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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設計出一供應鏈產銷管理之最
佳化模式，及依此模式設計之套裝軟體。
本模式係求解在已知需求及供給條件下的
供應商、工廠、倉儲與顧客之貨品生產與
運銷成本最小化問題。本研究並整合此模
式與網際地理資料庫，設計一供應鏈產銷
管理系統。此系統的特點為：1.上中下游的
資料可分別建檔及更新，再整合於系統伺
服器內。2.最佳化模式可供系統呼叫後配合
相關資料運算。3.資料的查詢與運算結果的
列示均可以地圖介面呈現。

關鍵詞：最佳化、供應鏈、地圖介面

Abstract

This proposal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pply chain. This model intends to solve the 
cost minimization problem among suppliers, 
facilities, warehouses and customers. This 
study also integrates the above model with 
GIS to design a supply chain system. Some 
features of this system are as follows: 1. 
Remote data updating by participants in the 
supply chain. 2. Integration of the 
optimization model with data. 3. Map display 
of retrieved data and computed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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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由於生產及資訊網路的快速進步，造
成了產品生命週期變短。由於市場的變化
迅速、全球性競爭劇烈，企業為尋求生存

的利基，需迅速回應消費者的需求架構供
應鏈系統的目的就在使企業間資訊與物品
的快速通暢，以提升競爭力。
供應鏈整合的概念並非始於現代，古代的
生產管理過程中。如漢代盬、鐵的專賣專
銷，就已經有供應鏈整合的具體行為。而
進入工業時代之後，講求專業分工與大規
模的製造，加上供應鏈中的每個單位只追
求自己的最大利潤，產生了許多問題，其
中一個最重要而且被廣泛討論的現象就是
「長鞭效應」。在這種效應之下，供應鏈中
的每個角色為了避免不確定性，往往得背
負大量的存貨來因應。產業的上、中、下
游如何合作，使得供應鏈能有效率的運作
及整合，降低時間、人力與作業成本，提
昇整體產業與個體企業的競爭力是目前管
理學界的研究重點。
本計畫目的在於設計一套供應鏈產銷模

式，以決定產品之採購、配銷、運輸之最
佳化方式。本模式之設計要項有二：一為
網際網路上資料庫與地圖庫的設計，另一
為最佳化模式的設計。第一項的做法是以
網際地理資訊系統（Internet-GIS）軟體為
基礎，加上上、中、下游廠商資料及運輸
路網資料而成。第二項的做法事先列出供
應商、工廠、倉儲中心與顧客之間的各種
成本函數與限制函數；然後整合這些函數
為一混合整數規劃模式。模式經線性化後
即可運用 LINGO 求解。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進行可分四個階段：網際地
理資訊系統設計、供應鏈模式設計、系統
介面整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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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際地理資訊系統設計

（1）資料選取﹕
本系統將一個瀏覽器(Browser)視窗

分格割為三個框架﹐分割之 HTML
檔。地圖欄故名思義是用來放地圖資
訊的﹐配合使用者的點選區域而逐步
放大圖幅﹐如北區->新竹->竹北﹔主題
欄則是存放地圖的主題資訊﹐如原料
供應商、工廠、倉儲中心等主題﹔而
輔助欄則顯示一些輔助資訊﹐如目前
地圖欄圖幅的縮圖﹐或是查詢的結果。

2、供應鏈模式設計

供應鏈產銷決策系統 = Mathematics 
Model + Networks + Database + GIS

在這個架構之下，共需要五個程式。

(1) 供應商程式：這個程式透過網路，使
用 TCP/IP 協定，可以將原料供應商
的資料寫入到遠端的資料庫，這些
資料包含了在每一段時間中，每一
種原料的價格及可提供的最大量。

(2) 工廠程式：這個程式要提供遠端資料
庫的資料是 : 每一段時間中工廠的
每種完成品產能，完成品初始存貨
量及原料初始存貨量。

(3) 倉儲中心程式：提供每一段時間中倉
儲中心對每種完成品的最大容量。

(4) 顧戶程式：類似定單的資料，要告知
需要什麼產品，什麼時候要，又需
求量為多少就可以。

以上四個程式，性質類似，所用的技
術也相同，都是對遠端的資料庫做更新
的動作，也是在整個系統中扮演資料提
供的角色。

(5)管理決策程式：功能有二，一為一般
性的資料查詢，另一為決策模擬。

在供應鏈中其基本模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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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線性模式的目標式中，所有的單項成本總
和是單位價格乘上單位數量：

價格

數量

p1

圖 基本模式中，價格與數量的關係

其限制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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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介面整合設計
（1）查詢供應鏈中某個角色的資料為例

                     

（3）運輸線編修

                      

      

（4）模式設定   

    segments between ila  and 1, +lia .

（2）修改供應鏈中某個角色的資料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達到的成果為：

1、發展供應鏈產銷管理系統。
2、將供應鏈數學模式、網際地理資訊系
統、多階層分散式網路技術與資料庫
結合。

3、將發展的成果架設於網站上供相關單
位教學研究用。

4、協助與訓練博、碩士班研究生完成論
文寫作。

5、將學術研究成果投稿國際知名期刊。
6、將研究結果綜合目前廣為大家使用的
數學軟體（LINGO），自行開發一套
求解全域最佳化之軟體。
目前發展瀏覽器的廠商皆在開發功能

更強，應用範圍更廣的瀏覽器。而超文
件建構語言(HTML)標準的版本也由 1.0

提升至 4.0，甚至有廠商推出動態式超文
件建構語言(Dynamic HTML)，加強客戶
端瀏覽器的功能基本上已成為各方的共
識。雖然我們解決了技術上的問題，但
若要發展商業用途的地理資訊系統的過
程中，除了上述問題外，尚需探討以下
課題：
（1）底圖使用

底圖來源:需取得準確又詳細的各
種比例尺地圖。
底圖授權:可探政府印行地圖或民
間印行地圖二種。但政府發行之地
圖，迄今尚未准上網路；民間有部
份底圖品質甚佳，可能經其授權後
上網。
底圖更新:需有單位實際管理及更
新底圖。但電子地圖的建立通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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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多時間，如何有效掌控其時
效，也是有待討論。

(2)經營管理
系 統 經 營 方 式 ： 系 統 伺 服 器
(SERVER)的經營方式有三:1.政府
管理；2.民間自辦；3.協會代辦。初
期可採取資訊使用者付費方式經
營，再逐步擴展為會員年金制，向
會員收取固定費用。

Inter 與 Intra：在 I-GIS 未來的發
展，也應考慮在一般網路與在公司
內部網路的使用情形，尤其在公司
內有許多資訊是具有保密性，不允
許一般人任意取得，其安全分級的
資料保護則日益重要。

伺服端的管理：I-GIS 可只維護基本的
底圖，而大部份加值圖的資料及超連結
(HYPERLINK)則由一般公司提供，而這
樣的架構除了減少伺服器維護成本，更
可以達到資料即時更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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