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2012.12.4 P.1 

服務業--降低成本實務33招 

社團法人  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理事長  江勝榮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著作權及著作財產權屬江勝榮所有 

P.2 

作者簡介   江勝榮 

來源 

• 摘自我要活下去-從降低成本做起 

     Cost down skills 

出版者: 

• 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 台北02-2759 5000 台南06-293 0505 

學歷 
‧政大商學院會計學系 

‧台大管理學院EMBA碩士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著作權及著作財產權屬江勝榮所有 

P.3 

               天下雜誌 

 這本書「我要活下去」榮獲天下雜誌網友票選為2010年最有意義的
100本書之一，並名列前矛。 

 請上網http://www.cw.com.tw/forum/2010book/ 查詢 

 這是一本專為台灣採購專業人士撰寫的工具書,對於想把專業知識立刻
轉換為行動方案（Action Plan）者有相當的助益。 

 可供降低成本專案小組當作「作業指導書」應用。 

2010 Top  

100 book 

http://www.cw.com.tw/forum/2010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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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台大副校長—湯明哲 

 本書的作者是身經百戰的經理人﹐上窮碧落下黃泉﹐找出各種降低成本的
方式。 

台大教授及前金管會委員--吳琮璠 

 作者具有國際商務經驗又擔任大公司高階主管多年，作者相當了解企業實
務,作者提出了降低成本的見解，這些工具可以協助採購人員立刻上手。 

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榮譽理事長--賴樹鑫 

 這是一本有趣的工具書。以敘述論說文的方式，將降低成本依台灣目前產
業的獨有特性及運作實務，有秩序分項道來  

台灣科技大學教授-- 劉代洋 

 江理事長堪稱國內少數兼顧理論與實務兩者的學者專家。本書兼具採購與
供應管理的理論和實務，內容相當充實及完備，堪稱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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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降低成本的方法 

1. 正確的領導：一個組織要想有效率的降低成本，領導者的正確
領導相當重要。領導者要盡量選擇經商環境最佳的國家、選擇
進入附加價值較高的行業、選擇能夠以低成本營運的行業、 

2. 健康成展：我們需要的是健康的成長。所謂健康的成長，指的
是有利潤的成長。成長必須兼顧營業收入及利潤兩項因素才叫
做良性成長，在現今的經濟環境裡，企業最好專注於「創造價
值」才能勝出，如果只專注於「降低成本」，則會陷於利潤不
斷下滑的薄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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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顧客價值：決定企業獲利能力的主要關鍵，在於企業能否掌握
「為顧客創造價值」的主軸。沒有顧客企業就沒有價值！整個
供應鏈中，顧客付錢買產品或服務，為付錢的主人服務才是生
意的王道，其他的項目不是重點 

4. 價值檢驗標準：凡是對客戶滿意度沒有貢獻的行為，就算是相
當合理，也需要加以消除、簡化、替代及改變之，一個沒有顧
客導向的行銷流程根本沒有價值。因此，我們要強調：顧客價
值導向是檢驗流程的主要標準。 

5. 領導者技巧：經營者的智慧不在如何解決問題，而在如何發現
問題，不在決定作什麼，而在決定放棄什麼！企業要成功必須
向外看，企業要防止失敗要向內求。要降低成本首在發現成本
問題，尤其是外在因素影響我們的成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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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動計畫八要素：較完整的行動計畫必須包括5W3H(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 to do, how much, how well)八項內容。在做
工作計畫時將這八項因素全部列入，就可以勉強算是不離譜。要
降低成本時，也要列明這八個要素才夠完整以及有效。 

7. 領導者技巧：經營者的智慧不在如何解決問題，而在如何發現問
題，不在決定作什麼，而在決定放棄什麼！企業要成功必須向外
看，企業要防止失敗要向內求。要降低成本首在發現成本問題，
尤其是外在因素影響我們的成本問題。 

8. 扁平化組織：企業經理人的工作很多不勝枚舉，簡而言之，不是
用人，就是用錢；這兩項工作都不容易，其中最難的是「用人」。
設立一個扁平的組織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用人術」，縮小總公
司規模是一個約制官僚體系的良方，它可以提升效率。在企業家
眼裡，景氣時員工是資產，不景氣時員工是負債；其實，不管景
氣或者不景氣，人才是資產人手是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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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賢臣救國：我們不要「忠臣誤國」，我們要「賢臣救國」。忠
臣以用心來定義，賢臣以貢獻來認定。高階採購主管不只要明
確設立採購目標，而且要確定達成目標的方法、步驟以及流程，
並持之以恆的推動；最後這個目標才會有機會內化為組織的核
心能力。 

10. 成本動因：若組織想要成立一個降低成本小組，第一步基本功
夫就是要深入了解自己的成本結構。在降低成本專案計畫實施
的過程中，被監控的主角應是成本動因（cost driver），而不是
行動方案的成本項目（cost item），這是一般人比較容易錯誤
的陷阱，也是我們執行降低成本方案的控制重點。 

11. 供應鏈管理：在供應鏈體系中相互「交換情報」，以及規劃成
員間「作業分工」是兩大成功關鍵因素；目前做得到的人不多。
因此，大家的效率都不夠好，全球消費者都買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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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鏡子原理：若買方將供應商當作朋友，長期下來供應商就會變成朋
友，若買方將供應商當作被利用的對象，長期下來供應商就會變成
不願被擺佈的人。設法說服企業主善待供應商是供應管理專業人員
的新任務 。 

13. 採購新趨勢：知識型時代的採購觀念，已經由滿足工廠製造需求，
變成要滿足最終消費者需求，由追求降低成本走向創造顧客價值；
由採購有形的實體，變成也要同時採購無形的服務，由買賣雙方對
抗利益的關係，變成共同協力滿足客戶的合作關係。 

14. 執行力要訣：卓越的企業經營者、精簡良好的組織分工、適得其所
的員工、明確的策略加上良好的營運計畫，才是發揮執行力不可或
缺的關鍵。以組織的目標為方向，以策略的指引為路徑，以專業的
知識為基礎，以夥伴的關係與供應商往來，以終身學習為養份，堅
持採購的職業道德，靠執行力展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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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內外兼顧：採購或資材部門書寫降低成本計畫時，必須要瞭解：
計畫的主軸最好要貫穿整個組織內部各個功能單位，才能產生
比較大的效果，假如能接合供應鏈的協力廠商則更佳。整合者
要很清楚地把小組目標界定清楚，找對成員，做出具體可行的
行動計畫，列出專案小組的指導方針，排除可能的困難，取得
需要的資源，以及建立合理的評量考核辦法等等，整合的任務
就可以比較順利的進行。 

16. 找對問題：在降低成本的專案中，找對問題、用對方法、堅持
下去就會成功。所謂「找對問題」指找出具體的、有形的、可
以執行的成本動因，問題對了，就是成功的一半。若一個組織
想要有效率的降低成本，除了要找出主要、次要以及更次要的
成本項目之外，分析企業活動中產生成本的真正原因是一個最
重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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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成功之道：降低成本計畫必須以資料收集為始，分析結構為過程，
發現成本動因為重點，有效對策為工具，溝通共識為觸媒，發表成
果為高潮，共享成果為回報。在降低成本的過程中，若能夠以事實
為基礎，深入成本動因分析，在有共識的環境下尊重各單位主管的
權利，不但有效而且會獲得各單位的支持。 

18. 由上而下：過去供應鏈以「供應商」的角度去思考供應鏈的效率，
未來供應鏈將以「消費者」的角度去思考供應鏈的效益。考慮供給
的最大利益，不如考慮需要最少付出。 

19. 由競爭到合作：在選擇供應商這種大事上，美式思想以「製造競爭」
為主軸，日式思想以「促成合作」為依歸。這與美國的開放心態有
關，與日本傳統的閉鎖思想脫不了關係。近年來，與供應商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的作法愈來愈流行，這是因為這種作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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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最大公約數：供應鏈管理是一套整合供應商、製造者、倉庫
以及零售店的完整過程與工程。良好的供應鏈管理不是求某
一段過程成本的最低，或者每一段成本的最低；而想要做到
整個供應鏈最終成本的最低。這個成本就是最終消費者付款
的基礎。 

21. 各有專長：功能型產品適合找「大量生產型」的供應商來配
合，創新型產品適合找具有「高度彈性」的廠商才配合得上。
供應商的特性有其僵固性，找錯供應商效益很差，不論自己
多麼努力，都會覺得不能滿足最終消費者的要求。錯在起點
舉步維艱！ 

22. 執行力：人的成功不在於知道多少，而是在於做了多少；知
識要透過實踐才能有效益，如何做？就是主管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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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預算管理：預算的編制應該「向前看」，不應該只以比去年
進步為目標，預算的編制也要「向外看」，以產業同業為範
疇，不應該以比自我成長為目標。更重要的，預算的編制應
該「向顧客看」，以創造價值為規劃的主軸。 

24. 外部為先：企業的效益與資源往往存在於企業的外部而不是
內部，所以近代的管理大師都建議：「高階管理人應常常往
外看」。換言之，「企業要成功必須向外看，企業要防止失
敗必須向內求」。 

25. 降低成本主要手法：比較重要者包括價值分析 、價值工程、
採購談判、目標成本法、供應商先期參與、採購先期參與、
槓桿採購、價格與成本分析、策略尋購、供應鏈管理、全球
貨源搜尋、成本規避、標竿學習、策略成本管理、實施外包
以及總持有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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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成本規劃：書寫降低成本計畫時，必須要瞭解：計畫的主軸
最好要貫穿企業或組織內部各個功能單位才能產生比較大的
效果。一個組織想降低成本最有系統的方法是：成立一個跨
部門的降低成本專案小組。降低成本計畫必須以資料收集為
始，分析結構為過程，發現成本動因為重點，有效對策為工
具，溝通共識為觸媒，發表成果為高潮，共享成果為回報。 

27. 資訊科技：適度的資訊化可以使員工專心於非書面化的高附
加價值工作。由於資訊與通訊的技術日新月異的結果, 已經
使運用資通訊技術在日常作業中發揮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協力
功能。有些公司把資訊化列為採購改革的一項工程。 

28. 專業證照：個人修習採購管理師（CPP, Certified Purchasing 

Professional）知能，可提昇其職場競爭力。因為未來的供應
管理需要相當的專業才能勝任，「忠心、親戚關係、勤勞」
這三個因素已經過時，專業需要透過證照來證明。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著作權及著作財產權屬江勝榮所有 

P.15 

29. 價值導向：利益是由價值而生，創造價值的方法是提升客戶
的利益；做好供應商關係管理是一種專業，以價值為導向的
效果最好。 

30. 供應商數量：如果我們想要達到分散風險、防止缺貨的目的，
可以靠增加供應商數量來因應，反之，如果我們想要達到有
效管理、降低行政成本以及以價制量的目的，則就要減少供
應商的數量，這中間需要一個最佳的平衡點。平衡點為何？
各產業不同各企業有異。 

31. 專業要求：經理人常被要求能夠以企圖心為基礎，以專業為
方法，以組織為架構，把顧客要求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快、
更便宜才是績效的具體表現。關鍵成功因素是一組能力的組
合，它的作用是相互支援形成綜效，整合關鍵因素是成功關
鍵。找到對的”關係人”以及找到對的”關鍵成本”是降低
成本專案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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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司其職：基層人員靠「動手」產生績效，中層幹部透過
「動腦」發揮專業，高層憑「眼光」創造價值，情境不同
要求也各異；如果經營者主張凡事要重細節，中階主管卻
主張凡事要重視願景，就可能會使組織發生紊亂，各司其
職較有效率。 

33. 動因管理：組織發生浪費很多是因為有不良的成本動因，
組織產生節約是因為有良好的節約動因（Saving driver）。
規劃降低成本的人一定要注意這兩個動因才能將引擎發動！
換言之，組織應該增強節約動因，減少不良的成本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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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Certified Purchasing Professional)     
採購管理師認證班介紹 

上課日期：請見協會網站 www.smit.org.tw 

上課時數：總計73小時 

上課時間：每週六 09：00-17：00  

證書種類：完訓學員可獲頒「結業證書」，通過筆試及口試後可取得

「C.P.P.採購管理師認證」。  

上課地點：台北、台中、高雄 

初階認證：A.P.S.基礎採購檢定(Accredited Purchasing Specialist ) 針對無

採購經驗者的課程  

 

http://www.smi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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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社團法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 

北區電話： 02-2759-5000 

南區電話： 06-293-0505 

http://www.smit.org.tw  

http://www.smit.org.tw/
http://www.smit.org.tw/
http://www.smi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