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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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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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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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降低成本實務50招 

1. 整合式供應鏈：在全球化的資訊時代裡，完成「整合式供應鏈」
是企業競爭的一項重要策略性工具。企業可以藉由整合最上游
供應廠商，到最下游客戶的整個價值鏈，形成一條具有效率的
體系，來達到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目的。將一個完整的供應鏈，
與一個有效率的電子採購系統結合，就如虎添翼。世界各名牌
(Apple)就是靠它來維持競爭力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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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導向的流程根本沒有價值。因此，我們要強調：顧客價值導
向是檢驗作業流程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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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倉庫政策：建廠時就要制定倉庫越小越好的政策。這個主張可以
有效的降低成本。倉庫建得愈大，倉庫及生產人員對於庫存管理的
態度就會愈鬆懈，庫存過多的情況也就很容易發生。窮人的孩子比
較節儉，含金湯匙出身的少爺千金比較懂得魚翅，這是環境造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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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利用創新降低成本：藉助於高科技使原料成本大量下降的時代已經
來臨很久了，在研發階段就導入成本較低的材料，則降低產品成本
的任務就成功了一半。有人強調的說：原料成本在設計時就已經決
定了80%。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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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創新者活：創新能力為企業因應全球競爭的重要武器。傳統
的流程改善以及流程變革已經不足以保障組織長期優勢，世
界級競爭優勢需要靠不停的創新，尤其是顧客需要的創新。
創新來自大處著眼，執行力應由小處著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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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固定投資：為了避免企業因產能過大產生供過於求的痛苦，
董事會及總經理在決定公司投資項目及公司方向前，一定要
瞭解產業前景、企業成本結構及供過於求的深層意義。多租
用資產，少購置固定資產可以減少不當的利息支出。將非核
心業務外包，也有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及降低利息支出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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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持有成本：採購應該用總持有成本的觀念做為決策依據，採
購人員不應該只用廠商個別項目報價的高低來判斷供應商的優
劣，應該用我方採購該項設備、原料或零組件以後，在生命週
期內會發生的總成本來衡量才是明智之舉。 

10. 研發之師：在產品設計階段，什麼是高附加價值或低附加功能，
必須由消費者認定，而不是由研發人員主觀判斷。研發人員應
以顧客需求為師，去設計產品才是正確之道。藝術家的創作可
以孤芳自賞，國家劇院的表演卻要雅俗共賞，文藝經典可以傳
世，科技創作卻必須與民共享；不能成為主流的技術會被消費
者遺棄。 

11. 企業主的研發任務：既無技術專長又缺產品或服務能力者，不
應主導研發走向，如果本身是企業主，有權力主導研發走向時，
建議以鞏固研發基礎平台為首要任務，不要去主導研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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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產品發展：新產品開發有三個領域可以增加競爭力，第一
是機能設計，第二是新式樣設計，第三是成本設計。經營者
正確的界定「研發範圍」及「研發目標」以後，就要開始督
導這三個領域的效率，才能達成降低成本和創造價值的目標。 

13. 顧客導向的研發：研發主管一定要確定每位研發人員都有
「顧客導向」的思想，這是研發管理中最關鍵性的重點。要
導入正確的研發管理模式，第一步是要建立一個「行銷導向
的研發」，其次是要導入「六標準差設計」；最後才是確實
執行六標準差。事有先後不得隨性。 

14. 研發正確航道：研發的指導原則必須依照市場狀況來衍生，
不是技術人員能夠一廂情願加以主導的，研發部必須要被要
求定期提出「市場需求報告書」，以確定研發是航行在正確
的航道上。提不出市場需求報告書的研發部門，很可能是一
個閉門造車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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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部就班：台灣企業家應先鞏固好自己「製造領域」的舞臺，
逐步的向利潤較佳的「研發領域」發展，就會有美好的未來。
若想一步登天，由製造領域直接跳到利潤最豐厚的「行銷領
域」，恐將給企業帶來極大風險；這是很需要智慧的決策。
台灣企業研發應先以技術商業化為優先，等到我們做到像二
十年前的日本一樣，善於將技術轉化為商品以後，才可以進
入高等技術的研發追求研發利潤，也是降低研發成本的要訣。 

16. 研發管理：經營者正確的界定研發範圍以及研發目標，是達
成降低成本或創造價值的重點工作。每一家企業或組織的研
發單位都應依照組織的策略，訂出研發指導綱領，依據其資
源程度訂出新技術、新產品或服務及新型號之間的百分比；
最後，定期檢視研究與發展的正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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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統計與研發：六標準差設計活動(DFSS)屬於價值鏈的「前段」
工程，六標準差活動屬於價值鏈的「後段」工程；同時實施
DFSS以及六標準差效果奇佳。若研發管理體系能以「六標準
差設計活動」為主，組織的降低成本效果就會比只實施六標準
差者要好很多，做事不宜只做半套。 

18. 知易行難：研發人員以動腦為主，製造人員以動手為主；動腦
的人一定要瞭解動手的人是否「很容易」做得到？容易製造的
設計較能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19. 競爭形態：因為受到全球競爭影響，現在許多台灣工廠的經營
方向，已經從「產能競爭」轉型為「技術競爭「」，甚至是
「管理競爭」。產能競爭靠的是「量」，技術競爭靠的是質，
管理力競爭靠的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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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時間競爭：研發需注重時效，遲來的正義雖然仍是正義，但
是不要忘了，遲來的研發成果有可能變成市場的垃圾。壓力
是助劑、時間是生命、決心定勝敗，做好時間管理就是研發
人員降低成本的表現。 

21. 降低成本方法：組裝國際化、廠商聚落化、零件本土化、裝
卸簡單化，包裝標準化、交貨平均化、倉儲貨櫃化、物流合
理化等，都是工廠降低成本可以考慮的方法。 

22. 學習曲線：學習曲線在技術員層級主要的意義，是指其「工
作熟練度」，在工程師層級的意義，則是指「技術改善程
度」；在管理層級主要意義是指「流程改善能力」，在經營
層級的意義是指「策略選擇能力」。三者的學習曲線都有效
率就可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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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之美：對消費者而言，科技之美在於溫柔的撫慰人性，
對企業家而言，科技之美在於體貼的創造利潤。對研發人員
而言，科技之美在於證明自己的價值。研發必須顧客導向而
非技術導向、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科技必須服務生活。 

24. 供應商選擇：功能型產品適合找大量生產型的供應商來配合，
誰的成本最低就跟誰買，找對了供應商則企業的成本就可以
下降。創新型產品必須找具有高度彈性的廠商才能配合得上。
採購人員找對了供應商交期就有保障。 

25. 四個象限：依照採購學的分類，廠商可以分為策略性供應商、
關鍵性供應商、槓桿性供應商以及一般性供應商四種；材料
也可以如此分類；採購主管應對不同分類的廠商，應採取不
同的方法，來求取策略的正確性以及作業的最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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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VA/VE：企業可以利用價值分析（VA）與價值工程(VE)的方法，
來達成消除設計階段以及生產過程中的浪費問題。可惜VA/VE的
好處僅限於個別產品的「功能」上而已，它對於設計階段有效，
對於製造階段無效益，仍不及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來得
廣泛。 

27. 以策略取勝：企業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研發方向來自對市場
的敏感度，以及經濟環境的判斷」。實證顯示光靠成本的優勢是
很難在競爭中長期存活。要靠市場策略來和別人競爭才是出類拔
萃的之道。 

28. 研發十字路：發展技術太依靠邏輯推演，就不會有重大突破，發
展創意太過天馬行空，沒有邏輯就是白日夢，兩者不可偏廢。研
發要注意品質與成本的協調性，就像女人需要美麗與智慧一樣。
世界上美麗的女人很多，有智慧的女人也不少，兩者兼具者就很
稀少了。研發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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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研發規劃：要導入正確的研發管理模式，第一步是要建立一
個「行銷導向的研發路線」，其次是要導入「六標準差設
計」；最後是「確實行六標準差」，事有先後不得隨性。 

30. 消除浪費：研發時懂得捨棄不必要的功能可以節省成本，必
要時連低附加價值的功能也可以考慮消除之。經理人要用質
疑的眼光看所有的費用及成本支出。質疑的目的是為了使組
織變得比較有效率，而不是想要找出下屬的缺點，這個觀點
被大家認同後，不當的支出項目才會逐一現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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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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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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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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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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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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狡兔三窟：現在的微利型產品適合找同時具有「資本密集」、
「技術密集」及「腦力密集」的供應商來配合；這些廠商必
須能夠同時展現創造差異、展現速度以及發揮彈性才能取勝；
只具備一種能力的廠商會不斷消失，這是現代企業的特徵。 

36. 標準作業流程：沒有附加價值的動作，不應該被制訂為工作
標準，要降低成本也可以從小心制定標準流程開始。要解決
「層出不窮」的問題，必須由重新檢視工作流程著手，從工
作心態去分析，這樣就比較容易找到錯誤，更正之道應從根
本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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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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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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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宏觀思維：能夠用宏觀的角度去看事情總是比較有效。如果
我們想事情能夠宏觀一點，看日常作業時就會看到供應鏈，
內部佈局時就想到要整合外界資源。看公司時就會看到全部
工作流程，處事時就會整合內部以及外部的種種關係，這種
思考習慣是使自己成為經營者的一種訓練。組織應使用績效
考核項目來管理結果（Performance），而不是管理個人行動
（Action），這才能發輝宏觀思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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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品質管理：六標準差最可貴的不是那些檢查手法，而是教導
我們找問題、分析問題、找尋對策、驗證對策的手法，用以
提昇品質水準，甚至訓練思考能力。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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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外包效益：外包是創造策略性價值的一個工具，外包可以使
企業更能集中資源於高價值活動上。把非核心的活動外包出
去可以改善資產的運用效益，達成營運計畫的目的。最好的
外包對象是指能夠提供「最高價值」的廠商,而不是指報價最
低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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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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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早該如此：企業應該導入先期參與觀念。讓與成本相關的
人先期參與產品的研發，有助於降低成本以及創造價值。
供應商、研發人員、採購人員、品管及製造人員是基本參
與人員。参與的時間愈早、参與的程度愈深以及溝通的程
度愈高，對於降低成本愈有幫助。 

45. 材料規格：組織不能因為想要節省成本而使用劣質原料，
更不宜因為想要超越競爭者而故意使用超過需求的原料，
因為這兩種作法都是不符合顧客利益的安排；應該依照釐
清後顧客的需求買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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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整合式降低成本的五大工具：近年來，採購與供應管理專家
愈來愈主張：要透過整合的方式來降低成本。透過緊密結合
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六標準差法（Six Sigma 

Process）、價值分析/價值工程（Value analysis/Value 

engineering）、供應鏈工程（Supply Chain Re-engineering ）
以及電子採購（e-Procurement）這五種技術，來有效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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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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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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