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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global deployment of enterprises over the years.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composite transport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riggered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industries. In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logistics operators, suppliers,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 customers so as to upgrade the 

overall logistic management efficiency including supply chain planning,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support, and repair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will be essential. This helps to hold down the cost of supply chain operation 

and is critical for the success of logistics operators in the competition. Logistics operators are the aggregate of supply chai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ogistics operators are bound to face a diversity of challenging issues of profound influence which dictate for 

the reinforce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reby translating the weakness under the unpredictable operation environment 

in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how logistics operators can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upgrad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logistic service worldwide through the deployment and integration of logistics planning, 

value adding and innovation of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for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the buildup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the proactiv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flow, capital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 a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platform in superior quality can be established for creating opportunities of trade and global logistics 

operation for Taiwa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Value Adding and Innov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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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物流對企業全球布局日漸重要，國際物流、全球運籌、複合運輸、供應鏈管理等相關物流活動將帶動整

體經濟的發展與創新產業的興起。為因應全球化的競爭挑戰，如何加強物流業者與供應商、資訊服務廠商以及客戶之

間的協同合作，提升從供應鏈規劃、採購、製造生產、物流配送到商品回收維修之整體供應鏈管理效率，進而降低供

應鏈成本，已成為物流業者競爭致勝的關鍵。物流業者本身及來自不同國家的供應鏈，同樣面臨多樣化且影響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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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性問題，有待物流業者加強供應鏈的管理，將多變環境的脆弱性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本研究旨在了解物流業

者在國際競爭趨勢下，以物流佈建與整合、服務加值與創新、資訊系統整合供應鏈，使企業提升競爭優勢，併同提升

物 服務業之國際競爭實 。透過國際物 的核心實 建構，積極結合商 、金 、資訊 的環境，創造優質的國際

營運平台，以支援貿 活動、創造台灣經貿運籌全球的機會。 

关键词：國際物流，供應鏈管理，加值與創新，資訊系統整合 

 

1．引言 

在全球化與委外的趨勢下，國際物流業逐漸轉型為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台灣政府也開始推動「國際物流供

應鏈管理服務發展計畫」，以促使業者轉型。物流業者

為了因應簡化供應鏈管理複雜度的挑戰，以落實供應鏈

管理效率的提升，正逐漸傾向將供應鏈作業委外給能夠

提供整合型物流服務的業者，同時減少委外的物流業家

數。為因應全球化的發展與競爭，國外國際物流業者已

經紛紛轉型為供應鏈管理服務業者，台灣國際物流業者

也勢必朝向此方向發展，而政府單位從今年開始推動「國

際物流供應鏈管理服務發展計畫」，以因應這樣的發展

趨勢。 

這樣的趨勢是因為整個產業變動的影響所致，企業面

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全球化的競爭，所以企業開始走向全球

布局，也因此衍生供應鏈布局的需求。企業欲專注於核心

競爭力的提升，如研發、製造和行銷等，因此開始將非核

心業務如物流等作業委外，但隨著供應鏈管理的作業日趨

複雜，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不僅將供應鏈管理作業流程中

的配銷物流（Deliver）作業委外，也逐漸將整體供應鏈

管理作業流程委外，包含從規畫、採購、製造一直到貨品

退回所衍生的作業等。為了因應企業供應鏈委外的需求，

物流業者也勢必轉型為供應鏈管理服務業者，以提升競爭

力。 

2．物流管理(Logistics Management)的定義、

特點與原則 

2.1.物流管理的定義 

物流管理（Logistics Management）是指在社會再

生產過程中，根據物質資料實體流動的規律，應用管理

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對物流活動進行計劃、組織、

指揮、協調、控制和監督，使各項物流活動實現最佳的

協調與配合，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和經濟效

益。現代物流管理是建立在系統論、資訊理論和控制論

的基礎上的。 

2.2.物流管理的特點與原則 

物流管理的特點：以實現客戶滿意為第一目標;以企

業整體最優為目的;以信息為中心;重效率更重效果。物流

管理的原則：在總體上，堅持物流合理化的原則，就是在

兼顧成本與服務的前提下，對物流系統的構成要素進行調

整改進，實現物流系統整體優化。在宏觀上除了完善支撐

要素建設外，還需要政府以及有關專業組織的規劃和指導。

在微觀上，除了實現供應鏈的整體最優管理目標外，還要

實現服務的專業化和增值化。現代物流管理的永恆主題是

成本和服務，即在努力削減物流成本的基礎上，努力提升

物流增值性服務。在服務上，具體表現為7R原則，即適合

的質量（Right Quality）、適合的數量（Right Quantity）、

適合的時間（Right Time）、適合的地點（Right Place）、

優良的印象（Right Impression）、適當的價格（Right 

Price）和適合的商品（Right Commodity）。即為客戶提

供上述7個方面的恰當服務。 

2.3.物流管理的基本內容 

(1) 物流作業管理：物流作業管理是指對物流活動或功

能要素的管理，主要包括運輸與配送管理、倉儲與

物料管理、包裝管理、裝卸搬運管理、流通加工管

理、物流信息管理等等。 

(2) 物流戰略管理：物流戰略管理是對企業的物流活動

實行的總體性管理，是企業制定、實施、控制和評

價物流戰略的的一系列管理決策與行動，其核心問

題是使企業的物流活動與環境相適應，以實現物流

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 物流成本管理：物流成本管理是指有關物流成本方

面的一切管理工作的總稱，即對物流成本所進行的

計劃、組織、指揮、監督和調控。物流成本管理的

主要內容包括物流成本核算、物流成本預測、物流

成本計劃、物流成本決策、物流成本分析、物流成

本控制等。 

(4) 物流服務管理：所謂物流服務，是指物流企業或企業

的物流部門從處理客戶訂貨開始，直至商品送交客戶

過程中，為滿足客戶的要求，有效地完成商品供應、

減輕客戶的物流作業負荷，所進行的全部活動。 

(5) 物流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物流組織是指專門從事

物流經營和管理活動的組織機構，既包括企業內部

的物流管理和運作部門、企業間的物流聯盟組織，

也包括從事物流及其中介服務的部門、企業以及政

府物流管理機構。 

(6) 供應鏈管理：供應鏈管理是用系統的觀點通過對供

應鏈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進行設計、規劃、

控制與優化，以尋求建立供、產、銷企業以及客戶

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最大程度地減少內耗與浪

費，實現供應鏈整體效率的最優化並保證供應鏈成

員取得相應的績效和利益，來滿足顧客需求的整個

管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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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1.供應鏈管理的定義 

根據研究機構IDC的定義，乃是指「企業將供應商與

交易夥伴整合（Integrate）至本身的組織之中，藉以最

佳化（Optimize）資源的分配，及合理簡化（Streamline）

由產品設計或概念發想至實際銷售或遞送過程中之資訊、

商品、服務的一段連續性過程」。 

3.2.供應鏈管理系統(SCM)  

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應鏈管理系統，是

從ERP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將企業生產製造過程、庫存管

理至供應商等方面的資料予以整合，從而藉由單一的管控

視野，協助企業得統一檢視所有與製造過程相關的各項影

響因素，並據此建構一個整合性的供應鏈資訊及規劃決策

機制，且透過自動化、最佳化的資訊基礎架構軟體，來滿

足供應鏈最佳化之目標，讓企業能在既有資源基礎上，充

分滿足客戶需求。從而藉由單一的管控視野，協助企業得

統一檢視所有與製造過程相關的各項影響因素，並據此建

構一個整合性的供應鏈資訊及規劃決策機制，且透過自動

化、最佳化的資訊基礎架構軟體，來滿足供應鏈最佳化之

目標，讓企業能在既有資源基礎上，充分滿足客戶需求。

SCM透過ERP連線交易處理(OLTP)等核心系統之上，再經過

轉換接口，佐以諸如ODBC等轉換技術，整合企業各項應用

系統、以及各種資料型態。將企業內部資源、物流等項目

施以有效管理，從原物料、成品，一路延伸到市場客戶端；

以往企業不易善盡供應鏈管理事務的主因，係源自於伴隨

良率等因素而來的「製造不確定性」、伴隨原物料品質或

供貨時程而來的「供應不確定性」，以及伴隨需求預測誤

差、客戶偏好改變等因素而來的「市場不確定性」，而SCM

的主要任務，便是盡力掃除這3大不確定因子，繼而幫助

企業透過有效的管理需求預測、訂單達交等正向循環，接

著以最佳效率，把原物料製造成為市場確實有所需求的成

品，然後在客戶所指定的時間範圍內，將成品運抵客戶所

指定的任何地點。 

3.3.供應鏈管理之目的 

供應鏈管理專注於管理它的資源達到下列目的： 

(1) 滿足客戶的需求：提升客戶的最大滿意度，提高交

貨的可靠性和靈活性。 

(2) 提高競爭優勢：降低庫存，減少生產及分銷的費用，

降低公司的成本，提高升公司競爭優勢。 

(3) 達到企業營運的目標：企業整體「流程品質」最優

化，去除錯誤成本、消弭異常事件，使企業達成營

運獲利目標。 

3.4.供應鏈概念和技術 

(1) 精實物流(Lean Logistics)：精實物流來源於精實

生產，精實生產作為生產領域管理技術研究的成果。

精實物流所強調的是同步操作環境，循環時間壓縮，

全過程可視性，精確時點績效，過程一致性和無缺

陷。 

(2) 6σ物流(6 Sigma Logistics)：6σ物流是6σ在物

流管理中的應用。6σ是過程設計和提高的方法，

它的目標是在滿足客戶主要的品質要求方面達到

近乎完美的境地。它注重應用、結果和成功實施的

要素等方面。 

(3) 閉環物流與逆向物流(Closed Loop Logistics and 

Reverse Logistics)：閉環物流的概念，是正向物

流和供應鏈、逆向物流和儲存能力的集成。它主要

應用 在售後服務、零部件更換（高科技產業）、

未出售、未使用、廢棄物的回收、回召或有缺陷的

產品等。 

(4) 精實供應鏈(Lean Supply Chain)：精實供應鏈的

概念是精實原理與供應鏈結合，是對精實物流的進

一步發展。精實管理為減少浪費、降低成本、縮短

操作週期、增加客戶價值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精實供應鏈的基本計劃方法是設定企業目標、部門

目標、操作目標，明確現有績效與目標值的差別認

定，制定達到預期目標的時間和要求。 

4．物流與供應鏈與管理發展趨勢 

物流的概念起源於20世紀初，然而隨著製造技術和管

理技術不斷提升，終於達到盡頭，企業發現已無法僅藉由

提高生產技術來降低總體成本，因此將研究的焦點自生產

領域轉向物流管理，轉而思考如何在產品配送的過程中有

效降低成本與提高服務品質，促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環境

中再度創造利潤。物流產業在科技進步和管理技術創新下，

經歷了從量到質的變化過程，全球物流已經進入供應鏈時

代。以目前美國物流產業發展之主題，給出了物流趨勢的

目標，而精實物流、閉環物流、6σ供應鏈、精實供應鏈、

RFID等新概念、新技術，則對物流產業的發展產生了直接

與間接的影響，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快速變化的世界對

供應鏈管理、物流、金流、資訊流等均帶來了嚴苛的挑戰，

物流產業必須自身變革，才能應對挑戰。因此，物流從量

到質的變化進入供應鏈時代。 

美國物流協會於2005年1月1日，正式更名為「美國供

應鏈管理專業協會」（CSCMP）。這意義揭示了21世紀國

際物流發展的主流趨勢為供應鏈整合管理。物流專業人員

的角色已經發生改變，不僅包括物流的內容，而且涉及採

購、生產運作、市場、行銷等功能，並不斷於組織內部與

組織外部的人員進行溝通、互動。物流產業之運輸和倉儲

更為廣泛、深遠，更注重管理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

級。依美國物流協會發佈了最新的供應鏈管理概念，其中

包含對涉及採購、外包、轉化等過程的全部計劃和管理活

動和全部物流管理活動。更重要的是，它也包括了與夥伴

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涉及供應商、中間商、第三方服務供

應商和客戶。供應鏈管理是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供給和

需求管理的整合。 

4.1.台灣國際物流供應鏈發展現況 

供應鏈管理是一個用來整合採購、設計、生產、配送

和顧客服務從上游至下游供應鏈的整體流程，其中包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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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應商、供應商、企業內部營運、零售商和最終顧客，

更涵蓋了物流、資訊流及資金流，將需求與市場預測、訂

單、庫存、補貨、生產排程、生產規劃、運輸配送等資料

加以串連與流通，使得整體供應鏈的供需能見度提高，降

低長鞭效應，使廠商能夠真正根據顧客與市場的需求變化

快速地提出回應以有效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供應鏈整合己成全球趨勢，在全球分工的時代，企業

經營競爭也轉為上下游產業供應鏈整合的競爭，目前亞洲

在全球經濟扮演的角色，已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消費中

心躍居全球經濟最大成長動能，整個亞洲經濟成長趨勢也

正牽動全球經貿版圖消長，因此供應鏈管理不僅已成為企

業勝出關鍵，能善用供應鏈管理模式，即能取得企業成長

利基，進而掌握亞洲市場脈動。 

在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的統計資料全球物流績效指

標(LPI)，台灣「物流績效指標(LPI)總排名」為全球第19

位，顯示台灣的物流產業已逐步位居全球供應鏈之重要角

色，未來台灣應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擴大國際與兩岸

市場、透過自由化開放，掌握「一帶一路」挑戰與商機，

同時透過跨域整合、擴大市場利基、科技應用，結合創新

的商業模式提升物流產業的附加價值，才能為產業與顧客

創造最大效益。 

4.2.台灣國際物流供應鏈發展策略 

台灣物流產業的發展對照政府所推動的計畫分為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全球商業鏈整合及物流運籌e計畫」，

第二階段為「國際物流供應鏈管理服務發展計畫」，而供

應鏈管理服務業將會是未來數年的發展重點。第一階段的

推動重心，是為國際物流業者轉型為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奠

定基礎。大型國際物流業者重點放在擴展海外的據點，物

流業要擴展業務至國外，主要方式有三種：分別為設立分

公司；透過國外代理商;策略聯盟。國內主要是採取跨國

策略聯盟，其投資金額較少，且能擁有部分經營主導權，

另外還有風險分擔和資源互補等優點。由於台灣的物流業

者多數為中小企業，因此台灣經濟部也同時推動共同物流

平台整合計畫。第二階段的發展，目的在於強化臺灣國際

物流的服務能力，推動的重點包含「加值併貨與物流配銷

服務」及「售後維修服務」。 

5．台灣物流供應鏈業面臨的挑戰 

目前台灣商業環境受到全球化、國際競爭的影響使得

產品生命週期減短、客戶要求愈來愈高、利潤萎縮、可用

資源減少的影響，企業莫不訂定新的商業目標尋求解決方

案。 

5.1.台灣物流供應鏈物應鏈業當前所面臨的問題 

2016年台灣物流供應鏈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在內

需市場方面有：原物料持續上漲、薪資水準、勞保制度、

健保制度、企業所在地環境與其他相關公共事務、政府赤

字等問題;在外貿市場方面有：大陸經濟成長、兩岸經貿

開放腳步放緩、歐美企業陸續從亞洲將生產基地移回歐美

區域及人工廉價的印尼、越南等國家;由於地球溫室效應

的影響，近年來天然災害害不斷，也造成全球供應鏈失衡、

阻斷的危機。台灣國際物流業者要轉型為供應鏈管理服務

業，主要的挑戰包括服務能力的整合以及與異業的合作，

以跨國異業整合來說，就可以掌握核心業務互補、流程整

合和資訊系統整合等三大原則。 

5.2.台灣物流供應鏈管理未來的5大挑戰 

全球化與原物料價格上漲、價值活動的轉移、商品型

態的改變、供應鏈的永續維運、相關法規的遵循將會是供

應鏈管理未來的5大挑戰。 

挑戰1.全球化與原物料價格上漲：全球布局、油價與

原物料上漲、各國當地的制度如中國勞動合同法都將影響

供應鏈的規畫。 

挑戰2.價值活動的轉移：協同設計將帶動供應鏈與設

計鏈的整合，自有品牌發展則會促使企業開始規畫顧客鏈。 

挑戰3.商品型態的改變：流通業者增加自有品牌產品

必須提升與供應商協同設計的能力，進口產品增加則要提

升預測與補貨能力。 

挑戰4.供應鏈的永續維運：為了讓供應鏈管理能跟上

經營模式的轉變，關鍵績效指標監控將更重要。 

挑戰5.相關法規的遵循：歐盟的EuP指令和世界關務

組織推動的供應鏈安全計畫AEO將成為企業走向國際市場

的挑戰。 

6．建構最佳鏈系統 

6.1.物流佈建與整合 

台灣企業在海外佈局已久，除了製造業將生產製造廠

移至海外，隨著服務業快速發展流通服務業也有佈局，除

了品牌商佈局自有通路，不少專業通路商也跨足行銷海外，

在物流方面，一些產業為加強供應鏈效能，開始於海外各

地佈建物流儲運據點。因此，有效整合、共享資源實屬重

要，掌握與應用現有已佈局之物流資源，包括土地、倉儲

據點、運輸能量、專業經理人等，先鞏固既有物流資源再

予以擴大補強，不但可加速國內業者伸展觸角進行國際佈

局，亦可避免已投資的資源因利用率不足導致成效不彰。

政府應調研目標與整合方向，以有效整合、共享海外物流

資源為目的，掌握與應用現有企業已佈局之物流資源為策

略手段，調查企業海外佈局之物流據點與運作狀況，逐步

建立海外物流資源資料庫；由了解各公司狀況開始，發覺

缺口予以補強、掌握優勢資源進行分享、同時分析網絡進

行整合企業網絡連結、資源互補與供應鏈整合機會。 

6.2.服務加值與創新 

從既有物流供應鏈業務延伸加值服務在奠定了強化

服務內容與深度與異業合作的整合基礎後，國際物流業者

可以根據不同產業的需求，延伸不同的服務。根據美國供

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提出供應鏈作業的參

考模式，將供應鏈管理作業流程分為規畫(Plan)、採購

(Source)、製造(Make)、配銷物流 (Deliver)與貨品退回

(Return)，國際物流業者便可根據不同的產業需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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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各種加值服務。以採購來說，有些企業為了減少對

不同物流業者、供應商的管理，會與某一兩家物流業者合

作，由該物流業者做為單一聯絡窗口，提供與其他物流業

和供應商的聯絡，負責如訂單、補貨等服務。由於台灣有

地理優勢之故，以配銷物流的流程而言，除了發展國際物

流、運輸管理與倉儲管理外，還可朝向多國加值併貨服務

與區域配銷中心發展。以多國加值併貨服務來說，主要是

做為將亞太區生產的產品運輸到歐美地區的中介站，該中

介站可提供品質控管、包裝、測試等服務，區域配銷中心

則是做為歐美地區產品進入亞太區的中介站，提供如分裝、

測試或組裝等服務。在貨品退回部分，除了增加過期產品、

環保回收等逆物流的需求外，維修中心也是可以發展的方

向，國際物流業者可以作為企業的倉儲、補貨、售後服務

中心，目前許多國際物流業者便是這樣發展。製造業的服

務內容除了庫存管理與供應商管理庫存外，則要更強調檢

測品管服務。資訊電子產業對於維修中心的需求會較高，

零售業者的供應商數量通常很多，對供應商管理庫存委外

的需求就可能較高。因此國際物流業者要轉型前，要先了

解該產業的未來發展以及客戶的需求，以定義好新的商業

模式。 

6.3.資訊系統整合 

資訊網路及電子商務引導物流供應鏈型態變革於臺

灣的中小企業居多，資金的支援也是一大阻礙。政府應該

鼓勵物流業者自己有能力募得資金，以因應持續成長需求。

在轉型為供應鏈管理服務業的過程中，對於供應鏈管理而

言，即時貨況追蹤與供應鏈流程透明化是很大的要素，而

資訊科技是讓資訊透明化的基礎，因此資訊科技e化能力

可使企業強化服務內容。根據2014年國際企業物流與供應

鏈管理經理人的調查 (2014 Third-Party Logistics: 

Results and Finding of the 11th Annual Study)結果，

92%受訪企業都表示IT服務能力是物流業必備的專業服務

能力，也是企業評選3PL的重要評比要件，由此可以看出，

在國際物流業者轉型為供應鏈服務業的趨勢下，資訊化對

企業會越來越重要。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的進步，物流業朝

向電子商務發展將成為市場主流，電子商務運作模式下各

式商品之銷售及服務，均需藉由物流或運輸配送服務，通

路改變的趨勢將朝向消費者主導、服務需求引導之發展方

向。 

7．結論與建議 

7.1.結論 

運籌物流目前已是商業的成功基礎，建立完善的物流

後勤支援，物流供應鏈管理是物流業者在面對全球化時代

之際，打造競爭力的重要關鍵。由於網際網路的出現，讓

物流業者面對的變化速度也越來越快，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更讓供應鏈的競爭格局變得更加複雜，物流業者已經不能

靠標準產品行銷全球，而是要根據不同地區的需求，提供

不同的產品到全球各地，這也就是全球運籌管理的重要性

所在。除了全球化的影響外，台灣產業價值活動的轉移趨

勢，也將帶動供應鏈的轉變。台灣的製造業轉型為製造服

務業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除了技術也提升其他服務能力，

包括物流、服務、技術、資訊等。在這樣的發展下，業者

要關注的就不只是製造的問題而已，而且企業與客戶、供

應商的關係也會有所變化。其中，協同設計將會是重要發

展，因而企業規畫供應鏈時要再強化與設計鏈的整合。就

必須更重視服務、通路、銷售等需求，因此也會帶動企業

再發展出顧客鏈。 

物流業因具有創造產品、資訊、服務等附加價值之功

效，在企業產銷組合中已成為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對

於提升台灣產業在全球市場之競爭力，經濟持續成長，以

及達成亞太營運中心之目標，現代化物流業實扮演積極而

不可或缺之重要角色。因此，政府部門應儘快加速基礎設

施之建設與法規制度之改革，以提供公平合理之物流業營

運環境，而產業部門亦應對現代化物流策略有所認識，並

積極促進物流業之發展，佐以現代化資訊及通訊科技支援

物流供應鏈管理，協助物流業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及創

造策略性之持久競爭優勢，為台灣地區未來之經濟發展再

創奇蹟。 

7.2.建議 

(1) 發展國際物 之核心實 ，進 關、港、貿等跨部

會整合，以強化在台企業之全球運籌能 。 

(2) 充分運用 岸經濟互動與直航契機，建 物 運籌

政策配套，積極推動臺灣與亞太地區產業供應之串

接合作。 

(3) 因應台灣與中國大 簽署「海峽 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積極布建全球運籌服務網絡，開展

臺灣經貿發展的黃金10 ；於2020 ，打造臺灣成

為亞太區域物 加值及供應鏈資源整合之重要據

點。 

全球運籌布局的難度相當高，不僅要顧慮各個據點的

資源配置和管理，走向全球運籌後，物流業者需對企業流

程再造和重新設計供應鏈的問題。台灣以中小企業居多，

而金融業多隸屬在財政部下，物流業中如海運、空運、報

關等不同業者隸屬在不同的政府單位下，若要整合勢必要

面臨跨部會的合作，其難度很高，因此資金的支援將會是

一大阻礙。政府可以鼓勵物流業者上市、上櫃，讓企業自

己有能力募得資金，以因應持續成長之需求，此外，也可

協助該產業發展出國際物流控股公司。 

由於台有地理優勢之故，以配銷物流的流程而言，除

了發展國際物流、運輸管理與倉儲管理外，還朝向多國加

值併貨服務，與區域配銷中心發展。以多國加值併貨服務

來說，主要是做為將亞太區生產的產品運輸到歐美地區的

中介站，該中介站可提供品質控管、包裝、測試等服務，

區域配銷中心則是做為歐美地區產品進入亞太區的中介

站，提供如分裝、測試或組裝等服務。在貨品退回部分，

除了增加過期產品、環保回收等逆物流的需求外，維修中

心也是可以發展的方向，國際物流業者可以作為企業的倉

儲、補貨、售後服務中心，目前許多國際物流業者便是這

樣發展。製造業的服務內容除了庫存管理與供應商管理庫

存外，未來則要更強調檢測品管服務。至於企業該延伸哪

些服務，則會受不同產業影響，資訊電子產業對於維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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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需求會較高，零售業者的供應商數量通常很多，對製

造業委外的需求就可能較高。因此國際物流業者要轉型前，

要先了解該產業的未來發展以及客戶的需求，與供應鏈模

式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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