanced Finite Capacity Planning and Scheduling-Theoretical vs. 

Practical”, Waterloo Manufacturing Software,2001,http://www.waterloo-

software.com/compare.html. 31. Gibson D., “To schedule or not to Schedule”, 

IIE Solutions, Jun 2001. 32. Lambert D. M., Global Logistics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1999 年國際物流管理研討會論文集，1999. 33. Kuldeep K., 

“Technology for support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Jun 2001. 34. Supply - Chain 

Council,2001,“Supply-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 Model Overview Version 

5.0”. 35. Turbide D., “What is APS ? ”,http://www.APSmagazine.com, 1999. 

36. Venkatraman N.,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pring 2000.  

論文

頁數 
104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