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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預鑄產業最近面臨著勞工密集加班而導致人力成本不斷增加。本研究之

目的利用Arena模擬建立工人生產人力成本預測模型。在綜合文獻回顧的基礎上，

專家訪談提出了五個主要假設，包含按工作訂單成本法計算成本、合理的人力成

本範圍、加班小時費率的範圍、加班生產進度庫存及生產力評估方式。本研究依

專案類型蒐集出臺灣某預鑄廠近 10 年來專案資源項目、每月工人加班成本及工

項生產時間等數據，本研究透過 Arena系統模擬降低 6.9%總生產人力成本，亦驗

證專家訪談之結果，本研究之貢獻分為兩部分，(1)實證 Arena進行預鑄廠成本模

擬；(2)公司決策者能針對預鑄廠人事成本降低提供最佳化配置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預鑄生產、生產人力成本、巨量資料、Arena系統模擬 

 

Abstract 

Construction precast factories have recently faced major challenges of cost saving 

on worker fee due to intensive overtime.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to establish a prediction 

model for worker costs using Arena simulation.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e expert interviews suggest five major assumptions involving cost calculation 

by job order costing method, reasonable manpower cost range, range for overtime hourly 

rates, inventory availability by work overtime, and ignorance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 

Expertise also gives us an overall picture to collect production data including activity 

sequences, activity duration in minutes, and worker wage in hourly rate for construction 

precast components. This results making up 90% of total data for precast component 

productivity in recent 10 year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rena simulation 

brings about 6.9% saving for the total cost. 

Keywords：Construction precast component production, Manpower cost, Big data, 

Arena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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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營建工程產業以往屬勞力密集行業，工程施工以人力為主，機具設備為輔，  

為了達到生產過程中成本控制、產率提升及品質控制等目標，預鑄工法具備快速

及自動化生產等特性。預鑄工法效法製造業的生產方式，採取預組化及模組化之

概念進行施工，其自動化的特性讓施作人員不受限於年齡，有效的解決勞工短缺

與高齡化所帶來的問題[1]。 

預鑄工法透過事先的規劃生產流程，將建築物分割成許多制式化的單位構件，

如大樑、小樑及柱等，建築構件在工廠製造完成後，然後運送至專案工地進行吊

裝與組裝作業，構件之生產需長期仰賴大量技術工人，工程專案之運作常因許多

因素延遲而造成趕工現象，趕工之成本不但會增加企業額外的成本，勞工也會因

為工時過長造成工作意願下降而影響到產能，勞工因長時間疲勞亦導致注意力無

法集中，而造成工安意外之憾事發生。再者，預鑄廠人事成本占據企業支出成本

中相當高的比例，通常是利用每年終檢討訂出下一年度人力配置策略，這樣的方

法可能造成高額的人力成本支出，因此，如何有效降低勞工因超時而造成總生產

人力成本增加，便成為改善預鑄產業重要課題之一。 

本研蒐集國內某預鑄廠過去10年人力成本巨量資料分析之特性為基礎，建置

一套以模擬預鑄廠總生產人力成本系統模擬模型，以輔助預鑄廠作為人力成本決

策之評估，達到提升預鑄產業生產效能以減少超時工作現象之效果。 

二、文獻回顧 

2.1  Arena的系統模擬 

Arena 發展至今已經有 20 多年的歷史，其前身 SIMAN 程式語言，迄今還是

以 SIMAN 為核心，當使用者建構一個流程模擬時，模式會被轉換成一長串程式

指令。Arena幾乎與個人電腦的演進同步，因此被視為極為成熟的系統模擬軟體，

並以直覺的圖形化介面協助使用者建置系統的流程，與其他市面上模擬軟體比較

最大優點為 Arena 主要擅長流程模擬，可以建構複雜的製造或服務流程，協助使

用者整合及改善系統的流程，並進一步分析模擬的數據。 

在 Arena 的系統模擬模式下，大致將欲進行模擬的系統分解為以下幾種組成

元素： 

[1] 個體(Entity)：意旨是有形產品或無形的服務，為模擬過程中一個動態的物件，

通常為產品、顧客或訂單。例如：一張緊急訂單進入生產線，導致原有排程

必須調整，訂單完成時可計算流程時間或是訂單完成的績效表現。 

[2] 屬性(Attribute)：描述個體的特徵或相關的資料。例如：每張身分證都有相同

欄位，但是欄位記載內容不同。 

[3] 資源(Resource)：用來服務個體的人或機具設備，在程序進行時為個體服務的

人員或設備，在系統中扮演被動的角色，為個體所使用，在個體使用資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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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必須被分配給個體，若個體得不到資源進行程序，可能會選擇等待資源

或放棄任務。例如：登機門不允許任何人進入，可在模擬內設定一種資源，

任何進出的旅客必須取得這種資源，才能通行。 

[4] 等候區(Queue)：是個體等候使用資源的暫存區，可以有容量限制，也可以設

定不同排隊規則。例如：等候區可以有容量限制，當容量已滿，個體就無法

進入請求使用資源。 

[5] 變數(Variable)：可用來描述現況(依變數)或作為控制參數(自變數)，前者可以

觀察但是不能任意變更，後者使用者可以變更數值，並觀察對系統的影響。 

[6] 事件(Event)：是指瞬間發生並改變系統狀態或個體屬性。例如：顧客到達時

改變員工的工作狀態。 

[7] 程序(Process)：為系統流程的一部分，流程指個體從進入系統到離開的整個過

程，而程序則指在流程中的處理步驟，通常介於兩個相關事件之間，而這兩

個相關事件的間隔就是程序所需的時間，程序所需時間可定義為常數、隨機

分布之函數或固定的數學函式。例如：結帳服務和商品運送也是一個程序，

就讀碩士班也是一個程序，碩士班入學與碩士班畢業這兩個事件界定。 

2.2  Arena系統模擬應用於營建產業 

營建產業中近年來透過許多不同的模擬方法與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有效提

高企業生產力並提昇產業競爭力，主要原因是營建產業之作業環境特性使然，例

如標準化不易、工地作業環境變異程度大等因素。希望透過模擬方式將生產期間

的不確定性可以有效的降低，達到以最小化總成本的決策方式為目標，並進一步

確保施工品質。Shawki et al.,2015 把 Arena用作模擬土方作業的工具，透過案例

模擬了解土方挖掘、土方裝載卡車排隊等候時間，研究結果顯示土方挖掘利用率

提升 2%、卡車排隊最佳化等候車輛數為 16 輛及卡車等候時間縮短 1.11分鐘，藉

由此模擬驗證 Arena 在大多數應用中能夠解決確定性、隨機性、離散性和連續性

等各種問題，並具有建模的能力[2]。 

Chen et al.,2017以Arena之系統模擬的方式針對預鑄工廠流程再造進行模擬，

評估預鑄工廠在進行流程再造後觀察生產力提升的狀況，此研究結果中得知，以

Arena 模擬預鑄工廠流程的準確度高達 98%以上[3]。龔利(2017)針對高科技廠房

下部結構基礎版場鑄構件以及預鑄構件，提出不同施工天數預估之方法，並運用

Arena模擬軟體興建模型，利用營造廠蒐集數據，模擬各分區預估天數，達到時程

管理優化之目標[4]。Mostafa, 2016針對 1992-2015 年間所發表的預鑄生產管理相

關文獻進行系統性整體回顧，過往研究對於預鑄精實生產應用方面的研究只佔了

其中的 13%，並指出預鑄產業發展仍有進一步之研究空間[5]。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運用的系統模擬軟體 Arena 以往多運用於製造產業，然

而預鑄產業工業化的程度相對傳統營建產業較高，因此近幾年在學術以及實務上

皆開始有在使用 Arena 軟體輔助預鑄工廠進行生產力改善，且在模擬的過程中，

模擬系統與真實狀況相似度極高，故本研究將以 Arena 系統模擬之方式建置人力

成本及超時成本最佳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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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訪談 

3.1  訪談對象選定 

本研究建置生產人力成本系統模擬模型的過程中，需透過專家訪談結果將

參數輸入模型，讓模擬狀況能更接近真實系統運作情形，將會是影響模擬結果準

確性高低的關鍵。根據文獻回顧及蒐集資料屬性設計出訪談問題後，針對某預鑄

廠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訪談，訪談對象資格選定如下： 

[1] 在預鑄產業中具有 20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及具有預鑄產業之經理級以上主管

職位者。 

[2] 訪談專家專長領域必須為設計規劃、生產製造、儲運作業及廠內現場指揮調

度等工作經驗。 

上述訪談對象資格設定，根據文獻專家訪談以6-40位最為合適，有利於聚焦

訪談結果[6]，本研究共訪談預鑄產業界7位專家，並藉由專家的意見與看法，亦

作為後續研究假設之限制。  

 

3.2  研究假設與限制條件  

模型建置的過程中，考慮到Arena軟體本身的限制，將在不影響系統模型模

擬真實地狀態下，於研究範圍內進行假設及限制，依據專家訪談意見結果進行本

研究假設與限制條件，如下所述： 

[1] 預鑄工人成本支出以月薪計算，模擬系統假設生產線人力採用存貨成本概念

計算，生產線人力並以每月模擬之數量計算。  

[2] 根據訪談結果預鑄生產人力成本控管在 5-13%內為合理範圍，將透過預鑄工

人生產人力成本模型模擬模型建置後，並求得最低預鑄工人生產人力成本最

佳解，透過驗證合理範圍以確認模型之可信度。 

[3] 假設工人之人力成本包含工人每月薪資成本及每月加班成本。 

[4] 根據專家建議，假設工人每天工作 8 小時，工人加班大約為 2 小時，以每小

時工資額 1.33 倍計算。 

[5] 根據專家建議，預鑄廠不允許當日預訂進度存貨產生，所有存貨皆靠加班完

成。  

[6] 根據專家建議，預鑄廠針對每個員工的生產力無法量化衡量，而鑄廠針對每

個員工的生產力無法量化衡量，而本研究假設工人的生產力均一致狀態下完

成所有工項生產及預鑄廠需加班時該項目所有工班均配合 

四、系統模型建構 

本研究係依據專家訪談結果，計算預鑄廠工人之生產人力成本，將系統模擬

模型架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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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擬目標與研究假設

預鑄成本資料及
數據蒐集

Arena人力成本建模

Input Analyzer

驗證

模擬求出最佳解

不通過

人力成本計算公式函數

 

        圖 1預鑄工人生產人力成本模擬模型架構 

4.1  人力成本參數計算說明  

本研究將預鑄廠工人之總生產人力成本採用存貨成本的概念，來進行相關成

本計算，總生產成本項目包含每月薪資成本及每月加班成本兩項，本研究參考人

力成本計算公式如式(1)-(5)，式(5)以作為系統模擬求解之目標函數。 

人力總成本 

𝑇𝐶 = 𝑆𝐶 + 𝑂𝐶                                                      (1) 

每月總薪資成本 

𝑆𝐶 = ∫ 𝐿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𝐼(𝑡))𝑑𝑡                                            (2)              

每月總加班成本 

𝑂𝐶 = ∫ 𝑂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𝑆(𝑡))𝑑𝑡                                           (3) 

每月總人力成本 

𝑇𝐶𝐴𝑔𝑣 = 𝑆𝐶𝐴𝑔𝑣 + 𝑂𝐶𝐴𝑔𝑣

= (∫ 𝐿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𝐼(𝑡), 0)𝑑𝑡) 𝑇⁄ + (∫ 𝑂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𝑆(𝑡), 0)𝑑𝑡) 𝑇⁄   

                                                                  (4) 

本研究將使用 Arena電腦模擬求解，故求得之解為期望值，所以需將上式

(4) 調整為式(5)： 

 𝑬[𝑇𝐶𝐴𝑔𝑣] = 𝑬 (∫ 𝐿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𝐼(𝑡), 0)𝑑𝑡) /𝑇 + 𝑬 (∫ 𝑂𝑈

𝑇

0

× 𝑀𝑎𝑥(𝑆(𝑡), 0)𝑑𝑡𝑇) /𝑇 

                                                                  (5)  

上式(5)為此次之 Arena 模擬求解目標函數，為最低平均每月總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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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nput Analyzer資料隨機分佈驗證 

針對勞工每月薪資及加班成本進行時間型態的分析，統計其分布狀況，藉由

此分布狀況作為進行 Arena 系統模擬時隨機分佈的數據基礎。此處將以 Arena 所

提供的工具軟體 Input Analyzer 進行的隨機分佈型態分析，而最終輸出的資料型式

作為系統模擬模型建置時資料基礎。首先進行分析時，先將數據輸入 Input 

Analyzer後，Input Analyzer 可以從所有的機率分佈選擇最適合使用者所輸入之數

據的類型，Input Analyzer 會計算出該類型機率分佈的最佳參數，並顯示在建議的

機率類型下的卡方檢定 Kolmogorov-Smirnov Test 與 Chi-Square Test 與檢定下的

p-value值是否有>0.15 的機率符合此型態下的機率分佈。 

圖 2 顯示某筆加班成本資料的型態符合機率分佈類型為 Triangular 隨機分佈

類型，並且最佳參數的結果判定為 TRIA(3, 6.01, 15)，且其卡方檢定的 p-value值

為 0.495，而 Kolmogorov-Smirnov Test 檢定的 p-value值亦大於 0.15，無法拒絕數

據符合 TRIA(3, 6.01, 15)的假設，代表測試通過，透過 Input Analyzer 驗證提高模

擬結果參考價值。 

 

圖 2 Input Analyzer 資料隨機分佈 

4.3  模擬結果 

基於 3.2 節假設與限制條件，依序在 Arena 軟體選擇相關所需之功能模組，

依流程將各模組連結，再設定各模組相關之各項屬性或限制條件，並將上節所求

出之各項參數值輸入，本研究 Arena整體模型建置流程如圖 3所示。 

 

圖 3 Arena 整體模型建置流程 

本研究為求取最佳成本解，共輸出 100 次模擬結果，模擬結果於 100 次已趨

於一致性。透過 Arena 模擬值與實際值進行差異比較，呈現每月薪資成本、每月

加班成本及每月總生產人力成本，其中每月總生產人力成本為每月薪資成本及每

月加班成本之和，人力模擬輸出與實際比較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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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模擬結果可看出 Arena 模擬每月薪資成本 7,021,240.37 元與實際值

7,530,150.72，透過模擬減少 6.76%之每月薪資成本；Arena 模擬每月加班成本

87,351.62元與實際值 95,545.82元，透過模擬減少 8.58%每月加班成本；Arena模

擬每月總生產人力成本 7,099,591.92 元與實際值 7,625,696.54 元，透過模擬減少

6.9%每月總生產人力成本。綜合上述，透過三種模擬結果亦符合本研究專家訪談

之結果，將差異成本控管在 5-13%間，有助益於改善預鑄廠之獲利能力。 

表 1每月人力模擬輸出與實際比較 

五、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運用 Arena 模擬軟體求出預鑄廠最佳化生產人力成本，藉

此透過此模擬模型，實務上輔助決策者進行人力成本之管控。經由訪談後得知結

果，預鑄工人之總生產人力成本包含每月薪資成本及每月加班成本，本研究透過

至預鑄廠蒐集人力成本數據及專家訪談之建議，將專家訪談之建議假設研究限制，

並運用 Arena系統模擬軟體建置模型，透過系統模擬降低 6.9%總生產人力成本，

亦符合本研究專家訪談之結果，將成本控管在 5-13%為合理之範圍。 

實務應用意涵方面，本研究建構在臺灣超過 90%之建築預鑄專案生產人力成

本模擬模型，透過模擬結果觀察每年人力成本控管目標，而非僅憑藉公司加班時

數報表或財務部門人員主觀的觀察而作出決策判斷，且鮮少研究透過 Arena 進行

營建人力成本建置之探討，此研究在國內預鑄人力成本模擬具有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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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項目 Arena模擬值(元) 實際值(元) 差異百分比(%) 

每月薪資成本 7,021,240.37 7,530,150.72 6.76 

每月加班成本 87,351.62 95,545.82 8.58 

每月總生產人力成本 7,099,591.92 7,625,696.54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