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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舜德＊＊

摘要

傳統揀貨作業看表革揀貨，速度慢又容易出錯。電腦輔助揀貫作業將商品的

揀貨位置都賦于住址，並裝設電子標益。揀貨真沿著特定揀貨路援，看電子標籤

燈亮就停下來，並按顯示數字揀賞，如此，可提高揀背速度又不容易出錯。然而

，現有電子標籤只顯揀貨位置與揀貨數量，必須增設搭配裝置，來捕補電子標籤

頡示功能的不足，才能使電腦輔助揀貫作業發揮功能。本文採用不同的方法：提

升電子標籤的功能，使其能「完全頸示」揀貸資訊。

對20家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訪楚，並藉由 EQ 分析與 EN 分析，得知其揀質

特性與資訊需求。然後，屬性分析揀貸資訊，產生「完全頭示」之是1J ：章，使電于

標籤不但能「完全頸示」揀貸資訊，又能符合「直覺記，注與立即反應」原則。最

後，將「完全顯示」之創意具體化，建立足用型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提供九種

無示模式：可一個電子標籤對應－個儲位瓦多個儲位、指示一位揀官員進行單一

訂單揀貨、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骨、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

賞、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指示揀貨路徑、立即更正揀質錯誤、指

示庫存盤點、指示貼標籤作業。如此，泛用型電子標益不需任何搭配裝置，就能

「完全顯示」揀質資訊，使電腦輔助揀貫作業適合大部份物流中心與普背倉庫，

未提高雄貨效丰及降低揀貨錯誤。

問鍵詞：物流管理、揀貨作業、電于標瓷、電腦輔助揀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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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揀貨作業是物流作業的主要作業之一，作業成本佔物流成本刊%。揀貨作業

直接相關人7﹞佔整體物流人1J50%以上，揀貨作業時間更佔整個物流時間30%至

40% （董褔慶、陳明德， 1995）。揀貨作業是物流的關鍵作業，若能改善揀貨作業

，就能提高物流作業效率，所以本研究針對揀貨作業加以探討。

傳統發貨倉庫的儲位沒有編號。揀貨員拿著客戶寄來或傳真來的訂貨表單，

一面看表單的一行商品名稱，一面尋找該項商品﹔揀足表單上的訂單數量，再看

下一行商品名稱，繼續尋找下一個商品。依據表單的商品名稱來尋找所要的商品

，需熟悉商品的老手才能勝任（張舜德、會聰榮， 1996）。揀貨順序與儲位順序不

一致，需不斷地來回尋找商品。閱讀、查驗揀貨表單、尋找商品等動作約佔揀貨

動作30%以上的時間（經濟部商業司， 1995）。一邊看表單一邊揀貨，很容易揀錯

貨。在揀貨作業失誤比例，漏揀佔60% ，錯揀佔30% ，數量錯誤佔10% ，其中，

至少90%的錯誤是表單閱讀錯誤或漏掉所造成（經濟部商業司， 1995）。

因傳統揀貨作業無法達成數百家聯鎖商店的配送需求，統一集團捷盟行銷公

司與工研院電通所共同開發「電腦輔助揀貨系統」（CAPS, Computer Aided Picking 

System）（黃惠慎， 1996）。先導入「儲放位置編號」管理：任何商品的揀貨位置都

賦予住址（Location Address），住址是由區域、走道、層敏、排序所組成之編號。

按住址找商品，揀貨不必依賴熟悉商品的老手﹔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迅速、

正確地找到所要的商品。揀貨單依儲位順序列印，減少來回尋找商品的時間，並

降低揀錯商品的可能。並裝設「電子標籤」，以燈光、二極發光體（LED）或液態

晶體（LCD）指示揀貨位置與揀貨數量，完全避免「一邊看表單一邊揀貨」所造成

的錯誤，使揀貨失誤率降至萬之三以下（黃惠喂， 1996）。

工研院電通所開發的電子標籤的顯示功能不足，只顯示揀貨位置與揀貨數量

，必須配合「店號顯示器 」 、「區段顯示器」 、「通道完成顯示器的使用」等搭

配裝置，才能使電腦輔助揀貨系統適合高頻度揀貨的物流中心。國內物流中心的

型態很多：製造商所成立的物流中心（M.D.C.）、批發商或代理商所成立的物流中

心（W.D.C.）、 貨運公司所成立的物流中心（T.D.C.）、零售商向上整合所成立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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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Re.D.C.）、區域的物流中心（R.D.C.）、貨品暫時存放的轉運站（F.D.C.）（劉概芳

' 1993），其中，只有恥，D.C配送直營店時（如撞盟行銷配送7-ELEVEN）才具有高

頡度揮貨的特性。大部份的物流中心與一艦公司的謹貨倉庫並不具備高頓度揀貨

的特性，使電腦輔助揀貨系統難以完全發揮功能。為7彌補電子標聾顯示功能的

不足，工研院電通所開發更多的搭配裝置（如無線式揀貨台車），使電腦輔助擇貨

系統也可以適合低頭度撩貨，卻大幅提高系統的禮雜性與投資費用。

電子標蠶的功能不足是電腦輔助揀貨作業的盲點。一昧地增加搭配裝置來彌

補電子標籤顯示功能的不足，並不能完全解法問題。根本解決立道，必讀提升電

子標籤的功能，使其能「完全顯示」揀貨資訊。不同型態的物流中心與謹貨倉庫

具有不同的揀貨特性，需要不同的揀貨資訊。必讀探討各種型式的揀貨作業，：實

解其揀貨特性與資訊需求，進而得知電子標籤需提供那些功能『才能使電腦輔助

揀貨作業完全發揮功能。然後，歸納各種揀宣資訊，尋拉共同的模式，做馬泛用

型電于標籤的基本架構，使其能適合各種型式的揀貨作冀。

二、研究目地

基於上述的動機與需求，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

1. 分析各種揀貨特性及資訊需求。

2建立泛用型電子標籤之基本架構。

貳、文獻探討

圖 l 是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架構示意園，圓 2 是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

的揀貨路徑（工研院電通所， 1995 ﹔董福慶、陳明唔， 1995）。貨架的每個價位都

安裝一個電子標籤，用來顯示揀貨資訊。電子標聾最左側有一小燈，燈亮表示該

儲位的商品是待揮商品。電子標範中間有四個字元的液晶，右倒有一確認蟬，左

側有一缺貨鍵。液晶可顯示揀貨數量，揀足顯示數量時按下確認鏈，否則按下缺

貨躍。每一借架通道的前端有一店號顯示器，﹔主端有通道完成顯示器，如此，每

一儲架通道只允許一位揀貨員揀貨 。 揀貨時 ， 店號顯示器顯示客戶編號，負責該

客戶之揮貨員推著台車進入儲架通道，尋找通道兩側電子標籤燈亮之儲位，並依

照電子標籤顯示數字揀取商品。揀完貨後按下確認鍵，繼續下一個電于標籤燈亮

之1諸位之揀貨作業。走到通道盡頭時，按下通道完i6X顯示器：紅燈亮時，表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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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有漏棟儲位，需回頭補揀﹔結燈亮時，表示已完成該通道揀貨作業，可繼續

下一條通道揀貨作業﹔同時原來通道的店號顯示器顯示下一個客戶編號，指示下

一位揀貨員可入該通道開始揀貨。店號顯示與通道完成顯示器用來區隔前能三位

揀貨員，可讓多位揀貨員同時進行揀貨作業。電子標籤輔助掛貨系統適合多模、

少量、高頻度商品之揀貨作業，其優點如下：

l.沿特定揀貨路徑，看電干標鑑燈亮就停下來，並按顯示數字揀貨，恨不容

易揀錯貨，錯誤率可少於萬分之二。

2.對高額度揀貨商品，更可省去來回尋找待揮商品立時間，揀貨速度可提高

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3. 只要尋找電子標籤燈亮之儲位，並按顯示數字揀貨，不識商品的生手也能

探貨。

因電子標籤只顯示揀貨數量，欠缺其他揀貨資訊，造成以下缺點：

l.電子標籤欠缺揀貨儲位指示，每一個電于標籤只能對應一個儲位。當倉庫

採用小型儲位存放小型商品時，每個儲位裝一個電于標籤，密密麻麻的電

于標盤不i旦使燈號識別不扇，也造成投資浪費。從動作要頓的觀點來探討

，每兩個電于標蠶的間隔不應少 100 公分，因 100 公分的距離不但目視容

島也觸手可及。

物流／揖登記建中心

MIS主嚮

控制工作站

宙人電瞳

正在唱中主

店量圖示耳 逼迫屯且聶.＼＞：！＼

圖 l ：電于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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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2 ：電子標籤輔助探貨系統的揀貨路徑

2.電子標籤欠缺路徑指示。不管待揀儲位多或少，都需走完特定揀貨路徑（

如圓 2 ），即使待揀貨品全在揀貨路徑的最前端，也需走完整條路徑。對

低頻度揀貨商品，電子標籤的接用反而降低揀貨效率。

3電子標籤欠缺店號指示，每1曙揀貨路？至只能允許一位揀萱員揀貨。為7讓

多位揀貨員同時揀貨，需加裝店號顯示器、區段豆豆示器、通道竟成顯示器

等搭配設備。

4.電子標籤欠缺揀貨台車格位指示，每位﹔東貨員只能執行單一訂單揀貨‘不

能同時揀多張訂單的貨。

電子標籤的功能不足，無法適用於1lt頻度揀貨的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業

者又開發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圖 3 是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的架構示意區，團

4 是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的揮貨路徑（工研院電通所， 1995 ﹔董褔慶、陳明德

, 1995 ）。電子標蠶只顯示揀貨數量，欠缺揀貨儲位指示、路往指示、店號指

示、揀貨台車格位指示等揀貨資訊，使電子標籤面臨前述缺點，只適合少數高

頻度揀貨之物流中心。為了顯示揀貨路徑（如圖 4 ），工研院電通所加裝顯示

面積較大的終端機。又因終端機價格昂貴，不可能每個儲位裝一台，只得裝在

揀貨台車上 ， 而演變成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 。

揀貨台車有多個格位，每個格位可放置一張出貨罩之貨品，可同時執行多

張出貨單揀貨作業。每個格位有一電子標籤，用來顯示貨品放入數量。貨品儲

架有數十個儲位，每一個儲位有一個儲位顯示器。當儲位顯示器亮燈時，表示

-299一



〈固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6 

該儲位需揀貨。揮貨員依照揀貨台車之電于標鐘指示，從該儲位棟取電子標籤

顯示數量，放入電子標鐘所屬格位，並按下確認鏈。揀貨台車上有一終端機，

用東顯示揀貨路哩，方便揀貨員尋找下一個待揮儲位。揀貨台車之電于標籤與

終端機透過無線通信與電腦主機連線。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具備以下優點：

1. 可以同時執行多張訂單揀貨。

2.指示揀貨路徑。

無線式揀貨台車加裝搭配設備來彌補電子標籤的顯示功能不足，雖解決部份問題

，卻帶來其他不便：

1. 價格較電于標籤高。

2.無線式與電腦主機連線，在倉庫內容易受干擾。

3.終端機裝在移動的揀貨台車上，造成揀貨不便，也容易損壞終端機。

前述文獻都增加搭配設備，來彌補電于標籤的顯示功能不足。目前仍無文獻

分析各種揀貨特性及資訊需求，也沒有文獻歸納各種探貨資訊，尋找共同的模式

，做為泛用型電于標籤之基本架構。

圖 3 ：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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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揀貨作業之研究 7 

圓 4 ：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揮貨路僅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分析各種捧貨特性及資訊需求﹔建立泛用型電子標

鐘之基本架構。本研究的最終目地是建立新系統，研究方法可操用士作設計的設

計方法。設計方法可擺脫現有的束縛，開發出更理想的新系統，其基本程序如下

（聞文哲、葉宏囂， 1992 ) : 

1抽出主要作業一確認系統的主要目的。

2.檢討主要作業一從主要目的東悔改或簡化作業，並產生新創意。

3.設計新系統一將前述新創意具體化，開發出新系統。

4評估新系統一評估現有系統與新系統。

本研究完全依據設計方法之基本程序，分四個階段進行。

卜抽出主要作業

從文獻探討得知：現有電子標籤的顯示功能不足，使電腦輔助揮貨作業受到

限制。電子標鐘需配合店號顯示器、區段顯示器、通道完成顯示器等搭配設備，

電站輔助揀貨作業才能適用於高頓度揀貨主物流中心。電子標鐘需配合無線式揀

貨古車、終端機等搭配設備，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才能適用於低頭度揀貨之物流中

心。搭配設備不但使投資費用增加並使作業更厲種雜，根本解決之道是：捏高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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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子標籤的顯示功能，使其能「完全顯示」揀貨資訊，不再依賴搭配設備來彌補其

功能的不足。本研究的主要作業是：使電于標籤能「完全顯示」揀貨資訊。

（＝.）檢討主要作業

為了暸解電子標籤應提供那些顯示功能，才能「完全顯示」揀貨資訊，需先

探討各種型態的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的揀貨作業。本研究依據經濟部商業司定義

的行業另lj－乾貨、生鮮、藥品、服飾、出版、家具、玩具、日用品、錄影帶、文

具、鐘錶眼鏡、家電音響、運動用品、交通工具與用品等（經濟部商業司， 1994

），每個行業參觀一至三家，共參觀20家。其中，只有三家已採用電腦輔助揀貨

系統，其餘仍維持「看表單揀貨」。

這階段的研究屬於作業流程分析，可探用直接觀察法，在現場觀察到完整的

作業流程（Cooper and Emo哼， 1996） 。 然後，對其訂單進行EIQ分析，了解每張訂單

的訂貨數量（EQ）與每張訂單的訂貨品項數（EN）。藉由EQ與EN分析， 7解揀貨特

性與電腦輔助揀貨作業之資訊需求。

屬性分析是產生新產品創意的方法（Crawford, 1991）。先探討揀貨資訊芝屬性

，再將揀貨資訊依屬性分類，然後採用 Osborn(1963）的檢查表，對棟貨資訊的型

態進行縮小、改變、結合、與重組，來產生「完全顯示」揀貨資訊之創意。

（：＝：）設計新系統

將第二階段所產生的創意具體化 ， 來建立泛用型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 然後

探討泛用型電子標籤如何「完全顯示」揀貨資訊，使電腦輔助揀貨作業完全發揮

功能。

（四評估新系統

從設備需求與顯示功能，來評估泛用型電子標鐘，証實泛用型電子標籤具備

更多的優點，比現有電子標籤更適合大部份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

在研究限制方面，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的母體太多，無法全面訪談，每個行

業只能訪談一至三家。男外，電子標籤必須配合業者作業模式，才能發揮實際的

效益。本研究建立泛用型電子標籤之基本架構，只能從設備需求與顯示功能做評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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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肆、電腦輔助揀貨作業分析

分析各種揮貨作業，了解其作業特性及資訊需求。屬性分析揀貸資訊，來產

生「完全顯示」之創意， i吏電子標籤「完全顯示」揮貴資訊，立符合「直覺記憶

與立即反應」原則。

一、作業分析

對20家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訪談，並藉由 EQ 分析與 EN 分析，探討其揮貨

持性與電腦輔助揮貨作業之資訊需求。拉分析如下：

1.藥品、眼鏡片、文具等小型商品的存放儲位很小。每個儲位安裝一個電于

標籤時，會使電子標籤一個一個地緊靠在一起。密密麻麻的電子標籤不但

使燈號識別不扇，更形成投資浪費。 100 公分是自視罕事插手可及的臣睡

' 100 公分間隔內的多個儲位叮共用一個電干標竄。部份產品的儲位寬度

上七電子標籤的長度還小，一個儲位裝不下一個電子標籤，更需多個﹛諸位共

同一個電子標籤。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一個電于標籤對應多個儲位 i 需

顯示「揀貨儲位」與「揀貨數量」，指示揮貨員從「顯示儲位」揀取「顯

示數量」。

2.每張訂單的訂貨品項數（EN）佔總晶項的比例會影響揀貨致率。少數物流中

心的比例較高，大部份物流中心與費貨倉庫的比例低。比例低時，揀貨員

沿著特定揀貨路徑揀貨，浪費太多的時間去尋找下一個燈亮的電于標籃，

揀貨拉車反而不如「看表單揀貨」。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揮貨員每揀晃

一個儲位，電子標籤需顯示「下一個待揀儲架」’指示揀貨員跳過不需揀

貨的儲架，直接走到下一個待揀儲位的儲架（如圖 4 ）。

3. 部份發貨倉庫的每張訂單的訂貨數量（EQ）不多，一輛台車可裝多張訂單

的出貨量。揀貨時，台車上放置多個紙箱，每一個紙箱用來裝一張訂單的

貨。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電子標籤需顯示「揀貨數量」與 「台草格位」

，指示揮貨員揀取「顯示數量」放進「顯示格位」的紙箱。

4.大部份的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有多位揀貨員同時揀貨，每人推著一輛台車

。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電子標籤只顯示揀貨數量，揀貨員無法得知負責

← 30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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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儲位，必讀再顯示揀貨員代號，才知道電子標籤所屬儲位由誰負責棟貨

。揀貨員代號也可以用台草草號取代，如此，電于標盤需顯示「揀貨數量

」與「台草草號」’指示推著「顯示車號」的揀貨員棟取「顯示數量」的

商品。

5漏揀佔揀貨錯誤比｛J'IJ60% ’是所有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的最大困擾。漏揀

不但讓顧客埋怨，事？全緊急補送也耗時費錢。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應有

防呆措施。揀貨員每棟完一個儲位並按下確認謹時，自動值測前一個揀貨

儲位是否漏揀﹔漏揀發生時，電子標籤需顯示「前一個漏揀儲架」’指示

揀貨員立即回頭補揀。

6. 每隔一段時間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需盤點庫存。盤點作業大都採用表單方

式：一邊看表單一邊盤點，然後將盤點結果記錄在表單。部份的物流中心

採用于提終端機，直接輸入或悔碼輸入。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電子標籤

需顯示「庫存數量」’指示盤點員盤點。數量相符時，按下確認鍵通知連

線電腦﹔數量不相符時，調整顯示數量，再按下確認健通知連線電腦正確

數量。一個電子標鐘對應多個（諸位時，需增加「盤點儲位」顯示，指示盤

點員盤點那一個﹛諸位。

7部份中小型發貨倉庫出貨給超市時，需替超南貼上標格標籤。電腦輔助揀

貨作業時，電于標範先顯示「價格」’指示揀貨員調整標籤機數字﹔再顯

示探貨儲位、揀貨數量、與台車車號，指示揀貨員揀貨。貼價格標籤乃較

複雜揮貨作業，每位揀貨員只進行單一訂單揀貨。

8 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大型家電都直接堆放在地板上，每個品項佔用

一個區位。揀貨時，探用堆高機來搬運，每次只搬運一台。電腦輔助揀貨

作業不宜睬用電子標籤，應在堆高機上安裝無線式終端機，終端機顯示區

位團來指示最佳搬運路徑與揀貨區位。

9汽車的接貨倉庫是大型停車場，汽車按車型分區停放。電腦輔助揀貨作業

只需庫存管理軟體，不需要電子標籤。

從作業分析可知：棟貨的資訊項目有揀貨儲位、揀貨數量、台車車號、台車

格位、下一個待揀儲架、前一個漏揀儲架、價格、盤點儲位、與庫存數量等九種

。其中，台車車號亦可改為揀貨員代號。

一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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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

電子標籤顯示字串時，必須讓揀貨員一看就記得並立即做揀貨反應，這種「

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不但使揀貨迅速而且不容易出錯。字串不超過四個字時，

人類一眼看過就能記住並立即反應，這是為什麼車牌號碼分二組而每組不超過四

個字，這也是為什麼電話號碼分三組而每組不超過四個字。從「直覺記憶與立即

反應」的觀點來探討，現有電子標籤採用四個數字的液晶顯示，是正確的做法。

三、屬性分析

揀貨資訊的項目多達九項，電子標籤仍維持四個字元的液晶顯示，必須分多

次顯示。揀貨的資訊分多次顯示，又不妨礙揀貨動作，必須遵循時間系列的屬性

分多次顯示。揀貨的時間系列可分爵揀貨前、揀貨時、揀貨佳、與盤點時。揀貨

資訊按時間系列分類如下：

揀貨前：價格

揀貨時：揀貨儲位、﹔東貨數量、台草草號、台車格位

揀貨後：下一個待揀儲架、前一個漏揀儲架

盤點時：盤點儲位、庫存數量

揀貨時，揀貨員不斷從儲位揀取商品放進台車。「揀貨時」動作又可細分為

揀取與放進。「揀貨時」揀貨資訊按動作屬性分頭如下：

揀取動作：揀貨儲位、揀貨數量

放進動作：台車車號、台車格位

揀貨資訊需按時間系列分多次顯示。「揀貨前」只顯示價格，四個字元的液

晶可一次顯示。「揀貨後」只顯示三項中任一項，四個字元的液晶可一次顯示。

「揀貨時」顯示項目有四項，「盤點時」顯示項目有二項，四個字元的液晶無法

一次顯示。

四、「完全顯示」之創意

「揀貨時」顯示項目多達四項，「完全顯示」最為困難，若能解決，其餘就

不成問題。 電話號碼有七個數字，常被分成兩組，第一組是三個數字，第二組是

四個數字， 先記第一組再記第三組，每組都不超過四個字，記起來就容易。「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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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時」顯示項目有四項，可按動作屬性分為兩組，先顯示揀貨儲位與揀貨數量來

指示揀取動作，幾秒後，再顯示台車車號與台車格位來指示放進動作，如此，分

兩組反覆顯示，每組只有兩項揀貨資訊。

四個字元的液晶一次顯示兩項揀貨資訊，必須再將揀貨資訊改變型態、縮小

型態、並予以重組。第一組是揀貨儲位與揀貨數量，揀貨數量是阿拉伯數字，需

預留三個字元的液晶顯示，揀貨儲位只能預留一個字元的液晶顯示，只能顯示一

個英文字母的編號。儲位編號由區域編號、 ｛§書架編號、儲架區位編號、與儲架格

位編號所組成，其中儲架編號亦可再為走道編號，例如， Al29B 代表A揀貨區蛾

第 1 走道第四個儲架區位第B格位。如此，每個儲架區（立裝一個電子標籤，可對

應、多個儲架格位，而且電子標籤只需顯示儲位編號最後一個英文字母編號。第二

組是台車車號與台車格位。台車格位適合一個英文字母編號，讓揀貨員容易識別

與記憶。台車車號不能再採用英文字母編號，必須採用阿拉伯數字編號。台車格

位預留一個顯示字元，台車車號預留二個顯示字元，仍剩下一個顯示字元，可顯

示區別符號來區別第一組揀貨資訊。綜合以上討論，產生以下的創意：

1. 用兩種不同文字表達一組兩項揀貨資訊，例如的0 ，英文字母代表待探儲

位編號，阿拉伯數字代表揀貨數量。

2揀貨資訊多於四個字時，可分為三組不斷地反覆顯示，如此，可顯示多達

四項的揀貨資訊。

3用第三種文字為區別符號，使揀貨員能區分二組反覆顯示的資訊。例如，

反覆顯示「 A30 」與「→3個」’指示揀貨員在儲位「A」揀「 30 」貨品，

放進「 30」號台車之「 B 」格位。「→」用來區分前後二姐字串，並讓探

貨員產生「放進」的直覺反應。

伍、泛用型電子標籤

從作業分析、「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屬性分析、「完全顯示」之創

意的觀點，來建立電子標籤之基本架構。然後探討泛用型電子標籤如何「完全顯

示」揀貨資訊 ，使電腦輔助揀貨作業完全發揮功能。

一、泛用型電子標籤之基本架構

為7遵守 「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電子標籤仍維持四個液晶顯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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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子標籤也維持左側的小燈與右側的確認鏈，燈亮時表示該儲位是待揀儲位

，確認鍵用乘固饋「按顯示執行」的訊息給連線電腦。電腦輔助揀貨作業時，銷

售訂單處理應先確認庫存，才列印揀貨單，或直接將揀貨資料顯示在電子標聾，

不會砸到揀貨員要揀貨卻沒貨可揀的情況，所以左側的缺貨鍵可當略。盤點庫存

時，需調整車示數量，所以電子標鍾的左側要加裝訶整鍵。調整鍵分「上」「下

」雨鍵，按上護詞大，接下鍵調小，每按一下跳一個數字也數量調整間隔過大時

（例如999調整為199 ），可同時按上下壤，先選欄﹛立（例如千﹛立），再按上鍵或

下鍵調整該欄位的顯示數字。綜合以上討論，泛用型電子標籤的外觀如圖 5 。

。
回日日日日 只
直直 直三百

圓 5 ：泛用型電子標籤之外觀

揀貨資訊按時間系列的屬性分多次顯示。「揀貨前」、「揀貨時」、與「揀

貨後」的揀貨資訊依順序顯示，並用確認鍵來區隔前後兩個時間系列。例如：先

顯示價格，指示標籤機的數字調整﹔按下確認鏈後，顯示揀貨儲位、揀貨數量、

台車車號、台車格位‘指示揀貨動作﹔按下確認鐸後，顯示「下一個待捧儲架」

草「前一個漏揀儲架」’指示下一個待揀儲架或捕﹔束前一個漏揀儲梨。連線電腦

執行盤點管理軟體時，獨立顯示「盤點時」揀貨資訊。

「完全累示」之創意：用兩種不同文字表達一組兩項揀貨資訊﹔揀貨資訊多

於四個字時，可分為三組不斷地反覆顯示﹔用第三種文字區分二組反覆顯示的資

訊。顯示「揀貨前」揀貨資訊時，第一組資訊是「 S 價格」’價格預留三位頭示

數字，足夠顯示日用品價格。多人同時揀貨時，才需要第三組資訊。 第三組資訊

是「→台車車號」’台車車號是一位或二位阿拉伯數字編號。「→」 用來區分前

後二組字串， 並讓揀貨員產生「放進」的直覺反應。

顯示「揀貨時」揀貨資訊時，第一組資訊是「揀貨數量」或「儲位編號與揀

←30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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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數量」’儲位編號是一個英文字母，陳貨數量預留至少三位顯示數字 0 多訂單

揀貨或多人同時揀貨時，才需要第三組資訊。第三組資訊是「→車車號」、「→

台車格位」、$（「→台車車號與台車格位」’台草草號是一位或三位阿拉伯數字

編號，台車格位是一個英文字母編號。

顯示「揀貨值」揀貨資訊時，第一組資訊是「→→→今 J $（「？？？？」，

第三組資訊是「儲架編號」。揀貨區域有數個時，儲架編號應包括區域編號與儲

架編號。「今→→＋」指示下一個待棟儲架，讓揀貨員產生「快速前往」的直覺

反應。「？？？？」指示回頭到漏揀儲架，補揮電子標籤燈亮之儲位，讓陳貨員

產生「回頭檢查」的直覺反應。

顯示「盤點時」揀貨資訊時，只需顯示「庫存數量」或「儲位編號與庫存數

量」’儲位編號？采用一個英文字母編號，庫存數量至少有三位顯示數字。庫存數

量上萬的情況很少，萬一碰到時，可分二組皮覆顯示，先顯示若千萬，再顯示尾

數。

三、 ）.~用型電子標籤之顯示模式

泛用型電于標籤仍維持四個液晶顯示，遵守「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

提供九種顯示模式，「完全顯示」各種型態的揀貨資訊，使電腦輔助揀貨作業完

全種揮功能。

泛用型電子標籤立顯示模式條列如下：

1.可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或多個儲位

小型儲位小於100公分時，可多個共用一個電于標籤，以免電于標籤

裝得太密而妨礙燈號識別。（諸位編號揖用英文字母，最多可對應26個儲位

，不過對應太多時，會造成儲位尋找的不便，對應儲位數量不宜超過6個

。

2.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貨

一個電于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時，電于標籤顯示「取貨數量」’指示揀

貨員揮取顯示數量 。 例如 ： 電子標籤顯示 「 30 」’ 指示揀貨員揀取30個。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多個儲位時，電于標籤顯示「儲﹛立編號與取貨數量」’

指示揀貨員在顯示儲位揀取顯示數量。例如：電子標籤顯示 「 AJO 」’指

示揀貨員在A﹛諸位揀取3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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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示一位揮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揮貨

一個電子標鑑對應一個儲位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取貨數量」及「

→台車格位」’指示揀貨員揀取聶示數量，放進顯示台車格位。例如：電

子標鑑反覆顯示「 30 」及「→ B 」’指示揮貨員揀取30個，放進台車B格

位。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多個儲佳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儲位編號與取貨

數量」及「→台車格位」’指示捧貨員在顯示儲﹛立捧取顯示數畫，放進豆豆

示台車格位。例如：電子標筆巨覆顯示「 A30 」及「一:tB 」’指示揀貨員

在 A{j諸位揀取30 ｛固，放進台車B格位。

4.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揮貨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取貨數量」及「

＋台車車號」’指示棟貨員攝取景示數量，放進顯示＊號之台車。例如：

電于標籤顯示「 30」及「→10」’指示揀貨員撤取30個，放進10號主台車

。一個電于標籤對應多個儲位時‘電于標籤顯示「﹛諸位編號與取貨數量」

及「一〉台車車號」’指示揀貨員在顯示儲f立揀取顯示數量，放進顯示車號

之台車。例如：電子標鑑反覆顯示「 A30 」及「→10 」’指示揮貨員在A

儲位揮取30個，放進10號之台車。

5.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苦苦張訂單揀貨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值住時，電于標籤皮覆顯示「取貨數量」及「

＋台軍車號與台車梧f立」’指示揀貨員揀取顯示數量，放進顯示車號台車

立顯示格位。例如：電子標筆巨覆顯示「 30 」及「→IOB 」’指示揀貨員

揀取30個，放進10號台車之B格泣。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多個儲位時，電子標聾皮覆顯示「儲位編號與取貨

數量」及「→台車車號與台車格1立」’指示揀貨員在顯示儲位揀取顯示數

量，放進顯示車號台車之顯示格位。例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 A30 」及
「→IOB」’指示探貨員在A儲世揀取30｛固，放進10號台軍士B格位。

6. 指示揮貨路1至

每揀完一個儲位按下確認鐘﹒電子標籤皮覆顯示「＋＋→」及「儲架

編號」 ’指示下一個待揀儲位，一分鐘後停止顯示。例如： 電子標蠶反覆

顯示「＋一〉→」及「 B203 」’指示揀貨員直接走到B區第2走道第3個儲架

nud nHV R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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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繼續揀電子標籤燈亮之儲位。

7立即更正揀貨錯誤

每揀完一個儲位按下確認鍵，電子標籤發現棟貨員跳過一個待揀儲位

，會反覆顯示「？？？？」及「儲架與儲架區f立」，要求揀貨員立即回頭

補揀，←分鐘後停止顯示。例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及「A

102」，要求揀貨員立即走回A區第1走道第2個儲架區位，補揀電子標籤燈

亮之儲位。

8指示庫存盤點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時，盤點軟體要求電子標籤顯示「庫存數

量」’例如「 300 」。若數量相符，直接按下確認鍵。若數量不符，用調

整鍵修正數量，再按下確認鍵。

一個電子標籤對應多個儲位時，盤點軟體要求電子標籤顯示「（諸位編

號與庫存數量」 ’指示盤點員盤點顯示儲位。例如：電子標籤顯示「 A

300」’指示盤點員盤點At諸位。

9指示貼標籤作業

一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貨時，電子標籤顯示「$價格」’指示揀

貨員調整標籤機數字，例如：電子標籤顯示「 $29 」 0 多位揀貨員進行單

一訂單揀貨時，電子標籤反覆顯示「$價格」及「一今台車車號」。例如：

電子標籤反覆顯示「 $30 」及「→ 10 」’指示10號台車之揀貨員將標籤機

數字調為10 。

三、系統架構

圖六簡單說明新系統的架構。泛用型電子標籤安裝在貨架上，每一個儲架區

位安裝一個電子標籤。儲架上的電子標籤一個一個的串聯起來，再接到同步網路

控制器（閱T88）。一個同步網路控制器最多可以監控256個電子標籤，將個人電腦

傳來的訊號交給電子標籤，並將電于標籤傳來的訊號交給個人電腦。一台個人電

腦最多可以連接 256 個同步網路控制器。同步網路控制器是動態的控制系統，可

隨時掌握每一個電子標籤的狀況，進而掌握每一個揀貨員的現在位置與揀貨結果

。如此，電腦輔勘揀貨系統可以完全掌握揀貨員的現況，將揀貨員所需的揀貨資

訊立即顯示在電子標蠶﹔揀貨員也透過電子標籤的確認鍵，隨時將揀貨結果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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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棟貨系統。

泛用型電子標鑑扮潰人與電腦之間的介面，將電1首輔助揀貨系統的作業指令

下達給揀貨員，並將揮貨員的執行結果傳回電腦輔助捧貨系統。因泛用型電乎標

籤的使用，將揀貨作業分成南部份：適合電睹的工作交給電腦﹔適合揀貨員的工

作交給揮貨員，如此，就能將人與電醋的連點完全發揮， 1空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

的揀貨作業變得簡單有效。

泛用型電子標籤扮損人與電腦之間的介苗，顯示模式必讀簡單明竄，才能讓

教育程度不高的揀貨員一看就能立即反~·並做出正確的揀貨動作。本研究發趕

出泛用型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提供9種簡單明暸的顯示模式，可「完全顯示」

各種型態的揀貨資訊，又不違反「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的原則。迂用型電干標

籤的基本架構已被研究經費贊助公司揖用、緝合其同步網路技前，成功研發出泛

用型電于標室里，並已申請發明專利（張舜嘻、林明盾， 1995）。

電腦主機

物流管理系統

圖六：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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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評估

泛用型電于標籤只是介面工具，必5頁結合電腦輔助揀貨系統，才能發揮功能

。 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現有電于標籤輔助揀貨系統、與無線式揀貨台

車系統的設備需求與顯示功能條列如下：

1. 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

設備：連線電腦、泛用型電子標籤

功能：可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或多個儲位、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單

一訂單揀貨、指示一位棟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指示多位揀貨員

進行單一訂單揀貨、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指示揀貨

路徑、立即更正揀貨錯誤、指示庫存盤點、指示貼標籤作業

2 .現有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

設備：連線電腦、電子標籤、店號顯示器、區段顯示器、通道完成顯示器

功能：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貨、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

揀貨、更正揀貨錯誤

3.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

設備：連線電腦、無線式揀貨台車、終端機、電子標籤、（諸位顯示器

功能：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指示揀貨路徑。

從設備與功能兩方面比較，証實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設備需求較

少，並且具備更多的顯示功能。

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屬於實際系統，必須等業者採用一段時間以後

，才能進行定量的系統評估。此時，只能從文獻資料，概括性預估其揀貨效率與

揀貨錯誤率。

l.揀貨效率

圖七是各種系統揀貨效率芝比較。在高頻度揀貨作業的物流中心，現

有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揀貨效率比傳統作業快30%至50% （黃惠候，

1996 ） ﹔因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功能還多於現有電子標籤輔助

揀貨系統，所以泛用型電子標範輔助揀貨系統的揀貨效率至少比傳統方式

快30%至50% 。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雖可適用於低頻度捧貨作業，尚未被

國內業者採用，目前仍無揀貨效率的數據﹔因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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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揮貨作業之研究 19 

統可同時揮 3 至 5 張的訂單，應比傳統作業至少快 2 至 3 倍。

高額度揀貨作業

低頭度揮貨作業

現有電子標籤 l 無線式揀貨︱泛用型電子標籃

輔助揀貨系統︱ 台車系統︱輔助揀貨系統 I 
比傳統作業快 i l 比傳統作業快3日

！不適用） ! 
30%至so% I [ %至50% i 

上t傳統作業快 2 \ 
不 適 用︱無文獻資料 l i 

至 3 倍 l

圍七：各種系統揀貨致率之比較

2揀貨錯誤事

圖八是各種系統揀貨強軍之比較。在高頻度揀貨作業的物流中心，現

有電子標籤輔助揮貨系統的揮貨錯誤率是萬分之二（賣車﹔麼， 1996 ）﹔因

泛用型電子標誼輔助揀貨系統有立即更正錯誤的功能，所以泛用型電子標

籤輔助揀貨系統的揀貨投寧可少於萬分之三。無線式揀貨台車系統雖可適

用於但頡度揀貨作業，尚未被圍內叢書揖用，目前仍無揀貨錯誤辜的數據

。依據泛用型電子標籤輔助揀貨系統的作業方式，低頭度揀貨作業的錯誤

車應相同於高額度揀貨作業的錯誤卒，可少於萬分之三。

區~
現有電子標籃 1 無線式揀貨泛用型電子標範

輔助揀貨系統 台車系統 輔助揀貨系統

高頭度揀貨作業 萬分之二 . 
不適用 少於萬分之二

低頭度揀貨作業 不 適 用︱無文獻資料 少於萬分之二

圖八：各種系統揀貨按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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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至b』

自間

對20家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訪談，並藉由 EQ 分析與 EN 分析，得知﹔其陳貨

持性與揀貨資訊需求。屬性分析棟貨資訊，產生「完全顯示」之創意，使電于標

籤不但能「完全顯示」揀貨資訊，又能符合「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將「

完全顯示」立創意具體化，建立泛用型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基本架構使電子標

籤只使用四個液晶顯示，就能「完全顯示」各種型態的揀貨貿訊，使電腦輔助揀

貨作業完全發揮功能。基本架構可提供 9 種顯示模式：

l.可一個電子標籤對應一個儲位或多個｛~t位

2指示一位揀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貨

3.指示一位陳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

4指示多位棟貨員進行單一訂單揀貨

5.指示多位揀貨員進行多張訂單揀貨

6指示揀貨路徑

7立即更正揀貨錯誤

8.指示庫存盤點

9.指示貼標聾作業

如此，電子標鐘不需任何搭配設備就能「完全顯示」揀貨貿訊，可配合各種揀貨

作業模式來提升各型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之揀貨效益。

電子標籤發展至寺快十年，由於顯示功能的不足，面臨難以突破的發展困境

，只應用於高頭度揀貨的物流中心。至於低頻度揀貨的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台

灣仍揖用傳統方式，日本已開始採用無線式揀貨古車。無線式揀貨台車需使用終

端機來「完全顯示」揀貨資訊，而泛用型電子標籤只使用四個液晶顯示，就能「

完全顯示」揀貨資訊。泛用型電子標籤的成本遠低於結端攤，又比終端機更能符

合「直覺記憶與立即反應」原則，使揀貨既迅速又不島出錯。本研究提出泛用型

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使電子標盤比無線式棟貨台車更具優腎，費服電于標籤的

發展困境， 可廣泛地被應用在各型物流中心與發貨倉庫。

自動化技術必讀建構在合理化的作業管理模式上，才能發揮最大的投盎。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與貢獻是新系統的基本架構建立，提供合理化的作業管理模式，

讓自動化技術能發揮最大的故益。泛用型電子標籤的基本架構已被研究經費贊助

-31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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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採用，並結合自動化技術，成功研發出泛用型電子標籤。該產品發表於 1996

年 8 月台北世貿物流展，立即被十多家公司採用，並由優美集團負責海外銷售。

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只針對新系統的基本架構的建立，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與貢獻。

後續研究應進行實証，定量分析新系統與其他系統相較效率提升數據，並測量新

系統與其他系統相較誤差率降低數據。新系統被業者採用一段時間以後，~能進

行定量分析的實証。定量分析的後續研究若由其他學者負責，更具客觀性。

多位揀貨員同時揀貨作業時，泛用型電子標籤雖可「完全顯示」其揀貨資訊

，仍需規劃揀貨路徑。為了簡化路徑規畫3 ，前後兩位揀貨員的！頂序始終一致，？主

芳的揀貨員不可超越前方的揀貨員，即使被擋住也需等待。若要進一步提高揀貨

效率 ， 必須研發更複雜的揀貨路徑規劃模式，讓後方的揀貨員可超越前方的揀貨

。自
貝
泛用型電子標籤必須配合新作業模式﹒才能發揮「完全顯示」的效益，必須

針對各種揀貨作業，發展新的作業模式。例如，針對揀藝作業發展電腦輔助揀藥

作業模式，充分利用泛用型電子標籃「完全顯示」的功能，進行多處方單揀藥，

來加快揀藥速度並降低揀藥錯誤。

另外，泛用型電子標籤可用來發展「多種少量生產進出料系統」（張舜德，

1996）。「多種少量生產進出料系統」能整合MRP系統，使備料與生產結為一體

，並能嚴格管制物料的進出，使料與帳合一。「多種少量主產進出料系統」更能

整合自動倉儲系統，讓自動倉儲系統也能適合多種少量的批量生產。混合式生產

最具生產彈性，然而混合式備料卻是業者的夢庭。「多種少量生產進出料系統」

能輕易地執行混合式備料，使生產更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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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mputer Aided 
Picking Operation 

Shunder Chang 牢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of picking operation, an operator looks the picking list and 

picks the goods at same time. By this way, it takes time and is easy to mistake. Computer 

aided pie區ng system gives each slot an address and each slot installs an electronic label. An 

operator walks along the picking path, stops at the slot in which the electronic label is 

lighting, and picks the displayed number of goods. Computer aided picking system can in

crease the picking rate and reduce the picking errors. Current electronic label only displays 

the lo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icking goods. Its display functions are not enough and 

additional accessories add to makeup. This study applies other approach: to increase the 

display functions of electronic label 詛 ord叮 to display pie垣ng information completely• 

This study visited twenty distribution centers and warehouses to understand their pick

ing operations and picking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create new ide·a of electronic label『 at

tribute analysis technique applied to analyze picking information. New idea made elec

tronic label not only display pic區ng information completely but also keep the rule of ”in

stinct memorization and quick reaction." Then, new idea is applied to develop the frame

work of electronic label.τbe electronic label with new framework can provides nine dis

play functions ; one electronic label pointed to one slot or several slo臼﹔ instructing one op

erator to pick one order; instructing one operator to picks several orders at same time ﹔ in』

structing one of several operators to pick one order; instructing one of several operators to 

pick several orders at same time; instructing the picking path; correcting errors; assisting 

inventory check; instructing price 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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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ronic label with new framework can completely display picking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accessory and can use in any type of distribution center and warehouse. 

Keyword : Logistics management, Picking operation, Electronic label, Computer aided 

pic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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