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工業4.0帶動供應鏈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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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統供應鏈以線性為主，涵蓋設計、規劃、採購、製造、
配送等環節。然而，現今許多供應鏈已悄悄開始轉型，

從刻板的線性流程蛻變為動態互聯系統，這樣的系統
不僅得以更輕易地整合產業生態中的合作夥伴，也具
備自行優化整個互連系統的能力。隨著線性供應鏈轉
變為開放式互聯系統，企業未來的競爭模式也將改變。
我們稱這套開放式互聯系統為數位供應網絡(Digital
Supply Network,DSN)。數位供應網絡整合來自許

多不同來源與地點的資訊，驅動實體的生產、配銷活
動 ，並創造一個完整展現實體世界的虛擬世界。數位
1

供應網絡憑藉著有效利用傳統與新式資訊──例如自

感測器獲取的資料(如非結構式資料)──不僅提供供應
網絡方面的通盤觀點，面對瞬息萬變的情勢時，數位
供應網絡也能迅速作出適當的反應。

許多已踏上搭建數位供應網絡一途的企業正開始轉移

經營重點，不再注重於管理、優化採購或製造等個別
離散功能，反倒藉由數位供應網絡全方位聚焦、探討

整體供應網絡如何更有效達成商業目標，並供企業策
略、事業體策略及產品組合策略所用。

數位供應網絡整合許多來自不同
來源與地點的資訊。

確實，數位供應網絡使供應鏈成為策略規劃與決策過程
的重要一環。各企業甚至可憑藉發展多套數位供應網

絡，補足不同的策略面向，並更有效地滿足特定需求。

供應鏈專業人士過往倚靠管理「4V」 ──波動(volatility)、
2

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及能見度(visibility)──，

優化了整體成本、服務、品質，並支持創新。這些傳
統上的優先項目不會改變，但可以預期的是，未來的

供應鏈決策者可以透過數位科技深化供應鏈能力，讓
績效更上層樓。除此之外，供應鏈專業人士更可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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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嶄新、迅速的產品上市途徑，並開始投資於智慧
產品，進一步發掘全新收益來源。

改變並不容易，但資訊數位化與高階創新技術的應用
為企業捎來驅動整體供應鏈商業價值的契機。數位科
技帶來的變革能夠改變各行各業的供應鏈。為避免在

數位創新的風潮中成為輸家，企業應了解這些變革，
並適時地調整因應。此份報告將透過下列重點，探討、
分析供應鏈的新發展階段：

• 回顧造就數位供應網絡興起的科技革命

• 定義數位供應網絡，以及其在商業策略中所發揮的
功能

• 檢視典型供應鏈中固有的利與弊，並指出數位供應
網絡如何能減少權衡取捨的情形

• 思考如何搭建數位供應網絡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科技革命點燃工業4.0之火
數位科技近年來的大幅改變主要可歸因於三大發展：

工業 4.0(又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在於許多新技

摩爾定律 (Moore�s Law)的預測不謀而合(請見圖一)。

企業能即時存取新獲得和既有的數據，結合現有強大

低廉的運算成本、存儲成本及頻寬成本。而這三者與
3

正因上述成本於過去幾十年來迅速下降，企業得以以
較少的投資，享受到更多數位科技帶來的好處。

然而，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並非僅靠成本降低所致，

在 成 本 下 滑 的 同 時， 運 算 能 力 與 科 技 能 力 也 明 顯 成
長 。 確 實， 運 算 能 力 在 1992-2002 年 間 每 年 成 長
4

52％ 5，使企業足以蒐集、儲存及分析比以往更為大
量的數據。

全球每年創建、複製的資料容量在 2010 年已達到 1

ZB6，我們預估，在 2020 年底前這項數據將攀升至
44 ZB。

成本降低、運算能力進步、技術能力增長等三項發展

帶來蔚為可觀的變化，使企業領導者得以結合資訊科
技與操作技術。企業現在也具備藉由嶄新且不同的管

道創造價值的能力。更強大的資料處理能力彌補了人
腦的限制，讓企業得以迅速地分析多筆數據，並從而

術的出現，使得實體與數位世界之間的分界變得模糊，
的分析工具，如視覺化、情境分析、預測學習演算法

(predictive learning algorithms) 等， 這 種 存 取 數
據的能力正從根本顛覆企業的經營方式。企業現在能
從實體資產與生產基地即時蒐集大量資料，執行高階
系統分析以得到嶄新見解，進而執行更有效的決策。

這樣的決策可以藉由先進的實體科技，如機器人、無
人機、積層製造、自動駕駛汽車等，得到落實。

科技的運算能力在 1992-2002 年
間每年成長 52％。

深論其本質，這場數位革命有望改變產品設計、製造、
配送的方式，並對供應鏈產生莫大的影響。

採取行動。種種變革為工業 4.0 敲響鐘聲，昭告新時
代的來臨 。
7

圖一：運算、存儲及頻寬成本銳減
美元

美元/GB
成本

<10美元/Gbps
美元/百萬電
晶體

<0.01美元/GB

<0.06美元/百萬電晶體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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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供應鏈的功能集中在材料、成品、資本及其他資產的
移轉，以及成品生產。深探其核心，供應鏈更包含許

多以時間、金錢、資訊或實體材料換取其他價值的交
易行為。科技與數位的快速發展，例如運算能力的提

升及成本的下滑，大大地影響傳統供應鏈，使交易成
本銳減，也增加與生產流程有關的創新。

降低交易成本

的大好良機。企業如果能善加利用這樣的網絡，便能
將自己與其他企業做出區隔。

數位連接性與科技能力的增長可以縮短新資訊的取得

與實際行動間的時間差異。在傳統供應鏈中，資訊以
線性傳遞，每一個環節都與前一個環節息息相關，一
連串的事件以非常結構化的方式相互串接，從開發、
規劃、採購、製造、配送到支援(請見圖二)，如果某道

科技的效率與能力的增強，使得企業內部與外部的交
易成本都下降 。鑽研營運的每個環節或客戶、供應商
8

的需求模式也不再是曠日費時、所費不貲的浩大工程。

步驟效率很低，則可能導致後續步驟的效率同樣低落

不振。相關人士往往無法深入探查其他環節，以致無
法適當調整行為並做出反應

10

。

成本低廉且易於操作的資訊大量湧現後，供應鏈也必

業界所指的「長鞭效應」(bullwhip eﬀect)，就描述

商品的線性流程並未改變，檯面下的數據卻活絡且即

終端消費者的需求資訊，往往需要保留額外的庫存作

須將這些資訊加以運用。縱使設計、製造和移動實體
時(或以任何需要的速度)流通於供應鏈的每個環節。憑

藉著流程與子流程間新串起的互聯性，供應鏈得以搖
身一變成為有效率且可預測的網絡。而當交易成本下
滑，與更多元的合作夥伴交易的能力則相對上升，當

企業開始與更多元的合作夥伴交易，以創造更大的價
值，轉型成更緊密互聯的供應網絡的機會也隨之出現。

生產創新

因 為 原 材 料 的 運 用 流 程 大 為 改 善， 驅 動 流 程 的 運 算
能 力 也 有 長 足 進 步， 使 得 實 體 世 界 裡 的 生 產 方 式 也
歷經改變。資本設備變得更為靈活且更具效能，生產

過 程 對 設 備 規 模 的 需 求 也 相 對 減 小， 最 小 有 效 規 模
(minimum eﬃcient scale)也應聲下降。這樣的改變

使得生產基地得以更為分散，並往市場靠近 。此外，
9

更為小型且靈活的企業也可輕易地加入戰局。企業在
策略與營運兩端皆該對這樣的變革展開應對。

從線性供應鏈到動態網絡

這些變革最終可能導致供應鏈瓦解。但瓦解並非掀起
市場災難，反倒為傳統線性供應鏈蛻變成為動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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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傳統供應鏈裡，越往供應鏈上游，越難準確判讀
為安全庫存，如果終端消費者的需求產生變動，就會

造成供應鏈的庫存波動，越往供應鏈上游，庫存波動
越大

11

。

當每個供應鏈環節變得更具能力且緊密連結，供應鏈
會蛻變成為動態的整合供應網絡。數位供應網絡活用

即時數據以做為決策的考量，讓作業步驟更為透明，
促進整體供應網絡的合作，從而克服傳統線性供應鏈

的行動或反應延遲。圖二中呈現傳統供應鏈進展為單
一數位供應網絡的轉變，但請留意，一家企業內大多
具有為數不只一個的數位供應網絡。

供應鏈管理通常將供應鏈細分為「規劃」與「執行」

兩大部分，「執行」部份包含採購、製造與配送等活動。
整體供應鏈即為「規劃―採購―製造―配送」或是相
似的線性流程，一如圖二左半部所示。

「規劃―採購―製造―配送」一說所包涵的各環節分

離的概念在過去雖然與現實相去不遠，但來到數位供

應網絡的世界裡便已不復存在；再者，這個概念也低
估了數位科技所能創造的新可能。供應鏈管理的概念，
與供應鏈本身，都該與時俱進，反映嶄新的可能性。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new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action. In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s, information travels linearly, with
each step dependent on the one before it. This chain
of events is linked in a very structured way: develop, plan, source, make, deliver, support (figure 2).
Inefficiencies in one step can result in a cascade of
在圖二中的數位供應網絡環節裡，便詳列了全新的名
similar inefficiencies in subsequent stages. Stake稱。新的數位供應網絡模型以數位為核心，環節間錯
holders often have little, if any, visibility into other
綜複雜的連結網絡清晰可見。網絡中的每處節點皆可
processes, which limits their ability to react or adjust
their activities.10 To operators, this is understood to
與任何其他節點互動，催生過往前所未見的連結性。
be the expensive “bullwhip” effect, in which invento在此模型之下，通訊為多向傳遞，串起在傳統供應鏈
ry fluctuations due to changes in customer demand
中互不相連的環節。舉例而言，遠端工作站的無人機
grow larger, and thus less predictable, further up the
影像監控可落實工作站最佳化分析與快速問題檢測，
supply chain.11
而現場 3D 印表機更可快速製造替代品，縮減供應鏈
As each supply node becomes more capable and
停擺時間。即使許多基礎的物聯網技術能助長這些或
connected, however, the supply chain collapses
相似的流程，使企業進步的關鍵仍取決於溝通、匯總、
into a dynamic, integrated supply network. DSNs
12
overcome the delayed action-reaction process
分析，以及基於手邊資訊採取行動的能力
。 of the
linear supply chain by employing real-time data to
線性供應鏈到供應網絡的轉型，有賴企業以新手段結
better inform decisions, provide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enable enhanced collaboration across the
合實體資產與數位資產。以往，線性供應鏈建構於不
entire supply network. Figure 2 represents the shift
夠及時的週期性預測與計劃之上，然而這些預測與計
from the traditional supply chain to a single DSN.
劃每到了供應鏈的新的一個環節，都越趨過時與失準。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owever, that organizations
will likely have more than one DS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typically broken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into first planning and then

executional parts of the supply chain: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This is often
described as plan-source-make-deliver or some
variant thereof, as shown in the left side of figure
2. Although historically helpful, this language represents a separation that no longer exists in a DSN
數位供應網絡能以新科技串連所有供應鏈環節，進而
world, nor does it acknowledge new capabilities that
最小化線性供應鏈固有的時間延遲、風險及資源浪費。
can
be built u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Our new ap隨著數位供應網絡逐漸廣受使用，若是企業能善加運
proach
means that the language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and
the new collapsed supply net用其優勢，則過去在時間與地域上的隔閡將有望縮減。
work—must evolve to reflect these new capabilities.
企業可趁勢提升績效、強化營運效率，並開創全新的

The
DSN nodes in Figure 2 depict this new termi商機。
nology. The interconnected lattice of the new DSN
一如上述，企業大多具有為數不只一個的數位供應網
model
is clearly visible, with digital at the core.
There
is
potential for interactions from each node
絡，而並行的數個數位供應網絡則可以利用共同的某
to 些環節(舉例而言，數個數位供應網絡可能共享配送環
every other point of the network, allowing for
greater connectivity among areas that previously
節)，但是其他部份的環節則不會重複(像是二個數位供
did not exist. In this model, communications, for
應網絡負責生產不同產品的時候，可能有不同的子裝
example,
is multidirectional, creating connectivity
in 配線)。多重數位供應網絡的存在使企業能將其與商業
what traditionally has been disconnected by links
in 策略整合，也能依特定業務需求做調整。正是如此的
the supply chain. For example, drone video monitoring
of remote work sites enables site optimization
能力，使得數位供應網絡得以更加靈活、變通、客製
analytics and rapid issue detection, while on-site
化，並無微不至地滿足企業策略需求。
3D printers rapidly make replacements to reduce
downtime. While there are multiple underlyi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enable this
process and others like it, the key is identifying how

圖二 : 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圖二 從傳統供應鏈到數位供應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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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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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供應網絡的策略思維⸺

足的問題。數位供應網絡可以依照收集到的數據做出

因應，迴避了時間延遲的問題，且所有更動皆能即時

如何創造不同 ?

數位供應網絡與傳統線性供應鏈不同之處在於數位供

應網絡是以動態互聯方式進行，資訊不斷交流，以促

進自動化、增加價值、改善工作流程，並分析、催生
新見解。數位供應網絡能即時確認資訊，避免線性供
應鏈固有的許多延遲問題。

舉例來說，跨國零售商特易購(Tesco)便透過減少產品

庫存用完的機率，達到收益最大化。特易購將天氣數

據輸入預測分析工具中，預測銷售量易受天氣影響的
產品(例如涼拌捲心菜與冰淇淋等)的需求，並逐店調整
訂單與庫存

13

。此分析有效降低庫存浪費，為該企業

省下約 1.4 億美元

14

。過往案例中，雖然也有地方雜

貨店因為天氣即將變暖而調整訂單，但由於傳統供應
鏈既有的時間延遲，因此仍可能無法即時防止庫存不

在供應網絡中傳遞。

圖三描繪了數位供應網絡幾項主要的特點：時時運轉
的敏捷性、互聯社群、智慧最佳化、端對端透明度以

及全方位決策。每項特點皆有助企業做出更明智的決
策，並解決其策略思考中的核心問題⸺如何致勝。

數位供應網絡時時運轉，感測器與其他以地點為基礎

的工具得以不間斷地傳輸數據，近乎不帶延遲地提供

供應網絡各個面向的綜合觀點。同時，圖三所示的各

項特色使數位供應網絡能夠解決供應鏈中的諸多問題，
而不單僅是排除延遲。數位供應網絡的五大特點並非

單靠「數據傳輸更快」便能一言而盡，這些特點深入
描繪整體供應網絡全貌，使策略決策更有根據。

圖三 : 數位供應網絡的特點

“時時運轉”
的敏捷性

互聯社群

智慧最佳化

端對端透明度

端對端透明度

數位供應網絡以安全的方
式彙整傳統資料集與新式
資料集，新式資料集特點
如:

與以下對象進行橫跨價
值網絡的即時、無縫、
多模式的溝通與合作 :

藉由整合下列項目，創造
閉環式學習 :

感測器與地點為基礎的服
務帶來下列優點 :

‧ 以感測器為基礎
‧ 以地點為基礎
‧ 適時性(right-time)
v.s 即時性

‧ 供應商
‧ 合作夥伴
‧ 客戶

‧ 人員
‧ 機械
‧ 數據分析
‧ 預測見解
‧ 主動行為

‧ 追蹤物料流
‧ 同步計畫表
‧ 供需平衡
‧ 財務獲益

與情境相關的資訊使得原
本資互不流通的二個部門
的資訊變得透明，提高了
下列項目的能見度:

結果 : 人機決策最佳化，
催生單點解決方案。

結果 : 供應網絡關鍵層面
資訊的能見度提升。

結果 : 在不斷變動的網路
環境與非預期的情況下，
仍能快速、無延遲地採取
應對措施。

結果 : 從集中、標準且同
步化的數據產生出涵蓋全
網路的見解。

‧ 績效最佳化
‧ 財務目標
‧ 權衡取捨

結果 : 數位供應網路的整
體決策更加優化。

影響意涵
企業可趁勢提升績效水準、強
化營運效率與成效，並開創新
的商機。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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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果能善加運用其整體供應網絡
中的優勢，則傳統上時間與地獄的隔
閡將有望縮減。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互聯社群於供應商、合作夥伴、客戶、產品、資產及
其他等居中搭起直接溝通的橋樑，共享資訊不受無謂
的把關。如此連結能提升數據同步性，保障所有利害

關係人決策時能參照相同資訊，也讓機械能自行根據
數據做出營運決策。

智慧最佳化描述了人機共事的能力，共享可分析的數
據，最佳化每項決策。

而端對端透明度則提供供應網絡多方面的即時可見性，
產出關鍵的見解。數位供應網絡使企業再也不需手動
或以其他系統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離散、孤立的資料，
便能追蹤物料流、同步計畫表、平衡供需，以及綜觀

財務狀況。企業得以一窺供應網絡的全貌，也可以理
解所有節點如何互動與關聯。

綜合以上，企業便能做出全方位決策。當透明化的資

訊橫跨供應網絡所有領域後，應運而生的即是更佳的
供需平衡與決策品質，策略規劃上也能夠使企業清楚
了解每個決策選項背後隱含的權衡取捨。

與其規劃供應鏈中的漸進式改
革，企業不如思考如何藉由供應
網絡推動整體業務增長。

這樣的全方位思考可以帶來更為廣泛的策略轉變，與
其規劃供應鏈中的漸進式改革，企業不如思考如何藉

由供應網絡推動整體業務增長。舉例來說，為增進汽

車製造能力，日產汽車(Nissan)採用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軟體，促進世界各地

生產團隊間的合作。其虛擬生產流程整合產品生命週
期管理軟體與不同部門設計師的資訊，可以即時評估
設計的可行性。這套流程幫助日產汽車節省了百分之
二十的生產時間，也幫助日產汽車的車款榮獲 2014 年
英國年度汽車的殊榮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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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數位供應網絡融入經營策略
當企業試圖決定或達成其經營策略時，必定會面臨許
多抉擇，每項策略選擇背後牽涉到許多權衡取捨，為
了作出最佳選擇，就得捨棄其餘選項

16

。舉例來說，

一個策略如側重敏捷度與產品上市時間，便無法壓低

成本；另一項策略如果注重提升產品品質，相對之下

便得下修服務水準。專注於單一領域往往代表必須在
其餘領域作出犧牲

17

，因此製造業者經常思索，是否

能夠同時追求多個目標或發展多個領域

18

? 但多頭馬

車分頭進行的結果，可能只會導致萬事皆空。

由於策略抉擇不當將直接種下不良後果，決策過程必
須步步為營。專注於「何處競爭」與「如何取勝」等

這類簡明的問題，有助企業找出主要考量與利害關係
人，精簡流程，並決定企業應優先付出努力的領域。

從這類策略問題找出解答後，企業得以更深入了解自
身需求，並更具體地針對自身目標與願景作出策略抉
擇。但隨著數位供應網絡問世，這些問題也開始演變
成更具變革性的決策。

圖四顯示策略決策過程以及傳統的考量，也就是瀑布
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strategic choice cascade)，

並將數位供應網絡問世後出現的變革性新問題一併列出。
數位供應網絡對經營策略的影響，在於它可以讓企業
能夠實踐多項優先事項，並在保有企業競爭力的同時，

減少或消彌需要權衡取捨的情形。由於企業可部署多
個數位供應網絡，在圖四中詳列的重要問題獲得解答
後，便能將多重數位供應網絡套用於不同的策略性的
優先事項。此外，由於不同數位供應網絡能帶來不同
的轉變，因此得以兼顧各式各樣的企業考量。

仔細思考數位供應網絡的特點何以促成這些轉變，並
將數位供應網絡規劃列入策略開發的各個流程，能使
企業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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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衡取捨到客製化⸺

如何看待數位供應網絡的策略功能

有鑑於數位供應網絡的互聯性質，數位供應網絡理論
上可以隨時觀察和感知網絡中任何節點正在發生的情

況。因此，一個數位供應網絡可以被視為經營策略的

重要部分，成為企業可拿來協商權衡取捨，或在某些
情況下避免權衡取捨的方式。

企業不僅能選擇其希望服務的客戶與希望提供的產品，
更能客製供應網絡，以達到客戶的目標。例如，某些

客戶希望早日收件，而某些客戶則想盡量壓低成本；
部分客戶或許期望可以臨時改變主意、及時更動產品
組合，或將過時的產品自出貨中剔除，僅保留最「時
髦」的商品。因此，企業可將供應網絡細分，並要求
其中的一部分依據當前需求做對應調整。

整合的數位供應網絡更能使企業在各種市場差異要素

(例如速度或服務)上一較高下，並視需求將這些要素套
用於傳統供應鏈上所有的節點。當供應鏈不同階段的

節點利用工業 4.0 的互聯科技相互溝通，便可從多端

下手，執行決策過程中所確定的優先事項。這樣的特性
讓數位供應網絡(與供應鏈)具有空前的策略決策能力。

有鑑於數位供應網絡的互聯性
質，數位供應網絡理論上可以隨

時觀察和感知網絡中任何節點正
在發生的情況。

舉例而言，美商奇異航空(GE Aviation)便曾大幅修改

優勢的供應網絡可能想要讓供應網絡反應更為敏捷，

按飛行時數計費的飛機引擎租賃維修服務。以往，飛

佳化等副作用。

商業模式，從單純製造、販售飛機引擎，轉變為銷售

機隨時在全球各地飛行，因為地理上的距離，奇異航

空無法即時對飛機上的引擎狀況進行確認，除了機長
偶而的回饋外，針對引擎的效能管理僅侷限於必需的
定期檢查。一直到奇異航空於引擎安裝得以蒐集、傳
遞數據的感測器後，才成功地突破時間、空間上的限
制。現在，奇異航空著手應用預測分析工具，降低保

養成本並縮減引擎未運轉時數，不但為客戶創造經濟
價值，也為自身發掘新的潛在收入來源

轉型為數位供應網絡：

19

。

改變策略選擇

傳統線性供應鏈轉變為時時運轉的全方位數位供應網

絡後，企業不僅能改變策略，也讓自身得以同時在供

應鏈上的不同節點與對手相互競爭，而不再只拘泥於
單一領域。一旦企業擬定了致勝手段，便該開始考慮

如何有效佈局供應網絡，以成功執行計畫。數位供應
網絡的一大好處在於其敏捷度，難題則在於企業必須
自眾多選項之中，作出正確抉擇並打造出適宜的數位
供應網絡。因此，企業在確認策略以後，應找出與該

並緩和規劃低效率、庫存低效率以及設計流程無法最
以易捷航空(EasyJet)為例，該公司使用擴增實境智慧

眼鏡，讓遠端維修技術人員與中央工程團隊間可以雙
向交流。虛擬的即時逐步解說不但使技術人員得以有

效完成複雜的檢修，更能降低停機時間。易捷也使用
無人機進行機身外部的目視安全檢查，減少飛機停機
時間、停機棚所需空間，以及執行檢修的人工

20

。

另外，一個注重服務的供應網絡可能想要使用某些供
應鏈轉型戰略以降低轉型對營運效率、供應商合作二

方面的不良影響。舉例而言，Spine Wave 企業借助
Medical Tracking Solutions 企 業 提 供 的 iTraycer

服務，打造一個庫存管理系統。Spine Wave 將感測
器安裝於每件脊髓注射設備上後，便能遠端追蹤脊髓
手術器件中的所有項目。如此一來，Spine Wave 可
以即時回補庫存，並在器件使用時自動開立發票

21

。

相較之下，多數醫院現今仍得將手術器件運回，讓原
公司逐一檢查已使用項目，並據此補充庫存以及開立
發票。

策略相襯的供應網絡類型，接著便可確認其供應網絡
所需具備的能力。

為佈局與實踐由數位供應網絡驅動的策略，企業可進
行數種不同的供應鏈轉型。圖五便列出企業善用數位
供應網絡後所能達成的九大策略轉型，以及各策略轉
型項目下對應的戰術範例。

我們一再重申，許多大型企業可以依本身的需求，或

是視利害關係人與客戶的需求，實行不只一個數位供
應網絡策略。在這種情況之下，企業可能需要進行多
個供應鏈轉型。舉例來說，一個以低成本作為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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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圖四：以供應鏈為主的瀑布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

企業的目標與願景為何?

數位供應網絡

‧ 目的
‧ 財務目標

企業需要多少供應鏈？
企業將依據客戶、產品、
地理位置或是通路區分？

‧ 非財務目標

企業將在何處競爭?
企業將如何競爭？
以速度、敏捷度、服務、成本、
品質或是創新取勝？

‧ 客戶
‧ 產品
‧ 地理位置
‧ 通路

企業如何取勝?
‧ 對客戶的價值主張
‧ 可維繫的優勢來源
‧ 利潤模型
‧ 合作關係
‧ 組織參與

企業從何改變供應網絡以滿足
策略經營目標?

我們如何佈局?
‧ 獨特能力

企業如何排定計畫佈局數位
供應網絡？

‧ 促成組織系統

優先計畫為何?
‧ 戰術
‧ 投資
‧ 併購或尋求夥伴關係
瀑布式層級選擇的策略架構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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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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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 數位供應網絡引發的策略轉型

圖五 數位供應網絡引發的策略轉型
供應鏈轉型

戰術範例

設計過程最佳化

•
•
•
•

產品最佳化

• 以資料作為產品或服務
• 使用3D列印使產品在生產後能立即使用
• 超延遲差異化（ultra-delayed differentiation）

規劃與庫存效率

•
•
•
•
•

風險防範與減輕

• 主動品質監測
• 物流追蹤解決方案
• 主動風險監測

供應商合作

•
•
•
•
•

以系統分析結果做採購
資產共享
運用區塊鏈（blockchain）科技達到透明化
雲端與控制台最佳化
供應商生態系統

營運效率

•
•
•
•

使用擴增實境提升營運效率
自動化生產
預測性維護
利用感測器監測勞動力情形

物流最佳化

•
•
•
•
•

使用擴增實境進行物流最佳化
自動化物流
直接送至使用者的配送服務
無人駕駛卡車
動態調整/基於預測所設定的路徑

銷售最佳化

• 依庫存水準動態調整定價
• 感測器驅動補貨
• 針對性行銷

售後市場銷售與服務

•
•
•
•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感測器/數據為基礎的設計改良
開源創新（open source innovation）/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快速打樣
虛擬設計模擬

以系統分析結果為依據的的需求感知
動態庫存補充
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驅動自動補貨
即時庫存最佳化
感測器驅動的預測

使用擴增實境優化客戶支援
客戶端對端透明化
使用3D列印使產品在生產後能立即使用
預測性售後維護

To configure and realize a DSN-driven strategy,
companies can execute multiple different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s. Figure 5 depicts a sample of
nin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s companies can make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by leveraging DSNs, along with a list of sample tactics that can enable each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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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數位供應網絡

「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

對於習慣傳統線型供應鏈的線性數據傳遞、線性溝通

• 從實體到數位⸺從實體世界擷取資料，並將實體

覆過去的商業模式。一旦企業決定採用數位供應網絡，

• 從數位到數位⸺運用進階分析、情境分析和人工

方式的企業領導人而言，即時的數據與情報會徹底顛
就需要思考如何開發、連結及使用許多驅動數位供應
網絡的工業 4.0 技術。發展數位供應網絡前，需要先

把資料從生成、分析以至行動的整體流程看成一道循
環，出自不同來源與地點的數位資料經整合之後，驅
使製造、配送等實體行動，而這整套流程又一再不斷
重複與循環。

資料與行動於虛實之間持續不斷循環，也使得即時存

資料留下數位紀錄。

智慧分享資訊，並探掘精闢見解。

• 從數位到實體⸺運用演算法將數位世界的決策轉
化為有效的資料，促進實體世界中的行動與改變。

圖六不但刻劃了「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更提及
推動循環的各項數位、實體技術。

取數據與情報成為可能。這個循環是由會彼此影響的
三道步驟反覆形成，統稱為「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
(physical-to-digital-to-physical loop)。

圖六：「實體到數位到實體循環」與相關科技

1
實體

2
數位

3
1. 建立數位紀錄
擷取實體世界資料，建立實體營
運與供應網絡的數位紀錄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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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數位供應網絡成真⸺

一個整合的數位供應網絡中心可以促使企業轉型為數

隨著製造業組織的演進，原本各自存在於不同部門且

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數位化供應網絡數據，而這些

建構並推動數位堆疊

不相互流通的資訊叢集可能在互聯科技解決方案的支

持之下轉變為自由流通的整合資訊。在傳統線性供應

鏈內，數據容易被劃分成孤立的資訊叢集，像是顧客
參與數據、行銷與顧客服務營運數據、核心業務與製

位化企業，也可以使資訊在不同資訊叢集間自由流通。
這個中心(或稱數位堆疊，digital stack)使企業能從單

數據則出自不同來源⸺產品、客戶、供應商及售後支

援等等，也代表了不同觀點。數位堆疊的多重層次能同
步並整合供應網絡數據，讓決策更有所本(請見圖七)。

造數據、供應鏈與合作夥伴關係數據等等，所有數據
皆有各自的門戶，資訊彼此互不流通。企業如果未參
透這些資訊交集、對應的部分，自然容易錯失良機。
圖七：數位堆疊

圖七 數位堆疊

數位核心結構使企業能從單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供應網絡數據
數位核心結構使企業能從單一定點存取近乎即時的供應網絡數據

數位堆疊

重要課題

• 數據科學與演算法
• 決策支援
• 機器學習
• 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
• 自然語言處理

見解與視覺化

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商業洞察力、人工
智慧及分析能力，以便更妥善地察覺、
預測供應鏈問題？

• 流程機器人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

工作流程

• 業務流程管理
• 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自身是否已將最新工具與科技加以整合並套
用至重點工作流程中？

將適時的資訊用於持續的反饋與
最佳化

數位核心

外部連結性

數據架構

核心系統、應用程式
及感測器

• 客戶與產品
• 供應商與承包製造商

自身價值網絡內是否存在即時、無縫的多模式溝
通與合作？

• 結構化數據
• 數據中心

自身的數據架構能否跟上數位供應網絡急速成長
的腳步與新需求？

•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s）
• 商業應用程式
• 物聯網感測器與機械

如何自傳統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與劃時代的物
聯網相關平台之間，最佳化各項投資？

資料來源：Deloitte analysis.

資料來源： Deloitte analysis.

• Digital to digital—Share information and uncover meaningful insights using advanced analytics, scenario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igital to physical—Apply algorithms to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separate information clusters. Customer engagement data, sales and service customer operations
data, core operations and manufacturing data, and
supply chain and partnership data are all kept sepa-

67

智慧製造大解讀

數位供應網絡的崛起

始於足下

打造數位供應網絡
數位供應網絡象徵供應鏈的演變，這個演變是科技日

• 從邊緣下手⸺許多時候企業應從小額的投資開

的資料取得途徑、運算能力及創新科技改變了原先線

的後果。選擇企業「邊緣」的項目讓自身有更多空

新月異以及數位與實體世界間緊密連結的結果。嶄新
性且資訊不能互通的供應鏈。現今整體供應網絡能夠
共享即時資訊與觀點，並驅動可行的決策。

始，如此一來，測試與改進策略只需承受相對較輕
間來建立數位供應網絡，除此之外，更可使個人較
不畏懼失敗，果敢帶來更多創新。

這些變革正如火如荼進行，也帶來許多機會：數位供

• 從一至兩處轉型開始⸺優先著手可以激起幾波潛

可或缺的角色，且可依顧客特定需求客製不同供應網

續建立具策略意義的數位供應網絡。同時，付諸行

應網絡在策略決策中可減少權衡取捨的難題，具有不
絡。欲邁出建立實用數位供應網絡的第一步，企業不
妨參考下列步驟：

在價值漣漪的領域，接著在這些成功基礎之上，繼
動時，必須時時將成長放在心裡：先專注於前述領
域，掀起創造大幅成長的連鎖反應。

夢想要大

行動要快

為什麼需要推動這樣的差異化。充分理解為何差異化、

指數型成長的技術會持續快速演進，相關技術的更新

供應鏈轉化為數位供應網絡常見的第一步，在於了解
如何差異化後，企業便可開始檢視合乎自身商業目標
的供應鏈應用。

今日整體供應網絡能夠共享即時

資訊與觀點，並驅動可行的決策。
• 沉浸在創新的氛圍中⸺探索各種可能性，使企業
熟悉各項科技的應用，以及這些應用對於業務的可
能影響。

• 建立自己的體系⸺評估企業的數位成熟度，了解
哪些轉變是可行的，並思量應如何採取行動，以發
展數位化供應網絡的必要科技能力。

起步要輕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思考如何能制定出可管理又實
際的數位供應網絡轉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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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等到相關技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才開始行動。
需要持續進行。欲建立競爭優勢，就得具備加入戰局
的企圖心，而企業必須即刻行動。

• 證明策略有效⸺微小的成功亦可作為證明，使大

家更有意願做更鉅額的投資。企業先從微小處做

起，並快速執行，很快便有許多成功案例證明數位
供應網絡的價值與重要性。

• 行銷成功經驗⸺成功可以創造成功。分享數位供

應網絡的成功案例，不但能說服企業內心存懷疑的

同仁，也能向客戶展現企業走在科技尖端、專注客
戶需求的決心。

要轉型為時時運轉的數位供應鏈，並非靠著導入單一

科技便能達成，還需要發展敏捷的供應文化，以及推
廣使用更具策略性的手段來滿足客戶需求。投資數位

供應網絡科技或戰術，不只可以支持商業策略，也可
以促進商業策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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