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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國防預算日趨減縮之條件下，為了維持作戰

效益、維修效率並降低維持成本，勢必以整體後勤

支援方式來進行最有效之後勤管理，惟後勤相關技

術資料與管理資訊數量極為龐大，為有效整合系統

各項作業，導入適切之架構規範以定義一個共通方

法和文件規範，使各軍種緊密融合為一體已成為重

要課題，本研究探討如何運用系統工程中之結構分

析法設計後勤作業架構，確保後勤作業能符合作戰

需求中之性能與效益，對於日後架構發展設計建立

其應有之標準程序、步驟、要領等基礎。本研究之

架構產品設計，主要針對後勤支援中之保修維護，

並以地區聯合保修廠之轉廠送修作業來進行國防

架構規範文件之模式塑建，其中建立之產品區分為

作業觀點及系統觀點，且其文件均可為電腦所判

讀，如此在實施人員精簡前，可針對相關之業務實

施模式模擬，確保後續人力可有效的執行相關業

務，使國防事務推動順遂。本文為驗證架構規範所

產出之文件易於資訊化之優勢，乃應用 ARENA 軟

體建立動態模擬模型進行測試，其中搜集地區聯保

廠保修相關作業參數，分析建構轉廠修護作業內不

同資源分配下的執行時間與瓶頸，經由軟體驗證，

本研究可檢驗出後勤作業的可行性及合理性，並分

析出較合理之人員編制及資源配置方法，充分地提

供國軍在組織成長規劃與業務運作掌控時所需的

資訊，此結果可做為國軍後勤作業及人員精進之參

考，並期能解決精粹案所帶來的不確定性，大量降

低變革的風險、有效地規劃組織與流程。 
 
一、研究動機 

後勤為運用資源（人力、物力、財力 ），以

建立與增進軍隊生存與戰鬥持續力，支持戰爭的遂

行，達成作戰目標之科學與藝術。諸凡軍隊中一切

補給與勤務之供應活動，均屬後勤範疇，對戰爭具

有決定性之影響，故後勤管理的成效在平時影響軍

事資源的運用；在戰時則直接影響戰爭的成敗，所

以，後勤管理可說是國防體系的核心工作[1]。 
後勤是軍隊戰力的基礎，而其重點在於補給與

保修，兩者乃是一體兩面，亦為陸軍後勤政策的兩

大支柱，二者配合的良窳，影響支援作戰效率甚

鉅。而國防政策朝向建立量小、質精的軍隊，在此

大趨勢下，如何精進補給與保修的管理效能成為一

大課題，而所帶來的效益不僅可精簡人力、節約資

源、避免浪費，降低後勤成本，亦對軍隊遂行任務

有極大的助益。 
    前述後勤體系中的補給與保修作業，其作業權

責主要區分為三段五級[2]，其目的就是透過保

養、保修及翻修等手段，維護武器系統使之達到妥

善堪用，戰時發揮有效之戰力，故後勤體制影響國

軍戰力甚鉅。然在歷經國軍組織多次變革與再造狀

況下（計有精實案與精進案），卻出現部份後勤作

業並未獲得明確改善[3]，例如零附件補給率過

低、獲得時程過久、申補作業繁雜、後勤體制不夠

明確、後勤指管機關部分職責重疊、任務重複等。

現又遇精粹案之實施，後勤體制在近幾年間如此頻

繁改革，難免令基層單位較保守人員感到無所適

從。為使改革順利推動，本研究擬採用美國國防架

構規範（DoDAF）以設計國軍後勤補保之架構，

並運用ARENA軟體建立動態模擬模型進行測試，

研析出較合理之人員編制及資源配置方法，使國軍

後勤作業能在組織更迭的狀況下，持續維持有效益

之補保作業，進一步能增加後勤能量，來提昇國軍

整體後勤作業的效能。 
 
二、研究方法 

DoDAF主要是用於處理複雜性與整合性的問

題[4]，故本研究案用其描述整體後勤中之後勤補

保產生作業流及資訊流。雖然DoDAF並沒有強調

任一種特定架構設計方法，但其規範要求須以語意

上一致且互通的方式，提供架構發展的相關規則、

標準實體與關聯性。為使設計步驟更為明確可行，

本研究採結構化分析方法以發展架構，其流程包含

五階段[5,6]，區分為發展作戰概念、建立功能分解

與組織結構、建立功能架構及初步實體架構、完成

作戰架構觀點及建立系統活動模式、完成系統架構

等階段。而本研究據此做為後勤補保作業之分析及

研討，並完成各產品之描述，最後則應用ARENA
軟體建立動態模擬模型以驗證測試各產品之可行

性。 



 

 

因整體後勤包含後勤工程、後勤支援及後勤管

理等，其涵括範圍極大，為免產品過於發散，因此

本研究案之架構產品設計，主要針對後勤支援中之

保修維護來實施產品調製，以有效聚焦DoDAF架
構產品；另於採用了System Architecture軟體來做

為產品實現之工具。 
 

三、模式之建立與驗證 
3.1 建立 OV-1 高階作戰概念圖 

OV-1高階作戰概念圖是由定義的圖形及符號

來表示行動、節點及相互間的關係，並利用文字來

表達與說明圖形的定義，使得架構產品設計更易於

定型化，且更易於運用，其可謂是涵蓋任務全貌最

大格局之視圖，亦是提供指揮者以上層級人員閱覽

之概念性視圖，本研究之後勤補保OV-1高階作戰

概念圖如圖1所示。 

 
圖1 後勤補保OV-1高階作戰概念圖[7] 

 
3.2 建立 OV-5a 作戰活動階層模式 

OV5a作戰活動階層模式可讓使用者檢視相關

任務中之活動及其階層關係。在轉廠維修作業任務

中其活動包含了二級轉廠，轉廠審查、最初檢驗、

估工估料、料件申請、料件飭撥、派工作業、三級

檢修及最終檢驗等9項，但在二級轉廠該活動中，

吾人可再進行階層式分解為二級派工、二級檢修、

維修權責判定及轉廠申請等4項。最後據以產出

OV-5a作戰活動階層模式，本研究之後勤補保

OV-5a作戰活動階層模式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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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權責判定 轉廠申請

二級轉廠 轉廠審查 最終檢驗最初檢驗 料件飭撥料件申請 派工作業估工估料 三級檢修

二級檢修二級派工

 
圖2 OV-5a作戰活動階層模式[7] 

3.3 建立 OV-4 組織結構 
    組織關係圖在說明架構中組織之間的關係，並

以階層方式描述。這些關係包含指揮與管制、協調

關係及其他，這都是由架構的目的來決定，本研究

之後勤補保OV-4組織關係圖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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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OV-4組織關係圖[7] 

3.4 建立功能架構及初步實體架構 
    從裝備轉廠維修作業系統內向外觀視，可得到

輸入為裝備維保表及輸出為終檢單，運用 IDEF0
語言，可建立整個系統如圖 4 所示，另配置輸入、

輸出於先前之 OV-5a，可獲得階層活動的模式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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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轉廠維修作業
0

終檢單裝備維保表

 
圖4 系統外部輸入及輸出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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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轉廠維修作業作戰活動[7] 

 
3.5 建立狀態變遷圖 

藉由追蹤任務的作戰活動，以其中活動之輸入

作為觸發事件，可導致狀態轉換產出OV-6b狀態轉

換圖（如圖6所示）。在此，狀態可視為執行活動

或等待中的情況，以聯保廠管制士為例，由待命狀

態經收到轉廠工令後，開始一系列之狀態轉換，最

終該任務執行完畢後再回到待命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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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OV-6b狀態變遷圖[7] 

3.6 建立 OV-5b 作戰行動模式 
將功能架構的活動配置於作業元素上，以決定

哪一個作戰元素執行何種活動，以產出完整之

OV-5b作戰活動模式如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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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轉廠維修作業OV-5b作戰活動模式[7] 

 
本研究之”二級轉廠”活動，因其執行角色有3

個，為明確各角色任務，故可再向下分解為”二級

派工” 等5個子活動如圖8所示。 

 
圖8 二級派工OV-5b作戰活動[7] 

 
3.7 建立 OV-2 作戰節點連結 

依前一節之活動配置，可明確看出各活動是由

哪一個作戰元素執行，並藉由活動間輸入、輸出線

的描繪，使吾人了解作戰元素間所需傳遞的資訊，

可據以建立需求連結線產出OV-2作戰節點連結如

圖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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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OV-2作戰節點連結[7] 

 
3.8 建立系統或系統節點間的連結關係 

將作業結點包含系統資產的部分，分解成系統

節點、系統及系統元素，再依據OV-2的節點間需

求線，建立系統或系統節點間的連結關係如圖10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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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系統連結關係[7] 

 
3.9 建立 OV-3 資訊交換表 

從OV-7邏輯資料模型中，可定義出作業資訊

元素，這些是在OV-2作業節點連結描述的需求線

流動的資訊，並找出每個節點執行之活動，再將活

動間輸入、輸出建立連結線，可獲得以節點為框架

之資訊流動細節描述，可獲得完整之OV-3資訊交

換對應表如圖11所示。 

 
圖11 OV-3資訊交換[7] 

3.10 建立 SV-5 作戰行動至系統功能對應 
SV-5提供一個作戰架構與系統架構的連結

（如圖12）。該表描述作戰行動節點對映至系統功

能，因此，一個作戰活動的需求，必須有一個系統

元件來達成其需求。這種作戰行動與系統功能間的

關係可定義為"多對多"的關係，因此一個作戰行動

可具備多個系統功能；而一個系統功能可支援數個

作戰行動。 



 

 

 
圖12 SV-5作戰行動至系統功能對應[7] 

 
3.11 建立 SV-4 系統功能描述 
    依據OV-5及SV-5之相關資訊，可建立系統功

能資料流之描述如圖13，並做適當之功能分解，建

立SV-4系統功能描述如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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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SV-4系統功能分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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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SV-4系統功能描述[7] 

3.12 建立 SV-1 系統介面描述 
系統介面藉由系統的作戰節點連結的說明來

描述系統、節點和需求線間的關係，並說明作戰架

構觀點與系統架構觀之間的關係。從OV-7及SV-11
中可找出相關系統資訊元素，利用這些資訊來增加

SV-1介面描述細節，包含介面傳輸所含括之資訊

元素，以塑建SV-1系統介面描述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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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SV-1系統介面描述[7] 

 
3.13 建立 SV3 系統與系統之對應表 

SV-3是經由確認的內部節點間關係來描述系

統間的關係，進而呈現系統介面的描述。因此使用

SV-3系統與系統之對應表如圖16，將可提供許多

類型的資訊。 

 
圖16 系統與系統之對應[7] 

3.14 ARENA 模擬模型 
本研究將所發展出國軍裝備後勤補保模式之

OV-5轉為模擬模型，利用模式模擬軟體分析系統

資源配置，並搜集相關參數，以實現性能及效益評

估。因模擬模型主要以轉廠維修作業為主，故將

DoDAF產製之模型以ARENA來作模式模擬，吾人

發現本研究之「轉廠維修作業OV-5」在模擬時均

有相對應之模塊可供使用，其對應如表1。 
表1 DoDAF作戰活動與ARENA模塊轉換表 

項次 DoDAF活動 AREENA模塊 
1 主官裝檢 Create1 
2 二級轉廠 Process1 
3 轉廠審查 Decide1 
4 最初檢驗 Decide2 
5 估工估料 Process2 
6 料件申請 Process3 
7 料件飭撥 Process4 
8 派工作業 Process5 
9 三級檢修 Process6 
10 最終檢驗 Process7 
11 出廠領回 Dispose1 

 
3.15 轉廠維修模式轉為模擬模型 

本研究之模擬模型，是依據轉廠維修模式所分

解出之活動「Activity」轉成模擬程序「Process」。

例如事件觸發以OV-5模式活動「輸入」表示，其

轉成ARENA模擬模型之「Create」，Create模組為

事件從外部進入模型的起始點。OV-5模式之活動

可分為「Activity 1、Activity 2、Activity 3」，其所

對應ARENA模擬模型的程序，分為「Process 1、
Process 2、Process 3」，Process模塊意味著此模型



 

 

所需的流程或程序，Decide決策模組通常設計於流

程分支時，當所建立之OV-5模式欲結束時，表示

方式為「輸出」，而將之轉為ARENA模擬模型為

「Dispose」，Dispose模組即表示經過此事件就會

離開此模型，亦為所模擬的事件結束。 
 
3.16 執行電腦模擬 

將轉廠維修作業模式OV-5b轉換成ARENA模

擬模型後(如圖17)，藉由執行該模型之電腦模擬，

可得到與該模型相關之實體（工令）處理數、等待

時間、預期需求資源（人力）、實際使用資源等數

據等。 

 
圖17 轉廠維修作業ARENA模擬模型 

3.17 模擬結果分析 
執行完該模擬模型後，可得知在預期人力使用

狀況來說，以Process7（料件飭撥）該行為應最耗

用人力資源（如圖18），但經電腦模擬結果可得知，

該行為雖耗用工令作業時間最長，惟其均處於等待

狀態，故其實際需求資源較其餘各項行為為低（如

圖19）。 
經運用ARENA實施模式模擬後，可以讓國軍

更容易掌握人力資源的運用，並可進一步增進組織

間的效能，讓國軍能具備更有彈性之人員及組織的

運用，以提高國軍後勤補保的作業能量。 

 
圖18 資源預期使用分析圖 

 

 
圖19 資源實際使用分析圖 

四、討論與結論 
目前美軍的DoDAF發展係由C4ISR架構規範

而來，且由於C4ISR為未來聯戰最重要的能力發

展，其發展工作亦有成效，現在擴及到國防部所有

運作都應建立架構規範，以能有效的互通。近年

來，美軍的準則教範均將DoDAF的製作列入要

求，且我國國軍主要武器均以美軍系統為規範，對

美方有諸多軍售交易，美軍自多年前已推行

DoDAF，我軍應與時俱進配合美國國防部軍方的

規格，建立起屬於本身的國防架構規範，除能將整

體後勤作業成為三軍共通平台外，並能因DoDAF
使未來各系統能相互構連，期使三軍能統一作業模

式、規範、語言等，避免浪費投資且能達成三軍聯

合作戰。 
近年來國防組織變革頻繁，人員亦不斷縮減，

但維持國防事務運作相關之人事、情報、作戰及後

勤等業務不減反增，為能有效率的維持國防事務運

作，如何將人力正確的配置以達最大效益，實為當

前重要課題。以後勤維修作業為例，雖然在各裝備

技令中均有明確規範維修需求之人力及工時，然技

令之資訊無法為電腦所判讀並進行模擬，經本研究

驗證，在導入DoDAF後，相關作業活動、系統、

資料型態等均可為電腦所判讀，並且可順利導入模

擬模型，如此在實施人員精減前，可針對相關之業

務實施模式模擬，確保後續人力可有效的執行相關

業務，使國防事務能持續向前推進。 
    傳統上企業以企業流程為基礎來導入企業的

管理制度，而企業流程偏重於流程最佳化，而忽略

其它企業資源的配合。因此本研究帥先提出以

DoDAF來重新設計後勤補保的作業制度，並以裝

備轉廠維修為例，建置出組織、人員、任務能互相

配合的創新架構模型，並運用ARENA實施模式模

擬，可以讓國軍更容易掌握人力資源及與外在環境

變化，增進組織間的溝通效能，讓國軍能具備更有

彈性的人員運用，以提高國軍後勤補保的作業能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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