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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 (AHP) 為整車貨運業中運載加工位農產品的運輸業，找出影響遷費訂定
的關鍵因素，並在符合業者與貨主(食品加工業者或中間商)的需求下，擬定一棵準的運費訂定準則，讓業者及貨
主在訂定運費時有一參考的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影響起日工佳績產品運輸業運費訂定的關鍵因素有三個，分別為司

機費用、油費及損失賠償。並盼豬出本文之發表，使更多人重視貨物運輸的問題，以促使運費的訂定能合理，進而
增加業者的收入，改善運翰服務品質，並能獲益於寄貨人，提高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關鍵詞﹒分析層級程序法、加工性產品、運費

訂定的主要方式

削百

隨著汽車貨運業的茁壯發展與演進，汽車貨

所謂加工性農產運輸業是指整車運載加工性

運業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傳統貨運業和轉型後的物

農產品的運輸業，而加工性農產品(依農產品交

流業，而傳統的貨運業通常為人所話病且問題滋

易法)主要為農、林、漁、牧業等產品，經人工

生，因此暸解傳統貨運業的產業特性及其面臨的

加工後的產品為主(例如麵粉、菸酒、保久乳、

問題，進而擬定解決的策略與建議，遂成為健全

飲料食品等) .而此產業的特性為組織規模較小、

貨運業發展的主要課題。而加工性農產運輸業在

無明顯之企業識別系統且為固定路線及班次，而

所有的汽車貨運業中，可算是規模較小且較傳統

承運的對象為單一托運人及單一收貨人，所承運

的貨運業，其本身的資本額不高，且大多以載運

的貨種均質而量大，且業者均為「門對門」
(D∞r-to-D∞r) 的方式來服務顧客。而目前加工

區域性的農產品為主要收入來源。但由於競爭激
烈的緣故，因此常有些不法業者為 7 爭取業務，

性農產運輸業，由於整車的緣故，因此運費計算

以價格作為競爭的武器，而其價格有時甚至低於

的方式，主要是視車輛噸數及起迄點的不同而有

合理成本，造成合法業者的利益受損。這些削價

差異。在運費的訂定上，由於加工性農產品的貨

競爭的業者，以低價來獲取業務，價格雖低了，

主大都為食品加工商或中間業者，且由於加工性

但服務品質卻也有嚴重低劣的情形，造成「劣幣

農產品具有單價較高且便現容易的特性(如菸

驅逐良幣」的現象，因此為了健全農產運輸業的

酒、飲料食品等)

發展，有必要擬定一套標準的運價訂定之準則或

時，會比較考慮運輸業者的信譽及制度是否優

公式。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罵:]，訪談多位

良。但由於靠行制度大行其道，一些自牌車業者

業者專家，並根據訪談結果建構本研究影響運費

的違法經營，回頭車擾亂營業秩序，這些現象都
造成加工性農產品運費訂定上 十分的混亂且沒有

訂定之層級架 構園 。 2 藉由分析層級程序法

(壯-1.P)

.因此貨主在與業者訂定契約

依撮，常常使得合法業者大嘆運費不敷成本，及

.分析出影響加工性農產運輸業運費訂

貨主低價所得的服務品質缺乏保障，因此為滿足

定的主要因素。

業者及貨主的需求下(即業者 的 收入能合理，而
農民的服務品質能有保障)

目前 加 工性農產運輸業運費

. 有必要擬定一套標

準的運價訂定準則或公式。故本文利用 A由法篩

-21-

季常儒

季俊億

選出影響加工性農產連輸業運費訂定的關鍵因

Saaty 教授所發明的，是一種可讓決策者在動盪環

素，期能提供一般化的方法 (Generahzed

境擬定決策時，將複雜、龐大的問題系統，簡化

Method)

使業者與貨主在訂定運費時有一參考依棟。

成明確的元素層級系統，因此發展至今漸受歡
迎，應用的範圈也非常廣泛，本研究將其相關應

一
一、

用文獻整理如表 l 所示，由表 l 之研究可知，址lP

文獻回顧

能因應環境的改變，以符合現實環境的需求，並

利用系統的方法處理複雜的問題，對於不同尺度

及難以量化的因素例如人的感覺、偏好等，也都

分析層級程序法 (Analytlc HlerarchlCal
Process ' AHP)為 1971 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甘心mas L.

(嘲弋)
瞬耐

(1妨)

興旺鑫
(l妨)

(1明)

(1明)

R品。他，
b茵茵L

(1現)

We:Jey、

WiIlan C
(1明)

#課

重的帽揖軍閥憫古

自臣暉聽筒咀蟬，凶曹罕見富農商埠獻。

蜈樂事業一都市更新部門一社會科學

凶Ul!，MR.

表 1 分析層級程序法文獻彙整表
研閱畫甘

大眾運輸業

關說

當一銀行業一物流業

研憨醫首

能加以整合處理分析，並已有多種計算的電腦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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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僅使 AHP 在運用上頗為方便，且資料分析

層級超過七個因素以上，則不易測量出受

上也更為嚴謹。因此本研究採用址{P 來分析影響

訪者真實的抉擇邏輯，因此 Satty 建議透過

加工性農產運銷運輸業運費的主要因素。

合併的方式使層級再加一層以解決此問

題。換言之，透過層級數再加一層的方式，

四、

可解決同一層級有大於七個因素之情形。

AHP 理論探討

(3)建立對偶矩陣:址{P 法的評估是以每一層

址!P 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具有多個評

級的上一層要素，作為對下一層要素評估

估準則決策問題，將裡雜的問題化成簡單明確的

的依據。這種程序就是把複雜的問題分解

層級架構，透過專家的評比，找出各個層級要素

為成對比較，減輕決策者的思考負擔，而

的重要程度優先順序或貢獻大小，以供決策者使

能專注於兩要素間的關係。在處理認知反

用。 AHP 法可經由匯集學者專家及決策者之意

應的評估得點時，則採取比率尺度的方式

見，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簡明的要素層級系統架

(從名目尺度產生)。而對偶矩陣乃是以

構，藉名目尺度 (Nonnmal Scale) 做各層級要素的

名目尺度 (nomínal scale) 將評估因素予以

成對比較(pa1fW1se

量化，依 Saaty 教授之建議可將優勢部份分

成對比較矩陣σ剝削 1se

成九個尺度，劣勢部份亦分成九個尺度。

Companson) .予以量化後建立
Companson Matnx) ，據以
求得矩陣之最大特徵值 (M aJum1zed Elgenvalue '

(4) 求解特徵向量與特徵值:建立成對比較矩

λmax )及特徵向量(E1genvector)作為該層級的優先
向量(pnorty

Vector)

障時，一般是匯集專家學者的意見做整體

，此代表各要素間的優先順

評估以取得一致性的觀點。層級中有 n 個

位，並評定成對比較矩陣之一致性，以供作 AHP

要素時，轉換成相對應比較矩陣，兩兩比

法再評估或作為決策資訊可用性的參考指標。實

施 AHP 之重要步驟可分六個(Saaty

.

對後有 c; =n(n-l)12 個評比結果。若成對

1980)分別探

比較的程序中有相異的觀點時，亦允許並

討如下:

存:此時可將專家學者評比的比重尺度，

( 1 )問題分析與羅列評估因素:問題經初步界

採幾何平均數綜和之。

定、分析後，即著手因素的定義與分韻。
利用腦力激盪法或德爾菲法先將所有相關

(5) 被定對偶矩陣的一致性:評估的結果是否

因素全數列出後，欲以結構化，並分顯到
不同層次中，但應注意因素間的相互關係

符合一致性要求，卸的建議以一致性指標

及獨立判斷 。 在本文中對於各因素種類與

及一致性比例來檢定對偶比對矩陣的一致

層級之選取原則為各層級間與同一層級裡

性。一致性指標定義為:

各因素種類需獨立( mdependent) 但本文中

λ一 -n

並不從事任何獨立檢定，而是以透過電話、

C .I=~且一一一

n-l

傳真及人員訪談方式來求得各訪談業者對

各因子及層級間獨立的共識。

. (1)

若C. I 至 0.1則表示矩陣的一致性程度在可

以接受的範圈。
(2) 建立層級架構:層級是系統的骨架，用以

C .I
R .I

研究要素間的交互影響程度及其對整個系

定義 C.R= 一一為矩陣的一致性比率。

統的衝擊。可依要素間相依‘獨立的脈絡
關係程度建構適當層級架構。層級多寡視

λ叫馬矩陣 A 的最大特徵值

問題分析而定，而每一層級應包含七個以

下的要素。 依撮 Satty (1980) 說法 ，同一

(E1 genv alu巴)

層級若有七 個因素，則在問卷上，此一層

為由隨機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之一致值。 R. I.

.隨機指標(Random Ind，叭.

與矩陣階數關係如表 2 所示 。

級需請受訪者勾選 21 題 (=c; ) 兩兩比對
之間項，此 時受訪者常因問項太多，而不

易勾選出代 表他抉擇的邏輯，因此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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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隨機指標值(Random
階數 n

lndex , R. l.)

2

3

4

5

6

7

8
1.2 1

R. l.值

。

。

0.5 8

0.90

1.1 2

124

1.3 2

階數 n

9

10

11

12

13

14

15

R. I.值

1.45

1.49

1. 51

1. 48

1. 56

1. 57

1. 59

資料來源.

Thomas L.

Sa呦，甘1巴的 alytlc

Hlerarchy Prω間， McGraw-Hlll , Inc. , 1980, P. 50
五、研究設計

若C.R 三三 0.1 則表示矩陣的一致性達到滿意的

程度。
以上所討論是針對單一比對矩陣的一致性程

分析層級程序法是透過業者專家的討論後，

度檢定:若分析上為整個層級架構一致性的評定

時，可使用 CRH(ConSlStency

Ratlo of

得到對影響決策因素一致性的看法，由於將訪問

Hlerarchy)來

調查的業者專家齊聚一堂討論，實屬不可能，基

檢定。

於時間、空間的限制，本研究採用親訪業者的方

CIH
RIH

L L w'JU
~:=1

CRH= 一一一=尸

式來建立層級架構，並利用問卷的方式來得到業
者專家對影響運費主要因素的一致性看法。本調

,, ;+l

J=::1

且

查的方式是以郵寄及人員訪談的方式來發放問

(2)

卷，總共寄出 60 份，回收 15 份，回收比率為 25%

RIH

有可能因素，事先分群、分類，而將所有影響之

C時t 表示整個層級的一致性比率

因素利用分析層級圖示表示，並取得專家學者對

CIH(Conslstency Index of Hl仗的hy)表示整個

此分群分類共識後再尋找關鍵因素。換言之，此
作法較適用於小樣本抉擇問題上，藉由專家們組

層級的一致性指標

RIH(Random Index

'

雖然樣本較少，但由於 AHP 法是將影響主題之所

合的小樣本以求得共識，進而找出答案，因此只

Hlerarchy)表示整個層級相

要二位(含)以上的專家組合即可用此法，而在

對應的隨機指標

本研究中由於加工性農產運輸業為勞力密集的產
業，因此業者常常經過一天的工作後回到營業場

n; ﹒表示第 J 層所含要素的數目

所已無力再現寫道份問卷，因此問卷回收份數偏

w,;

:表示第 J 層第 1 個要素對于 l 層評估要

低。經由電話追蹤的方式，所回收的這 15 的填寫

者，發現皆為貨運公司的管理階層(較有時間作

素的權重值

非勞力的工作)

U' , J+l :表示第 J+I 層對第 J 層的第 l 個要素

，因此瞋寫的問卷應真有相當的

代表性。而在求解特徵值與特徵向量方面，本文

是利用大型電腦上，由 IMSL 公司所發展出來 IMSL

的一致性指標

MATHlLffiRARY Vers lOn

h: 表示整個分析的層級

1. 1 軟體，來計算成對比

較矩陣之特擻值與特徵向量，以作為必1p進一步

若 C即t 三三 0.1 則表示整個層級架才離9 一致性達到

分析之用。

滿意的程度。

六、分析結果

(6) 求解各因素 的之優勢比重值:若符合一致性

檢定要求，即可進一步計算各層級因素的相對權

圍 l 是本文經由參考運輸學中運費訂定理論

數，優勢比重值越大代表該因素被採納的優先順

以及結合業者多年對運費訂定 的經驗(經由訪

序越高，優勢比重值可由各層次的權重相乘加總

談、電話及傳真的方式來獲取)

而得。

，先將運價訂定

問題切成較小的問題，一直切 到有能力回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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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而圖 l 是代表邏輯思考的過程，首先將影響

辛苦工作，以致在各業者的人力來源上形成一

運費訂定的因素分成兩方面來分析(即分成制度

個年齡的斷層，業者只好以提高薪資以留住原

面及必要支出)

有的人才，無形中提高 7 業者的營運成本，為

，再將每部份分成更小的小部份

再分析之，最後形成圖 l 之架構，而同一層級細

反應成本，業者只有調漲運費，由此顯示司機

分因素項目之原則為(

費用在運價擬定的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

1 )各因素間需獨立， (2)

因素項目不超過七個及 (3) 依接受訪之專家學者

置。

意見經過討論後擬聚成共識而訂定之。

經由各層級成對比較矩陣的特徵向量與特徵

2 油費:油費是屬於行車成本中的行車距離成本，

值之求得，再根據 Saaty 所定義一致性比率式(2) ,

一般而言，油費與運費成某種比例關係，通常

進一步檢定整個層級的一致性程度則所計算出來

運費必須大於油贅，業者才有利潤可言，這也

的 C即{=O.0478 星的，合乎 Satty 所定義之標準，

是目前油價的調漲受到運輸業者較為關注的外

因此，本研究所建構加工性農產品運費訂定的整

在環境因素，主要是因為油價調漲，其成本增

體層級架構之一致性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表 3 為

加，而運費卻由於業界競爭嚴重的情況下，不

加工性農產品運費訂定的影響因素之權數順序，

可隨意調漲(漲價可能會造成業務流失)

本文並將表中各影響因素的權數之相對位置繪製

此油費在擬定運價準則或公式時為一不可忽視

如團 2 。由於影響討論主題的關鍵因素通常只有

的一項因素。

三到六個的情形下 (Dam巴1

' 1961)

，因

，且由圍 2 影

響加工性農產品運費訂定目標之因素權數分佈圍

3. 損失賠償:損失賠償是屬於運輸成本中財務成

可看出，前三個因素權數 (178， 173 ， 164) 明顯較

本的一種，由於在運輸的過程中，貨物受到損

具重要性，且與其它因素的影響權數相差較大(

164

壞、遺失的機率高，一些高單價的貨物如菸酒

(第三個因素權數)一 75 (第四個因素權數)

=

等，具有易毀損及產品容易變現之運送屬性，

，因此擷取這三個因素來作為影響加工性農

其配送風險也相對偏高，任何運輸公司如果未

產品運費訂定的關鍵因素，依序為司機費用、油

正視此風險，則可能在一次大額配送誤失下一

費及損失賠償，並將其整理如表 4 所示。接下來

縣不振，甚至有倒闊的危機，而高價值的貨物

89)

將進一步分別探討本研究所分析出影響加工性農

其運送費用亦相對的提高干因此貨物損失雖在

產品運費訂定的關鍵因素，並將其含意分別說明

擬定運費準則時雖無直接的關係'但亦不可忽

如下:

略其間接的影響。

l 司機費用:由於公路貨運業的連價訂定主要是

根據運輸成本與業務競爭為基準'而在支出的

經由上述分析的結果，可推論出影響加工性

運輸成本中，叉以行車成本所佔的比例最高，

農產品運費訂定的關鍵因素有司機費用、油費及

而行車成本又分為行車距離成本與行車時間成

損失賠償，但這並不代表其它權數較低的因素不

本，司機費用是屬於時間成本的一種，在加工

重要，事實上，在 AHP 法層級架構圖上的因素都

性農產運輸業中，由於其工作的性質(辛苦、

是相當重要的，只是在擬定運費訂定的準則時，

骯髒及危險)及現令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之下，

業者通常不會考慮太多的因素，以免在計算運費

一般年輕人已很少願意從事這種依勞力計酬的

時太過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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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頻率

價值高低月|主 |P 司機費用
時效要求
I

I

I

I

I

I

-可

I

I

I

隨車工費用
重量體積

溫控要求

新舊

易搬性

噸數

安全性

自排或營業車

路面等級

運送距離

行情市價

競爭情形

與貨主的交情

靠行的經驗

靠行費用

工作人數

層級一層級二

層級三

層級四

團 l 影響加工佳農產品遷費訂定之分析層級梨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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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六

加工f全農產品遷費訂定進則之探討

表 3 影響目標項之因素倍數順序表

順序

影響因素

種數

權數x

1000

司機貨用

0178

178

2

7自覺

0173

173

3

損失R剖貪

。 164

164

4

競爭情形

0075

75

5

運送距離

0069

69

6

行情市價

O.ω4

44

7

過路聲音

0042

42

車輛的新舊

0041

41

9

稅捐寶貴用

0038

38

10

隨]iï工費用

0037

37

11

維修費

。 034

34

12

路面等級

0.031

31

13

噸數

0026

26

14

與客戶交情

0019

19

15

保險費

0016

16

16

軍官行，費用

0.013

13

17

工作人數

0012

12

18

自牌或營業革

0.011

11

19

a行的經驗

0008

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9

8 1

37

31

41

75

44

164

‘長|

道，

12

16

26

11

34

38

42

69

173

團 2 影響力日工性農產品遷費訂定目標之因素權數分佈圍

費 4 影響加工位農產品運費訂定的關鍵因業

順序

2

」一之一

續數

影響因素

權數x

1000

司機費用

0.178

178

油費

0.173

173

損失R到貨

0.16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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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陳信雄，

結語

(1998) ,

法之研究 J

r 先進大泉運輸系統規劃方

中華民國運輸協會，第七屆校

際運輸學術聯誼研討會:

陳錦村，

本研究利用 AHP 法來篩選出影響加工性農產

(1986) ,

運輸業運費訂定的關鍵因素有 3 個，分別為司機

分析法的應用比較 J

費用、油費及賠償費用。這是由於加工性農產運

1-28.
鄭正鑫，

輸業所運載的產品為加工後的農產品如菸酒、麵

叫l 、
叫
l閃E
蚓
Dame

運輸的過程中較少有腐壞、死亡的情形發生，但

D

訓ldι.
a
叫
la
叫
Ron

忱巴r巳、
lt-OcDωob
肌
S巴pt惚em唸en

1961.
Lanoue, M. R. "An Analytlc Hlerarchy Approach to
MílJ or Le ague Baseball Offens lVe Perforrnance
Ratmgs." Mathl. Comput. Model1J楞， 17 ,
4/5(993) 195-209
Rabmowltz, Jonathan "Collectlve D巴Clslon-Makmg .the
An剖 yllc Hlerarchy Process." Joumal of Abnonnal
PsychoJogy， 筍， 1 (1 992) ， : 87-97.
Saaty , T L The Analyt/C HJerarchy f于'Ocess， McGraw的11， New York , New York , 1980.
Wedl旬， Wl111am C "Combmmg Quahtatlve and
Hlerarchy
Quantltat1V e Factors-An Analytlc
Approach." Soc/O -Econ. Plann SCl., 24 , 1(1 990):
57-64.

料性農產品大都運往固定的批發商或果菜生鮮市
，加上加工性農產品的單價高、且變現容易

，貨主(批發商、中間

商或食品加工業者〉對於選擇運輸公司時，會比

較重視該公司的規模、制度是否優良，以免發生

貨物失竊、或在一次大額配送誤失下，造成貨主
的鉅額損失(尤其現今貨主與軍主間賠償責任還
，使得加工性產品連輸

業者在與貨主訂定運費時相對地較具有商議的自

主性。希望藉由本文之發表，將使更多人重視貨
物運輸的問題，以期促使運費訂定的合理化，進

而增加業者的收入，改善運輸服務品質，並能獲

益於寄貨人，提高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八、

r 低溫物流中心經營關鍵成

叭，
符'S Revlew.
'es.
財
幻m
Harv且街rd Bus

由於加工性農產品販售的地點經常改變(不像原

沒有一明確規範法規時)

.

農產運銷學研究所 a

漁產及豬、雞等產品)具有很強的易腐性，因此

的貨物特性(如菸酒等)

台大管理論草 '7位)

功因素之研究」﹒碩士論文 ， 國立中興大學

粉及保久乳等 ， 不像原料性產品(如蔬菜、青果、

場)

(1996) ,

1-46.

r 銀行授信客戶甄選: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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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lS paper IS to detemune the cn tJ cal factors of freJ ght charges for processed agncultural food by usmg
AnalYllcal ll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Based on our research results ‘ we found
relltlbursemenl are the cnllcal factors

that 企lvers' sal訂Y.

fuel expense and loss

By publ! slung tlus paper. we hope that 防ople wlll pay more atten tlO n 10 g∞ ds transportallO n

so thal the 10glSQCS efficlency can be lmproved for transpornng agn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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