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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科技發展迅速，然國防武器系統的研發與

生產部署之獲得期程動輒數年甚至十年以上，因此

可能於武器系統部署時出現科技間隙，甚至造成各

武器系統間資訊的互通性不足，此一不足將發生於

戰時的指揮管制通信及平時的後勤補保維持。尤其

是聯合作戰所需之武器系統，其所涵蓋的各種武器

不僅是跨軍種且經常是跨不同製造年代與不同製

造廠牌。在武器系統獲得期程無法縮短至與資訊科

技更替年代相匹配的受限條件下，如何發展出一個

不須大量快速變更內涵卻又能因應資訊科技快速

變化的武器系統及其整體後勤架構，已是各國國防

部門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國軍現行裝備後勤補保

作業為主題，建構出一個以架構為導向的模型，在

此模型中，採用結構行為合一架構理論，對於補保

業務管理之結構元素、結構元素操作、結構元素與

行為的整合及互動行為作詳細的描述。藉由結構行

為合一之架構描述，再與國軍現行補保作業程序相

互比較，找出現行制度之優缺點，使管理階層人員

更容易掌控武器系統所關聯之單位及業務流程關

係，以充分提供後勤補保業務運作時所需之資訊，

進而提升後勤補保作業之互通性與效益性。 
 
一、研究動機 

在近年發生的幾次戰役中，各國軍方單位已

警覺到，未來戰爭已進入大量運用資訊的科技戰爭

時代，而大量囤積戰備物資、以量取勝的戰術戰法

早已不符合新戰局，然而後勤是代表國家經濟資源

的轉換，也是發揮戰力的關鍵角色，因此美軍對後

勤改革規劃一直不遺餘力。在1990年以前，美國各

個軍種指揮部對其組織架構做描述時，使用的都是

各自特有的方式（語言），這一文化經常造成各軍

種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隔閡，之後在軍種聯合作戰或

多國聯盟作戰的需求下，其國防部開始瞭解到需要

以一個通用的方式來規範系統架構描述的重要

性，後續於1995年10月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裁示，應

發展一套以國防為架構的規範，以確保C4I的能力

可以充分應付戰場上的需要。 
    國防部100年國防報告書中，指出現代戰爭型

態已由傳統武力對抗，轉為遠距離精準打擊作戰模

式，復以資通技術高度發展，資電戰力更成為現代

戰爭的決勝關鍵[1]，另世界各國亦依據未來戰爭

型態轉變的模式及資訊進化而發展適用的國防架

構。 
    現代戰爭具有「預警時間短、決戰速度快」之

特色，而作戰期程愈趨縮短，武器系統與軍用裝備

就需日益精良，其後勤補保之難度亦隨之升高。因

應現代戰爭模式所帶來的衝擊與資訊化數位科技

發展的刺激，未來戰爭的趨勢必然逐漸走向以資訊

為主軸之規劃模式，並以資訊技術IT(Information 
Technology)來決定戰力之發揮效益。目前國軍整體

後勤支援作業，概括範圍有各軍種、軍備局及國內

外廠商之間的運作，至於每套武器系統後勤支援方

式，因發展佈署時間的關係而有所不同，再者配合

政府之國軍精實案、精進案及未來精粹案的推行，

未來將面對複雜的維修運補體系與作業人員的逐

年減少之挑戰。根據徐契舜[2]曾對後勤補給體制

變革進行研究，其內容以問卷調查方式統計，研究

成果顯示「有70%作業人員不甚瞭解現行後勤政

策、70%人員認為工作超過負荷」。由於未來人力

規劃將更為精簡，顯見現行補保作業模式有討論之

必要。 
    國防部為建立適應新時期的精銳國軍，針對戰

爭型態、軍事戰略、國軍作戰需求、國家總體資源

分配等，將實施「精粹案」兵力結構調整，規劃未

來國軍總員額將再縮減[3]。前瞻未來兵力趨勢將

逐年遞減，且由資訊科技逐漸取代人力作業，然如

何解決因轉變跟隨而來的作業上停頓及維持後勤

作業效能，將是我國未來重要課題，亦為本研究之

動機。 
 
二、研究方法 

近 20 年來，國內外學術界已提出多種架構框

架理論，並已廣泛的應用於國防事務及政府機關作

業上。以美國為例，美軍國防事務於 1995 年的 C4I
演進至 DoDAF 1.5 版，目前積極開發 2.0 版之應用

[4]，其餘國家例如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及

新加坡皆已開發適用其國情需求之架構框架[5]，
顯見架構框架的適時採用將被視為未來提升國防

戰力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透過架構觀點來重新描述國軍後勤補

保作業，選用趙善中博士所創的SBC架構框架方法

(Structure Behavior Coalescence Architecture 
Framework)，並以模擬軟體ARENA做為簡易驗證

工作，嘗試以架構框架所產出之產品套用於資訊化



模擬軟體的應用。 
本研究以國軍現行裝備後勤補保作業為分析

案例，並以SBC六大金律來描繪出結構與行為兩者

之間的關係，透過圖形化的表現，能夠簡單、清楚

地勾勒出整個的複雜系統，將結構觀點與行為觀點

整合起來表達出一個完整的架構。此架構的六大金

律分別是：架構階層圖、框架圖、構件操作圖、構

件連結圖、結構行為合一圖、互動流程圖，如圖1
所示[6]。 

 

圖 1 SBC 架構導向六個整合設計模型圖[6]  
 
2.1 運用SBC建構後勤補保架構： 

本研究方法依照上述塑模步驟，依序建構符合

研 究 範 圍 的 後 勤 補 保 業 務 管 理 模 型

(Architecture-Oriented-Logistic-Supply-Maintenance 
Model；簡稱AOLSMM)，首先為「架構階層」，

其步驟係透過聚合系統(Aggregated System)的分解

找出結構元素，並探討每個結構元素所提供的服務

項目與服務對象的連結，再透過結構行為合一圖來

說明結構元素與外部使用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

剖析每一個業務行為，透過互動流程圖來瞭解結構

元素間的互動順序與服務提供的關係。 
 

2.2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架構階層圖 
繪製架構層次圖是達到結構行為合一的第一

個金律，從結構觀點來說明補保業務管理的模型階

層與分解，接著以「策略」的面向來切入分解，吾

人之研究係針對組織結構和系統，因此，後勤補保

作業乃分解成「陸軍二級廠」、「聯勤三級廠」及

「國內廠商」三個結構元素[7-11]。 
接著以業務觀點將單位與資訊系統依工作職

權、業務性質予以分解，吾人將陸軍二級廠分解

成：「管制室」、「補給室」、「保養組」、「二級保修

系統」、「二級補給系統」等 5 個結構元素；聯勤三

級廠分解成：「工品室」、「生管室」、「補給庫」、「修

理工廠」、「三級自動化補保系統」等 5 個結構元

素；國內廠商則分解為「合約廠商」及「大賣場廠

商」，故組織總共分為 12 個結構元素，如圖 2 所

示。 
 

 
圖 2 後勤補保業務架構階層圖[12,13] 

 
2.3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框架圖 

框架圖是將上述架構階層圖分解出的構件重

新組合在不同層級，如圖3所示共有三層，分別為

後勤作業人員層（組織）、資訊系統層（系統）、

國內廠商層（外部支援），每一層的構件沒有重覆，

此乃結構觀點之一。另在後勤作業人員層中吾人增

加了聯勤司令部之構件以為完整。 
 

 
圖 3 後勤補保業務框架圖[12,13] 

 
2.4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構件操作圖 

此步驟係從結構面來整合其他觀點，而其他觀

點指的是現行相關法規及組織所規定的職務權

責，或相關系統功能，也包括溝通訊息、表單或報

表等資料。換言之，從結構觀點將分散的觀點整

合，如對應到既有存在的法規條文、規定或資料

等。吾人針對「管制室」、「補給室」、「保養組」、

「二級保修系統」、「二級補給系統」、「工品室」、

「生管室」、「儲備庫」、「修理工廠」、「三級

自動化補保系統」、「聯勤司令部」、「合約廠商」、

「大賣場廠商」等13個構件分別逐一檢視；分析整

理出其他觀點加以整合，包括操作名稱、輸入參數

名稱及輸出參數名稱，即可得到AOLSMM構件操

作圖，如圖4所示。吾人為簡化圖示，僅於其中之

一構件「管制室」，繪出其輸入及輸出圖示及其對

應代碼。 



圖 4 後勤補保業務構件操作圖[12,13] 
 

2.5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構件連接圖 
此步驟係是從結構觀點來看一個系統，將系統

內構件與構件之間及構件與外界環境做連結，連結

後進一步可導出每個行為是由哪些結構重覆連結

而成。吾人設計之AOLSMM連結圖，如圖5所示，

其中使用單位與三級人員之間對於補保作業的構

件連結，可由結構觀點清晰呈現。 
 

 
圖 5 後勤補保業務構件連接圖[12,13] 

 
2.6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結構行為合一圖 

由於國軍的後勤補保作業，是透過好幾個組織

團隊共同執行的，根據吾人後勤補保實作經驗並經

過多位專家訪談討論後，本研究從中找出11個具代

表後勤補保作業的行為，分別為「委商保修作業行

為」、「裝備轉廠申請行為」、「零附件申請行為」、

「大賣場採購行為」、「料件撥發更換行為」、「料

件飭撥行為」、「料件籌補行為」、「技術檢查行

為」、「游修作業行為」、「直交件催繳行為」、

「年度修製計畫行為」，並設計出AOLSMM結構

行為合一圖，如圖6所示。 

 
圖 6 後勤補保業務結構行為合一圖[12,13] 

 
2.7 建構後勤補保業務互動流程圖 

互動流程圖主要是從行為觀點來看，乃詳細描

述每一個行為其外界環境、構件之間互動順序及過

程中所傳遞的訊息、資料、物質或能量等。後勤補

保作業上，通常是由不同組織或人員完成同一件

事，而一般流程圖也只能呈現出單一決策觀點，並

且沒有對應結構支援，容易造成流程理想完美，而

實際運作有落差的窘境。互動流程圖最重要的是有

能力整合散落的其他觀點，表達出多重觀點，也就

是說有能力可以將經驗標準化，如此一來，在不同

背景下所做的行為目的會是一致的，且有共同依

據，如圖 7 所示。 
 

 
圖7 後勤補保業務零附件申補作業互動流程圖

[12,13] 
 
三、結果與討論  

吾人將本研究所建構之後勤補保作業的模式

與原有現行補保作業模式作一比較，主要係針對兩

者後勤補保的描述能力、實踐能力、彈性程度及精

簡程度作不同觀點之優劣分析。本研究之目的係期

望找出以作業人員（需求單位）為中心的補保作業

之模型，並提升原有模式之規劃與溝通效能，所得

結果如圖 8 所示。接著吾人從多重觀點分析兩模

式，其中包含組織、資訊、行為、溝通、訓練、品

質等觀點，經與後勤相關單位人員一起討論分析比



較後，以邏輯法則判斷兩者的描述能力、實踐能

力、彈性程度及精簡程度。以下分別以組織觀點、

資訊觀點、行為觀點等分項比較說明如后。 

 
圖 8 架構導向後勤補保作業模型[12,13] 
 

3.1 架構導向與非架構導向比較 
從組織觀點來看資源規劃，兩者模式如圖 9

所示。吾人可看出，當後勤補保的需求變更或新

增，因而需要調整人員職權、更新設備或資訊系統

時，在由架構導向整合模式所設計的架構階層圖

中，可以彈性的分解或組合，並且可輕易加入設備

及資訊系統，據以產出後勤單位的作業資源規劃資

訊；而框架圖則能更明白呈現資源的分層，亦容易

檢視資源的規劃問題。 
至於現有模式，則只有各別單位組織（人員）

結構，其他後勤資源分散各處，並沒有共同規劃在

其中，因此容易導致人員與設備、系統無法配合，

甚至重複工作，不但浪費人力資源，而且無法有效

達到運用設備、系統等資源來共同產出裝備補保的

資訊。 

 
圖9 組織觀點比較（資源規劃）[12,13] 

從組織結構觀點來看角色功能定位，則如圖10
所示，在架構導向整合模型中可由構件操作圖中簡

單扼要將職責與功能整合在結構中，如此管理者很

容易全面性的考量，快速檢視並調整角色功能的定

位，從結構層面就很容易判斷出角色功能是否多

餘、重覆或不適當，也因此架構模型能彈性的應

用、移除或擴充設備及資訊系統等相關資源。 

 
圖10 組織觀點比較（角色功能定位）[12,13] 
 
從資訊觀點來看結構連結性及整體性，如圖 

11所示，在架構導向整合模型中可明確描述人員、

硬體及軟體等構件之間的連結，當新的資源加入

時，如擴充設備或資訊系統等，先從大方向考量關

聯問題，或分辨結構之間連結的適當性，如此資訊

連貫性及一致性較容易掌控。 
在現有模型中看到的資訊溝通是由作業流程

圖或標準書等組成，依部門被分散好幾個作業流

程，作業與作業之間沒有明確的結構來支援相關連

結，皆可能造成後勤資訊中斷或不一致。換句話

說，人員、設備與系統之間的結構關連性表達不清

楚時，後勤的資訊傳遞及應用，很容易產生重複或

矛盾的情形。 

 
圖11 資訊觀點比較（整體性）[12,13] 

 
從行為觀點來看後勤補保行為產出，如圖14

所示，在架構導向整合模型中可以清楚看到外界環



境（使用單位）與組織內構件（管制室、補給室等）

互動的路徑連結線，以使用單位及三級人員為中心

出發的整體後勤作業行為是依附在結構（構件操

作）的反覆連結，也就是結構與行為合而為一的最

佳說明，架構導向模型產出的是以使用單位級三級

人員為主的後勤補保作業行為，而非單一觀點的作

業流程，因此組織內由不同專業（不同觀點）看到

同一作業行為時會是一樣的，也就是說，專業個別

的作業目的都是為了達到共同規畫出來的後勤作

業行為，彼此就能有效溝通與互相支援。 

 
圖14 行為觀點比較[12,13] 

 
3.2 架構所描述語言轉換ARENA模型 

為探討本研究採用結構行為合一架構理論於

後勤補保業務管理之運作效益，吾人試以 ARENA
模式模擬檢驗之。吾人首先將互動流程圖中的組織

結構定義在 ARENA 模擬軟體中，而此步驟同時也

符合 SBC 架構觀點內的結構觀點，亦即探討事務

的起點必須以結構為出發點。本次驗證的作業行為

定義了 7 個結構元素，並轉換為 ARENA 軟體的模

擬結構中，如圖 15 所示。本研究發現透過 SBC 架

構框架所描述之圖形語言，可快速建構於動態模擬

的執行，相對於原有模式，採用本研究之模式不但

能降低成本，完成業務提升的前置規劃外，亦能有

效幫助後勤補保系統資訊化的開發，相當符合本研

究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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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ARENA 模擬零附件申補作業模式[13] 
 

3.3 模擬分析結果 
透過 ARENA 模擬軟體所產生的資料內容包

含，實體資料、人力資料及資源使用資料，本文僅

針對資源使用狀況做一說明，在零附件申請行為中

的組織結構使用狀況之模擬結果如圖 16 所示。圖

中 CC(藍色)代表保養組、II(紅色)代表管制室而

SS(黃色)代表補給室。由模擬結果吾人可輕易看到

管制室之使用遠高於另兩者，故可知其人力規劃較

不符合作業能量的需求。 

圖 16 零附件申補資源使用之比較圖[13] 
 

四、結論  
本研究係以探討國軍裝備的後勤補保事務，從

政策面預判未來將面臨的人力縮減之問題，且現有

後勤補保作業具有的繁雜性及資訊化趨勢的衝擊

因素，因此為解決以上之問題，必須以多重觀點探

討著手，採用各國管理經驗，選用架構框架方法作

為研究之出發點。 
運用SBC架構理論，以結構分析方法切入，不

再是以往流程再造，任何結構（單位、組織）都有

應該賦予的功能，且應用領域範圍廣大。本研究已

將國軍後勤補保作業之規定（條文、流程）繪製成

後勤作業人員及電腦可判讀之相關產品文件，例

如：後勤補保架構階層圖、框架圖、構件操作圖、

構件連接圖、結構行為合一圖及互動流程圖。 
在研究過程中，吾人體會到未來的國防發展將

引用大量的資訊科技，然而透過本研究所建構的產

品文件，可實際應用與建構於模擬軟體中執行，對

未來後勤作業資訊化之演進，是為一大助力。例

如：由互動流程圖的描述模式轉譯成ARENA模擬

軟體之應用，及其成果不僅可提供作戰軍官、作業

人員與系統開發單位之間選擇共通描述之語言，亦

可縮短不同領域單位的磨合時間，使系統於開發後

符合作戰需求，提供未來作業成長規劃及決策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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