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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農會超市最適物流

配送體系之建立

李宗f護?

摘要

本文目的即是藉由常溫型及低溫型物流中心的成立，使各自獨立的農會超市成為一

連鎖的農會超市體系，以加強其競爭優勢。透過本文建立的模式及 Cplex 軟體的求解可

決定出最適的物流中心家數、區位、規模、料架型式及其負責配送的農會超市範圈，而

敏感度分析的結果提供了農會超市努力之方向。換言之，台灣的農會超市應建立四個常

溫型及四個低溫型物流中心，以滿足各農會超市之需求，並使每日的物流中心建構成本

與配送成本之和達最小，進而達到連鎖化之目的外，也提昇其競爭力。

關鍵詞:物流、農會超市、整數規劃模式、散感度分析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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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截至民國 86 年 10 月，台灣地區共有的家農會超市，販售低溫及常溫食品，對提

高農家作物的販售具有正面的效果。可惰的是，目前各農會超市散佈在台灣各地，且來

往不密切，面對大型連鎖的超市、量販店一一興起，給各農會超市在經營上造成莫大的

壓力，如何減輕輕營的壓力，成為一值得研究的議題。本文目的即是藉由常溫型及低溫

型物流中心的成立，使各自獨立的農會超市成為一連鎖的農會超市體系，以加強其競爭

優勢。換言之，藉由現代化後勤配送體系之建立，使農會超市連鎖化，而連鎖化的結果

將使得各農會超市庫存量下降，連帶地，由於連鎖化因此總訂購量將增加，使其進貨成

本下降，可是也由於物流中心每日配送，因此將導致其運輸成本上升，如何在這些成本

因素互相影響的情形下，決定出一最適物流體系，使其總運輸成本與建構成本之和的值

為最小'並能滿足各農會超市對常溫及低溫食品之需求即為本文目的。與物流中心營運

成本相關之成本項目包括建構成本、運輸成本、倉儲成本及訂單處理成本等， {旦與物流

設備業者接觸結果得知一般物流中心經營者將其成本回收期間設為 5 年，而在此回收期

間主要的成本支出項目為物流中心建構成本及運輸成本。因此本研究將此二項成本作為

本文建立之模式的考量因素。具體而言，本文目的有二:一、為農會超市建立一最適物

流配送體系，該體系之主要決策內容為:成立常溫及低溫型物流中心之家數、區位、規

模、料架型式及其服務範圈。二、針對建構出之最適物流配送體系進行敏感度分析

( Sensitivity Analysis )以了解該物流配送體系在資源變動情形下之表現。本文除前言外，

共分五小節，分別為文獻回顧，數學模式之建立、資料推估與計算、執行結果與敏感度

分析，以及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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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與本文相關之文獻可分成二大類，一類為與農會超市相關之文獻，另一類為物流配

送體系之相關文獻，分述如下:

一、與農會超市相關之文獻

此部份文獻共可分成三部份，分別為政策面、執行面與現況面。

在政策面方面，詹德榮(民國 87 年)提及零售階段是造成農產品運銷成本居高不

下之主因，因此為提高運銷效率，應從零售階段著手，推動零售現代化，即加速設立農

民團體生鮮超市，擴大直接運銷產品銷售網，加強區域整合，提昇配送功能等。事實上，

本文所規劃之物流配送體系，即是在推動零售現代化之目標，以提昇農產品之競爭力。

在執行面方面，主要作法為透過共同購銷業務以連到農會超市連鎖之效果。董國昌

(民國 85 年)提及農會超市之「共同購銷」業務， ep為物流中心，但董氏亦提到共同

購銷，實際上僅擁有一般物流中心之會計作業及組織之活動，因而對農會超市總採購成

本之改善程度不大。吳昭君(民國 86 年)曾針對農會超市共同購銷業務進行深入瞭解，

歸納其結論為農會超市為提高其議價能力，因此擬透過共同採購的方式以降低其進貨成

本，但可惰的是共同購銷的議價貨品只針對暢銷品，而非針對所有商品，其次，共同購

銷業務推行的結果，由於並非天天配送，再加上大部份之農會超市是由廠商直接將貨送

至農會超市，因此，在通路而言仍是效率不高。其次，農委會於民國 86 年提出聯採中

心的作法，以強化農會超市連鎖效果。如，楊棟棵(民國 87 年)提及自民國 86 年 6 月

起全省已成立「農會超市聯採中心 J t 期藉由該中心的成立，打破以往共同購銷方式，

由下而上，依超市之需求聯合採購，使全省農會超市能在財藹獨立之下，連到連鎖經營

效果。設立聯採中心的理念雖已使農會超市之經營手法更加靈活，但是由於仍著重於暢

銷品的聯合採購，而非普及至所有商品的聯合採購，為其主要美中不足之處。董國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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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3 年)提及各農會超市需打破本位主義，以進行農會超市間合作，合作程度可採取:

共同進貨(部份或全部商品)、共同出資(部份或全部資金)、共同人力(聘請共同之

經理人)及技術合作(經營管理技術或生鮮處理技術等)等各種方式。本研究欲建構之

物流配送體系則包含了上述之全部商品共同進貨，部份資金共同出資，共同分享經營管

理技術'以提昇農會超市之競爭力。

在農會超市現況部份，董圓昌(民國 84 年)曾針對一農會超市進行個案式之經營

蓋全斷，診斷內容涵蓋了外部環境及內部(即賣場)環境兩部份，在外部環境的討論中主

要是論及該店與競爭店之競爭態勢，而內部環境部份之討論主要是再細分成二部份，一

為賣場規劃與商品陳列之診斷，另一為商品結構與價格政策之苦斷，文中並捏出診斷過

程中所發現之問題並提出改善之建議，是一篇相當實用性之文章。廖敢揚(民國 87 年)

指出國內連鎖超市未來發展趨勢之一起提高店內生鮮品項的比例，而台灣地區農會超市

經營的困難度之一為採購能力弱、議價空間小，而農會超市本身特性之一為生鮮品項比

例較一般超市為高，再加上物流體系之建立將可增強其議價空間。李宗儒(民國 87 年) , 

針對農會超市之商品營運狀況作過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若以各類商品之年營業額佔農

會超市年總營業額之百分比來看，生鮮食品平均為 15% '乾貨食品平均為 46% '用品類

平均為 33% '其他類(如麵包、熟食、配菜...等)平均為 6% 。其次，問卷結果亦顯示

農會超市經營者若認為其比一般的超市、量販店具有競爭優勢，其理由在於產品的品質

較高，但若農會超市經營者認為其比一般的超市、量販店處於競爭劣勢的話，則共同的

看法是由於其販售的品項少。因此如何保持產品的品質並在販售品項的多樣化方面努

力，成為農會超市追求之目標。換言之，本文期透過物流配送體系之規劃，使農會超市

之賣場庫存下降，如此將可有效提高賣場之坪殼，並可用此多出之空間引入新的產品於

賣場中，以加強產品的多樣化。更由於此物流配送體系之規劃'使物流中心可提供各農

會超市較多頻率的配送，使得每次訂購量可較小，因此商品過期之機率較小且較易掌握

商品之動態，所以其產品品質得以保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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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物流配送體系之相關文獻

翁基華(民國 86 年)曾將物流配送體系規劃問題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長、中、

短期。長期規劃指的是區位問題，中期問題是屬車隊規模問題，即應有多少輛車(李宗

懦，民國 86 年)及各配送車輛之噸數，短期問題是屬車輛途程問題，即配送路線之規

劃(曾敏雅，民國 87 年)。若將長中短期問題一起考慮，往往問題將會變得太大，而

不易求得最佳解，因此本研究只著重於長期區位問題之規劃'理由其中短期問題可藉由

外包物流公司( Third-Pa昀I Logistics) 的協助而解決。區位選擇問題 (Location Decision 

Problem) 的本質( Francis, 1992 )是在討論如何選擇最適位置來作為企業設立設施

(Facility )的地點，以決定其設立的規模大小。換言之，其目標在選擇一個最理想的地

點作為廠址，以降低營運成本或提高對顧客之服務水準'而相關的理論與模式稱為區位

理論模式，而在區位理論模式中區位的選擇與家數的決定具有相關性，也就是說，當企

業的服務網過大，則最適區位可能不是單一的一個地點，而是多個地點，因為在此情形

F唯有在多個地點成立廠址，才有可能在最低總成本之目標下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地點

的個數即為本文所稱之家數。目前求解區位理論模式之方法有二種，即離散區位模式與

連續區位模式。所謂連續區位模式是指利用數學公式，如:重力公式( Center-OιGravity 

Approach) (Lambe哎， 1993) .在配送點範圍內還取最適區位( Location ) .但若求得之

最適區位本已存在建築物，或位於山川保留地則要落實規劃結果將在實濟上有窒礙難行

之處。因此本研究將不使用連續區位模式求解最適農會超市物流中心之區位。所謂離散

區位模式是指在有限的 n 個候選物流中心地點中，選取最適的設置地點。求解方法可分

為四大類. (一)確定法( Exact Method ) :即建立數學規劃模式以求解最佳解. (二)

敢發式演算法， (三)模擬技術之應用及(四)經驗法則以求解可行的區位解。

在確定法方面，吳昭君(民國 86 年)就建立一 0-1 整數數學規劃模式求解最適農會

超市物流中心之區位，但其文中只考慮到八額之乾貨商品(而本文考慮了 15 額乾貨(即

常溫)商品及濕貨(即低溫冷藏)商品) ，且其候選地點現在皆有使用中，不是生鮮配送

中心，就是果菜包裝場，但本研究還取之候選地點皆為農會擁有之閒置土地(即空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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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實輯上若要落實規劃結果較為容易，其次，該文沒考慮料架之選擇方案，但本

文則列舉了四種料架方案供規劃用，以求解最適物流中心區位。換言之，就問題的考慮

深度而言，該文不及本文。李宗儒(民國 86 年)以確定法求解出台灣毛豬屠體運輸最

適轉運量及其肉品批發市場最適家數。李宗儒(民國 86 年)利用數學規劃模式決定出

台灣地區菸葉產業之最適菸葉廠家數。黃秋存(民國 84 年)亦建立一整數規劃模式並

以 Sun 工作站的 Cplex 軟體求解台糖物流中心最適區位，其模式是以運輸總成本最小為

目標，滿足一定的顧客服麗水準為限制式。 King ( 1964) 利用線性規劃轉運模式求解美

國加州最適牛隻屠宰工廠之家數，其作法為若模式求得之結果中，某屠宰工廠之屠宰量

為霉，則表示此工廠可關閉，進而可得最適工廠數。 Ladd ( 1975) 利用線性規劃模式決

定愛荷華州穀物搬運設施之規模大小，即從模式求得之最佳解中得知，若搬運設施之搬

運量為霉，則表示此設施可廢棄不用。但若搬運量大於霉，則以此搬運量作為規劃其規

模大小的依據。 Sriram ( 1997 )利用線性規劃求解在貿易自由化下廠商之最適定價、銷

售量及其最適倉庫數。

以敢發式演算法 (Heuristic Method) 求解最適區位之文獻方面常見的技巧( Carter, 

1996; Lee, 1996 ; Mirchandani, 1995 ;陳春益，民國 83 年;鄭守志，民國 83 年;周義華，

民國 86 年)為透過區位問題的描述或數學規劃模式的建立，顯示出該問題不易在合理

時間內求得最佳解，因此發展出演算法然後經過實例或範例測試，最後證實其演算法可

在合理時間內求得不錯的答案 (Solution) 。但在發展演算法的過程中，有些文獻在求解

過程中會利用數學模式之最佳解作為其一部份的解使其解與最佳解之差距縮小，以確保

其答案的品質，如: Mehrez ( 1995 )。也有作者直接套用發展的演算法以求得可行性(吳

淑貞，民國 85 年)

在模擬技術之應用方面， Pastor ( 1997) 利用模擬求解緊急醫療體系中急救中心的

最適區位。而 Bowersox ( 1996 )提及應用模擬於區位選擇之設計流程。

在經驗法則方面，謝俊雄(民國 86 年)則是利用經驗法則作為香蕉集貨場合併與

否的依據，其經驗法則內容主要是考慮分工與人文、經濟效率、政治干涉等因素。柴俊

林(民國 84 年)利用 AHP 法歸納出專家對物流中心區位選擇關鍵因素，而提出理想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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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候選地點之經驗法則為:臨近都會區、臨近各快速道路交流道，由公路所包圍，

物流中心服務區域的服務需求不可過低，土地取得不會太困難，土地形狀為四方形且各

角落均為直角。吳永猛(民國 86 年)提及一般企業在作業區位選擇時常考憊的因素，

計有:是否接近消費市場、是否接近原物料產地、勞力供給、動力供給、交通情況、氣

候和自然、環境、稅賦輕重、資金融通、法律環境、社會安定、廠地位置(設廠於市區、

郊區或鄉村)、社區態度及其他因素(如教育設施、公共設施、醫療服務、購物中心、

娛樂場所等條件，地價、地質狀況(如鹽性或酸性地質)、地勢高低、排水設施、停車

空間、未來擴展空間等因素)。總之，在以上諸多因素中，企業可依自己的需要，選擇

較重要因素，優先考慮，權衡比較，以定取捨。連經宇(民國 86 年)則由區位條件(如:

交通與通訊條件，經濟腹地等)、支援條件(如:土地取得、生產因素及產業條件、公

共設施等)及市場條件(如:稅制誘因、開發時機、發展趨勢等)三方面來評估在台灣

東部設置物流中心之區位及其條件。

本文將以數學規劃模式求解最適區位解，其特色將於下節中詳述。

參、數學模式之建立

本研究建立一 0-1 混合整數規割模式使在追求物流中心建構成本與運輸成本之和最

小值之目標下，滿足各農會超市需求之限制以求解農會超市最適物流配送體系，即決定

最適常溫及低溫型物流中心之家數、區位、料架型式、規模及其負責配送之農會超市範

圈。所謂 0-1 混合整數數學規劃模式只是有些變數需限制其值必為“。"或“1" ，但對於

其他變數則只限制大於或等於零即可。本文假設:一、物流中心額型只有二類，即常溫

型及低溫型物流中心二種。常溫型物流中心只配送常溫貨品，如:飲料類、市場雜貨類、

米類、濃縮食品額、糖果餅乾類、零食類、禮品頸、煙酒頸、日用品頸、清潔用品類、

衛生紙類、文具類、紡織類、家庭五金額、塑膠用品額等貨品，低溫型物流中心只配送

冷藏食品，如:水果、蔬菜、魚類及肉類等食品。二、物流中心的料架設計其一個料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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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位可放置約一立方公尺的一棧皈貨物。三、每一家農會超市對常溫貨品之需求只可由

一家常溫物流中心供貨，低溫食品亦然。四、每一物流中心對其負責配送的農會超市只

進行一天一次之配送。 0-1 混合整數數學規劃模式 (M) 如下:

min LILLf枷 Y伽 +LLLt吋 X叫 、
‘
.
'
，

l 
/
.
、

;=1 m=1 1'=1 k=l 1=1 v=l 1=1 

st. LX叫主 dνI v = 1, 2, ..., V 、 j= 1, 2,"', J (2) 

I K丸 M

Z九三 LLm'hY枷 i = 1 ， 2，月 v = 1, 2, ...y (3) 

LLLA枷vY枷 ~A， i = 1, 2, "', n (4) 

豆豆Yi/cmv ~ 1 i=I , 2,"', n' v=I , 2,..., V (5) 

n K" M 

LLLm;此枷 =c，. v=I, 2,..., V (6) 

X叫去。 i = 1, 2, . . . , n ' v = 1, 2, . .. , V ' j = 1, 2, . . . , J (7) 

y枷 ε{ 0 , 1 } i = 1, 2,"', n ' k = k , or k2 ' m 斗， 2，"'， M'

v = 1, 2,' ", V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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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物流中{，、候選地點編號

j 表農會超市編號

k = k 1 or k 2 

k1 表常溫型物流中心之規模等級編號 k1ε(1， 2，...， l0)

k2 表低溫型物流中心之規模等級編號 k2 ε{lJr.- ， 4)

m 表物流中心料架型式編號 m 斗，2，3 ，4

v 表物流中心溫帶層(如常溫或低溫)編號(亦用來代表貨品之類別，

如常溫或低溫貨品) , v = 1 表常溫 ， v=2 表低溫

X'~I 物流中心 I 每日配送 v 類貨品至 j 農會超市之數量

r 1, 候選地點 I 成立為 k 等級規模第 m 種料架之 v 額型物流中心

y枷= 10. 0伽"Wlse

t ,,/ 表物流中心 J 配送 v 額貨品至 j 農會超市之單位運費

J，伽v 表候選地點 J 成立為 k 等級規模 m 額型料架 v 類型物流中心

之每日建構成本

d叮 農會超市對 v 頸貨品之每日需求量

f200 x (k 一 1) ifv=l 

m伽= [80 x (k 一 1) if v=2 

=候選地點 t 成立 v 額型物流中心之 k 等級規模

A,= 候選地點 i 之坪數

A枷ν= 候選地點 i 成立 k 等級規模 m 額塑料架 v 類型物流中心時所

需之坪數

已 =v 額型物流中心總規模，其值是透過問卷調查各農會超市每日對常低溫

貨品之需求量累加而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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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式及限制式之說明如下:目標式表達本模式之目的為求取成立常溫型及低溫型

物流中心每日建構成本與每日運輸成本之和最小值。限制式 (2) 表示各類型物流中心的

供給量需滿足各農會超市對各類貨品之需求。限制式 (3) 表示對各顯貨品而言，由各物

流中心配送出去之數量需小於或等於該物流中心之最大配送量。限制式 (4) 表示各候選

地點成立物流中心所需坪數需小於或等於該候選地點之坪數。限制式 (5) 表示同一候選

地點，最多只能在各頡型物流中心等級規模中各選取一種成立。限制式(恬納6刮)表示成立的

各額型物流中心規模總總、和要符合各額型物流中心規劃之總總、規模。式(恬份6旬)中以

示，只是在於強調全省物流中心總規模需等於問卷所得對物流中心需求量之總總、和。式(份6刮) 

若以“大於等於"取代“等於"當然是可以，作者只是怕規劃出來的物流中心利用率太

低，因有可能每日進出貨的量連比規劃的物流中心規模小的多。限制式 (7) 表示由物流

中心配送至農會超市的數量非負數。限制式 (8) 中“。"表候選地點 i 不成立 k 等級規

模 m 類型料架之 v 額型物流中心。“1" 表候選地點 i 將成立 k 等級規模 m頡型料架之

v 類型物流中心。值得一提的是等級規模與料架型式之選取並無一對一之關係。

肆、資料推估與計算

執行模式( M) 所需之資料共可分成二大類，即與物流中心建構有關之資料及與物

流配送有關之資料，分述如下:

一、與物流中心建構有關之資料

此大類之資料下共有三項資料需推估或計算，分述如下:

(一)候選地點之選取:

本研究發函至各縣市農會，詢問其擁有的最大閒置土地資料，經由回函資料歸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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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整理如表 1 之候選地點一覽表。由表 l 得知並非各縣市農會均有閒置土地，且閒

置土地面積大小差異極大，據物流業者表示，提供揀貨作業的物流中心至少需 300

坪，因此本文只將大於 300 坪之資料列於表 l 之中。本文之目的即在於表 l 之七個

候選地點中選取若干個地點成立常溫型及低溫型物流中心以滿足模式( M) 之要

求。

表 l 候選地點一覽表

編號 所在縣市別 坪數

苗栗縣後龍鎮 3000 

2 基隆市七堵區 17577 

3 中壢市 350 

4 三重市 4000 

5 宜蘭市 2000 

6 台中縣鳥日鄉 7621 

7 高雄縣路竹鄉 1313 

(二)物流中心每日建構成本之計算

本研究只考曙建構常溫型及低溫型物流中心二種，但每種物流中心共有四種料

架型態供選擇，即一般高度巷道料架，高架高度巷道重型物料架，一般高度駛入料

架及高架高度駛入式料架。其次，本研究將常溫型(低溫型)物流中心規模設為 10

(4) 種等級規模，每一等級規模之差距即是 10% (25%) 之總規模，舉例而言，

第六(三)等級規模之常溫型(低溫型)物流中心表示該物流中心之規模足以處理

60% (75%) 農會超市常溫(低溫)食品總需求。經由物流設備業者提供之相關成

本與設備訊息，本研究利用式 (9) 決定出各類型物流中心下各種料架之每日建構成

本。

、
B
F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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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式中:

C枷=第 k 等級規模第 m 種料架型式之 v 類型物流中心每日建構成

本，該成本由料架成本，堆高機成本，撿料車成本與建築成本四項組

成;

A如= 第 k 等級規模之 v 額型物流中心所需之棧板數;

Bν= v 頡型物流中心之一單位棧皈成本;

Cv = v 額型物流中心使用之堆高機一輛之成本;

Dv= v 類型物流中心使用之搶料車一輛之成本;

Ekv = 第 k 等級規模之 v 額型物流中心所需之堆高機數量;

Fkv = 第 k 等級規模之 v 額型物流中心所需之撿料車數量;

Gm = 第 m 種料架型式下，每一棧板所佔之坪數;

叭= v 類型物流中心每坪之建築成本;

L= 物流中心建構成本分攤之日數。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本文假設一棧板即是可放軍一標準單位之貨品，因此物流

中心所需之棧皈數即是該物流中心之規模大小，也就是其等級規模下之標準單位

數。而模式 (M) 中 fikmv 之計算為:

I lIcmv = 12伽l' =...=兀枷ν=C枷 (1 0) 

(1 2) 



農業經濟半年刊'的期，民國 88 年 6 月 -103-

(三)建構物流中心所需面積之推估

本研究以式(1 1)決定各種料架下各額型物流中心所需之面積大小。

Zkm、心 = Akv X Gm 
、
‘
，J

l l 
'
，
‘
、

式中 Z師" -第 k 等級規模第 m 種料架型式之 v 額型物流中心所需面

積大小。 Akv 及 Gm 之解說請參考式 (9) 之說明。

因此，模式 (M) 中之 A'km' 之計算為:

AJ伽v = A2kmv =... = AII蜘v = Zkmv ( 12) 

二、與物流配送有關之資料

此大額之資料下共有二項資料需計算或推佑，分述如下:

(一)超市之家數及其每日對常溫及低溫食品需求量之推估:

本研究參考農產品零售現代化計畫下設立農產品直接供應中心之基本資料(民

國 86 年 10 月-)得知台灣地區共有的家農會超市，但經調查了解有些農會超市已

非農會直營(共有 5 家) .有些已關閉(共有 5 家) .有些是在金門、澎湖地區(共

有 2 家) .而非在台灣本島，因此，被本研究選定研究之農會超市共有 73 (=的一

5-5-2) 家。換言之，本文只針對位於台灣本島，且是農會直營之農會超市進行

物流配送體系之規劃。接薯，本研究設計了一問卷，其內容主要分為三部份，一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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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超市基本資料之蒐集，如:賣場坪數，每日平均營業額等。二為常溫食品販售

資料之蒐集，本問卷將常溫貨品共分為 15 類，分別為飲料頸、市場雜貨類、米類、

濃縮食品類、糖果餅乾類、零食類、禮品類、煙酒頸、日用品類、清潔用品頸、衛

生紙類、文具頸、紡織類、家庭五金類及塑膠用品類。本部份問卷之主要目的是要

了解各額貨品營業額佔其總營業額之比例及各類貨品進出貨之情形。問卷第三部份

則是蒐集低溫食品之販售資料，本問卷將低溫食品分成四類，分別為魚額、肉類、

水果額及蔬菜額。本部份問卷之目的是要了解各額低溫食品營業額古其總營業額之

比例及各類低溫食品進出貨情形。本研究問卷寄出時間為民國 86 年 11 月，經過二

個月的問卷回收，共收到了 23 份有效問巷，有效回收率為 3 1.51%。經由統計結果，

農會超市平均販售常溫貨品約 8，但 l 品項，占營業總收入的 79%，而低溫食品約 803

品項，占營業總收入的 15% '另外，約有 6% 的營業收入來自於麵包，熟食及配菜

等品項。

由於各額貨品大小及重量不一，導致計算各農會超市需求量及配送量時相當複

雜，為簡化問題複雜性，本研究導入標準單位 (Standard Unit) 之觀念，使計算過

程簡單並且有一各類貨品共通的標準。事實上，本文所用之標準單位即是以貨品的

體積(立方公尺)作為農會超市對各種貨品需求量及物流配送量之計算單位，但在

計算運費時，一般貨運公司是以重量作為計費標準，因此在計算配送成本時，需將

貨品的體積換算成重量才行，根據業者經驗若將體積值乘以 35 倍，則約等於其重

量值，但為不使讀者受體積，重量轉換之困惑，本文將一律以標準單位作為需求及

配送之計算單位。本文參考吳昭君(民國 86 年)之資料及本研究實地量湖貨品之

體積及重量的結果，得出表 2 之資料。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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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2 屬會超市常低溫食品之標準單位數及其平均價格

-圓圓-
常溫食品 低溫食品--每箱平均標準單位數
168.8x 10--4 6.045x10-3 

(立方公尺)

每箱平均價格(元) 750.7 36.75 

透過有殼問卷益表 2 之資料，本研究彙整出民國 86 年農會超市對常低溫貨品

之需求量屆全省農會超市每日總需求 279.52 個標準單位，而低溫食品之每日總需

求其 155.615 個標準單位，因本研究參考業者之建議而假設常溫型物流中心之安全

庫存為 7 天，所以在模式( M) 中被選取的常溫型物流中心總規模需達 1956.64 個

標準單位;為方便於計算，本文以 2，000 個標準單位推佑。至於低溫食品，本研究

亦參考業者之建議而假設其安全庫存為二天，因此低溫型物流中心總規模需規劃為

31 l.23 個標準單位，為方便計算，本文以 320 個標準單位推估之(即 C2 =320) 。

(二)在運輸成本推估方面

運費高低應與距離及運輸量有關，但本研究之運費高低只與距離有關是因為本

研究已將需求量(或是配送量)轉換成標準單位，因而只需討論距離對運費之影響。

換言之，標準單位運輸成本的主要決定因素站起迄地點間的距離，所以不論為由何

種類別、型態及規模之物流中心配送，只要是同一個候選地點配送至 73 家農會超

市之標準單位運輸成本只與距離有關而與其它因素無關。因而藉由參考某一股票上

市貨運公司之運費計價方式，以作為運輸成本資料來瓣。截至此，模式( M) 所需

之資料已經由調查、計算或推估而得之。

為減輕輸入模式 (M) 之資料負荷，本研究利用 Excel 中的巨集語言-VB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為程式發展環境。 Excel 的 VBA 是以 Visual Basic 語

言為基礎，再針對 Excel 的特性所發展出的應用系統開發工具。因而本文利用 Excel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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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VBA 而撰寫一電腦程式，使使用者在輸入基本資料後，透過該電腦程式的執

行，而自動產生如模式 (M) 之整數數學規劃模式。該電腦程式之設計流程如圖 l

所示。

圖 l 中之所謂相對應變數存在與否的決定是取決於某係數值或參數值所代表

的所需坪數與候選地點坪數大小之比較。換言之，若所需坪數比候選地點坪數大則

該相對應變數不存在，以減少模式的變數個數，加快求解速度。反之，則代表該相

對應變數存在。

以 Excel 計算模式(M)中

變數之係數值與限制式之參數值

讀入係數值與參數值

將係數值或參數值依適當次序列於

相對應變數之輸出格式中

圍 l 產生 0-1 聲勸勸學規劃模式之電腦程式設計流程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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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結果與敏感度分析

一、執行結果

經由圖 l 之電腦程式流程所得之區位模式 (M) 共有 1414 個變數(其中有 329 個

0-1 整數變數) , 184 條限制式，本研究利用個人電腦版之 Cplex 軟體執行區位模式(M) , 

經過 19648 次的表運算( Tableau computation) ，花了 108.87 秒，得最佳解如表 3 所示。

每日所需成本為 384，444.047 元，本研究假設物流中心之成本於五年回收，因此總投資

金額為 672 ，777、082.25 元。由表 3 得知，台灣地區應成立四處的常溫型物流中心，分別

位於(一)三重市，規模為 1000 個儲位，所需坪數為 844.36 坪，日配送量為 49.544 個

標準單位(相當於 2935 個配送箱數) ，安全庫存約為 20.18 ( 1000/49.544 )天，負責配

送 15 家農會超市; c-=.) 台中縣烏日鄉，規模為 400 個儲位，需 337.744 坪供建造物流

中心，日配送量為 53.288 個標準單位(相當於 3157 配送箱數) ，安全庫存的為 7.5 天，

負責配送 13 家農會超市: (三)高雄縣路竹鄉，規模為 200 個儲位，所需坪數為 168.872

坪，日配送量為 88.002 個標準單位，平均安全庫存約為 2.27 天，負責配送 25 家農會超

市; C 四)宜蘭市，規模為 400 個儲位，所需坪數為 337.744 坪，日配送量為 64.44 個

標準單位，平均安全庫存約為 6.21 天，負責配送到家農會超市。而低溫食品方面，台

灣地區亦應成立四處低溫型物流中心，分別位於基陸市七堵區、苗栗縣後龍鎮、高雄縣

路竹鄉及宜蘭市，其規模均為 80 個標準單位，安全庫存分別約為 2.91 、 2.63 、1.95 及

1.7 1 天，負責配送之農會超市家數各為 14 、 13 、 21 及 25 家。依業者的經驗，常溫食品

可放的期限較長，因而以 7 天為安全庫存天數之設定值，而低溫食品由於不可久放，所

以以 2 天作為安全庫存天數之設定值。由於此兩個設定值之不同，因此造成常低溫物流

中心安全庫存量差距頗大之現象。其餘相關訊息請參閱表 3 。值得一提的是，由表 3 可

看出最適解中料架型式皆為高架高度駛入式料架且有些候選地地點不被監位模式 (M)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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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中成立物流中心(如候選地點編號 3) ，有些地點則被挑中只成立常溫型物流中心(如:

候選地點編號 4 及 6) 或低溫型物流中心(如:候選地點編號 1 及 2) ，但也有些地點

被挑中而一起成立常溫型及低溫型物流中心(如候選地點 5 及7)，且其所需總坪數亦

小於該帳選地點之坪數，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提之 300 坪限制是指任一候選地點總

面積，而非實際至少需要之坪數。換言之，表 3 中出現低於 300 坪之數據是因為其規模

小，所以透過式( 11 )及式( 12) 之計算，則其所需坪數亦小的結果。低溫型物流中心

規模均一致表示全省東、北、中、南四大區之農會超市對低溫食品之總需求量差異並不

大。

表 3 最佳解

候選地 所在 候選地 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 規模 所需 配送量 配送 配送
點編號 縣市 點坪數 型態 料架型式 (標準單位) 坪數 (標單單位) 箱數 家數

茵栗縣後龍鎮 3000 低溫型
高架高度駛

80 67.549 30 .388 4712 13 
入式料架

2 基隆市七堵區 17577 低溫型
高架高度駛

80 67.549 27.487 4262 14 
入式料架

4 三重市 4000 常溫型
高架橋度駛

1000 844.36 49.544 2935 15 
入式料架

常溫型
高架高度教 400 337.744 64.44 3818 20 

5 宣蘭市 2000 
入式料架低溫型 80 67.549 46.84 7262 25 

6 台中縣為日鄉 7621 常溫型
高架局度駛

400 337.744 53.288 3157 13 
入式料架

常溫型
高架高度駛 200 168.872 88.002 5214 25 

7 高雄縣路竹鄉 1313 
入式料架低溫型 80 67.549 40.925 6345 21 

二、敏感度分析

透過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1ysis) 可使吾人了解資海變動時對最佳解的影響。

本研究將敏感度分析之結果分成兩大類討論: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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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函數

在目標函數中變數的係數值高低足以決定該變數在最佳解時是否真大於霉，而

敏感度分析結果中的縮短成本 (Reduced Cost) 提供了任一非基本變數( Nonbasic 

Variable) 若要在最佳解時成為基本變數 (Basic Variable) 時，其在目標函數之相

對應係數應增減的量之資訊。即原先不存在的配送活動，若能調降該配送之標準單

位運輸成本(即縮短成本之數值) ，則該配送活動便會產生。經由 Cplex 執行模式

(M) 之敏感度分析結果可得知最小值的縮短成本屆 87.5 '也就是位於新竹縣新埔

農會之農會超市其常溫貨品原先由三重市之常溫型物流中心(候選地點編號 4) 配

送，若改由台中縣烏日鄉(候選地點編號 6) 之常溫型物流中心配送則其縮短成本

吉普 87.5 。換言之，若烏日鄉之常溫型物流中心配送常溫貨品至新埔農會之農會超

市，其每標準單位運輸成本，從原先 385 元降低 87.5 元成為 297.5 (=385-87.5) 元

時，則位於新埔之農會超市才會由位於烏日那之常溫型物流中心配送，如此才會是

最佳解。

(二)限制式

本文主要選定農會超市需求之限制式(即模式 (M) 之式(2) )與被選取成立之

物流中心供給之限制式(即模式 (M) 之式(3)) ，作為分析的對象。

在限制式的敏感度分析方面，有興趣的是若限制式右邊 (Right Hand Side of 

Constraints )增加一單位的資源，則使總成本增加或減少之幅度是有多少，而此增

滅之幅度值即為資源的邊際貢獻 (Shadow Price) 之意義。其體而言，對需求限制

式的資源邊際貢獻指的是多一單位的資源需求使總成本增加的量。而對供給限制式

的資源邊際貢獻指的是多-單位的資源供給使總成本減少的量。經由 Cplex 執行模

式 (M) 之敏感度分析結果可得知在需求限制式的資源邊際貢獻之最小值為 94.5 ' 

其相關資料如表 4 所示。

(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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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需求限制式之敏感度分析

限制式編號
資源邊際 需求量 配送量

貢獻 (標準單位) (標準單位)

C15 94.5 2.17 2.17 
C17 94.5 4.73 4.73 
C21 94.5 0.53 0.53 
C25 94 .5 2.04 2.04 
C52 94.5 2.36 2.36 
C54 94.5 6.18 6.18 

C 16,C 18,C 19,C20,C22,C23 ,C24,C26, 
C27 ,C28,C53 ,C55 ,C56,C64,C65 94.5 

註: Ci 表編號 i 之農會超市的需求限制式: i = I , 2 , . . . , 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94 3.494 

由表 4 之資料可看出在表中的農會超市若其對常溫貨品的需求增加一單位，將

使總成本增加 94.5 元。而被選定成立物流中心的供給限制式方面資源邊際貢獻經

Cplex 求得之結果均為霉，表示在最佳解時多增加一標準單位供給不會發生總成本

下降的可能，即最佳解時各物流中心的產能有閒置，尚未充分利用，主要原因在於

本研究在規劃時皆假設每個常溫型物流中心候選地點有七天安全庫存量，而低溫型

物流中心候選地點有二天安全庫存量，因此每個物流中心每日配送量小於其規模的

機率頗大，事實上，每個物流中心皆有1.7 1 至 20.18 天不等之安全庫存量，進而普

遍發生規模(產能)尚未充份利用情形，但如此卻可作為日後擴充的彈性調整空間。

陸、結論與建議

農會超市要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永續經營，努力之道不外有二，即提高品質及

降低成本。透過物流中心的成立可使配送頻率增加，保持產品的鮮度，更因每日配送，

使賣場庫存減少，降低了營運成本，透過本文建立的模式(M)及 Cplex 軟體的求解可決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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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適的物流中心家數、區位、規模、料架型式及其負責配送的農會超市範圍，而敏感

度分析的結果提供了農會超市努力之方向。換言之，台灣的農會超市應建立四個常溫型

(分別位於三重市、台中縣烏日鄉、高雄縣路竹鄉及宜蘭市)及四個低溫型(分別位於

基隆市七堵區、苗栗縣後龍鎮、高雄縣路竹鄉及宜蘭市)物流中心，以滿足各農會超市

之需求，並使每日的物流中心建構成本與配送成本之和連最小，進而連到連鎖化之目的

外，也提昇其競爭力。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若假設有多種(即大於二種以上)標準單

位及多種平均價格，將使問題的複雜度增加。事實上，表 2 則是針對常溫及低溫貨品計

算了其各一的每箱平均標準單位及其平均價格，也就是本文考磨了兩種標準單位及兩種

平均價格。期藉由本文的發表，以作為農政單位輔導及整合其農會超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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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stablish the Optimal Logistics 
System for Farmel句 Association

Supermarkets in Taiwan 

Lee, Tzong-Ru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arketing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logistics system for 

farmer's association supermarkets in Taiwan. The decisions related to this optimal logistics 

system contain the numbers, sizes, storage style, locations and service 訂eas of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Based on our research results ‘ four normal-storage and four cold-storage distribution 

cente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ordcr to minimize the total cost. Wi出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ptimallogistics system,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supermarkets can be integrated as a chain

store so that their competitiveness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logistics, farmer's association supermarket,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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