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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改良式基因演算法處理供應鏈多目標規劃問題，並運用模糊多目標規劃
的概念，省去繁複的計算。目的在於改善求解的收斂過程，並結合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子找出第一階段各目標的最低可接受隸屬度，運用此特性製作免疫疫苗，
使得在第二階段所找出的解集合，其各目標值皆高於或等於在第一階段所算出的最低隸
屬度。在取得疫苗之後，進行免疫注射的流程，加入 product 運算子，利用其嚴格單調
的特性，配合疫苗，加速第二階段基因演算法的搜尋過程。進而本研究又探討在供應鏈
中各階各時間區段中較為適當的決策，嘗試兼顧各供應鏈成員的權益的情況下，能有效
的提升每個成員對於目標的滿意度。

關鍵詞：多目標決策、供應鏈、模糊理論、基因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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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1.2 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以四階供應鏈為例，基
於上述研究動機，列出以下幾點研究目
的：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科技的進步與國際化的趨勢，供應
鏈的結構逐漸產生改變，從小區域、單一
國家演變為全球性的規模。除了面對其他
企業的挑戰，如何進行整合，並使得整體

1. 建構出符合四階供應鏈模式的多
目標規劃數學模型。
2. 對目標函數以及限制式進行模糊
化，轉換成模糊線性模型。
3. 討論不同模式時，各目標隸屬度
值的分布並比較供應鏈之整體收
益及平均存貨水準。
4. 導入基因演算法，並以隸屬函數
值轉化的目標函數作為基因演算
法中的適應函數。
5. 應用免疫算子修正基因演算法中
交配以及突變運算子所忽略的問
題缺點。
6. 討論解的收斂性，並針對結果做
比較。

供應鏈所獲的的利潤最佳便是需要關注
的議題。
供應鏈中的參與者可分為原料的供應商
(Supplier/Vendor)，工廠(Facility/Plant)，倉
儲中心(Distribution center/Warehouse)以及
顧客端(Customer)，彼此之間有著緊密的
關係，如物流、資訊流與現金流等等。而
現今的研究中，常以多目標建模的方式來
取代先前的單一目標規劃。在實際問題中
對於權衡解或非劣解，管理者在做決策上
必須有所考量，而本研究便是針對這個環
節進行改善。一般來說，決策者可以藉由
其他的方法找到問題的 Pareto 解，但產生
解的時間通常較長，在找滿意解的同時，
在某些不確性的因素下，例如目標的重要
性以及決策者的滿意度較不易以數值的

1.3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1. 本研究僅以供應鏈成員的利潤以
及平均安全存貨水準為優化目
標，討論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的效
果。對目標函數以及限制式進行
模糊化，轉換成模糊線性模型。
2. 實驗數據由本研究假設，並由建
構之模型進行模擬求解。
3. 在平均存貨水準部份，供應商之
進貨量係由製造商下單而來，因
此不在考量的範圍之內。
4. 在免疫注射的部份，僅針對使用
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子之結果進行演算，並與原
始的基因演算法進行比較。

方式進行表達。
本研究的內容，主要針對供應鏈中的
多目標問題進行處理，經過模糊化以及建
模等過程，再透過改良式的基因演算法，
取得令決策者滿意的結果。
採用模糊多目標決策的手法，在以下
情形時是較優於傳統的多目標規劃[1]：
1. 決策者所擁有的資訊並不完整，
而在現實生活中影響決策的因素
大多具有模糊性，於問題的描述
上有難度，而模糊多目標決策可
改善這個問題。
2. 對於較為複雜以及大規模之系統
(如供應鏈等等)，模糊多目標規劃
在計算上所需的成本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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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性模式，並提出比傳統單一目標更為
廣泛的供應鏈評估方法。
在過去處理供應鏈管理問題時，於處
理生產排程與配送規劃等議題，常以單一
目標進行模式的考量，如 Pantelides et al.[5]
在不確定需求下，提出多階供應鏈的模式
以及 Papageorgiou et al.[6]針對製藥工廠
提 出 供 應 鏈 最 佳 化 模 型 。 Talluri and
Baker[7]提出多階段的數學規劃模型，確
認在效率面、廠址選擇、產能等限制條
件，找出較佳的方案，以增進供應鏈的效
率。Arntzen et al.[8]則利用混合整數規劃
法建構全球供應鏈模式，在模式中目標為
求解生產成本、運輸成本、存貨成本的總
成本最小值並加上活動的加權值，在輸入
物料需求清單、產品需求量、各項成本與
稅制，最後就可以得到解答，為一個多產
品、多階層以及多個時期的模式。若僅以
單一目標作規劃，除了忽略掉其他目標的
重要性之外，亦很難顧全整體供應鏈成員
的利益，可能產生某目標的最佳化之後(例
如總成本最小化)，會產生犧牲其他供應鏈
成員利益的情形。

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模擬供應鏈多目
標問題，配合模糊的手法將不易表達的決
策者滿意度以隸屬函數的形式呈現，應用
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子
特性，找出各目標隸屬度的下限。而隸屬
度越大代表目標值越能夠被決策者所接
受，而基因演算法中適應函數的性質亦符
合此項特性，適應函數值越高，染色體所
代表的解越佳，因此將轉化過後的目標函
數作為基因演算法中的適應函數進行演
算。而在演算的過程中，單靠交配與突變
運算子可能忽略了問題本身所帶有的某
些訊息，本文對此進行改良。改良的方式
乃是在基因演算法中加入了免疫算法的
概念，由問題中所提取的疫苗，在演算的
過程中進行注射，可有效的避免僅使用交
配與變異運算子所可能造成的退化現
象；另一方面，由於引入問題的先驗知
識，在求解時，會使收斂的速度相對的提
高，降低演算所需耗費的時間。

2. 文獻探討
2.1 供應鏈管理
關於供應鏈的管理，最原始的供應鏈
多階層概念始於 Clark [2]所提出的最佳倉
儲模式，其中的多階層架構並非是完善的
供應鏈模式，但對供應鏈的發展演進有一
定的影響。在供應鏈的管理模式方面
Cohen [3]從生產與配銷的角度並依成本
與服務水準等不同的目標式與限制式以
隨機方法區分出四種子模組，分別為(1)
物料控制、(2)生產、(3)存貨、(4)配銷，
每個子模組在給定的需求條件下可做成
本最佳化的動作，此外子模組會對其下游
的模式產生影響。Sabri and Beamon[4]將
供應鏈管理分為兩個層次─策略性模式與

2.2 模糊理論
模糊理論提供一種方法，將研究對象
以 0 與 1 之間的數值來表示模糊概念的程
度 ， 稱 為 「 隸 屬 函 數 」 (Membership
function)，將人類的主觀判斷數值化，使
得研究結果更能符合人類思考模式。而隸
屬函數又分為許多種，藉由資料所定義的
模糊數，建構出隸屬函數的模型，並觀察
隸屬度的大小，以分辨隸屬程度的高低以
及其數學上的意義。實際應用中亦可根據
問題的具體情況選擇適當的模糊分布。隸
屬函數是一種軟函數，亦即制定隸屬函數
不是硬性規定，在具體的應用面上，在目
標的評比上選擇具有相同類型的隸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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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可以避免主觀因素的不良影響。在本
文中，所使用之模糊集合所代表的隸屬函
數皆為連續型模糊集合，模糊分佈屬於梯
矩形分佈偏大型。
在相關文獻方面，Amid et al.[9]曾針
對供應鏈中的供應商選擇提出模糊線性
多目標模型，在輸入的資訊不是很精確
時，找出適當選擇決策。Chen et al.[10]則
提出在供應鏈網路中最佳倉儲與配銷中
心選址的多目標模糊決策，考慮多產品、
多階層、多規劃週期的生產配送網路，並
使用二階段法，使得多目標問題有相當滿
意的解。而 Xu et al.[11]提出在隨機模糊
環境下之多目標供應鏈最佳化模型與其
應用，做法是利用期望值運算子與機會運
算子，將不確定的因素轉成確定性的數據
再代入數學模型中，並利用基因演算法進
行求解。

顧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近
年來被廣泛的應用在供應鏈網路設計，並
利用基因演算法的優點，尋求多目標最佳
解，從而尋求整體供應鏈的利潤最大化。
於 Altiparmak et al.[14]的文中指出，
使用 GA 並與 Ulungu et al.[15]所運用的
Simulated Annealing(SA)法則所運算的結
果做比較，證明所得到的 Pareto-optimal
解的平均數優於 SA 法則。在封閉迴路
(Closed-loop)的供應鏈型態中，Hokey et
al.[16]針對回收品在考量回收時間與回收
量以降低成本為目標，利用基因演算法做
回收站的配置與決策。而 Nachiappan and
Jawahar[17] 提 出 結 合 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供應商庫存管理系統)
針對二階供應鏈，運用 GA 找出最佳化的
運作參數，取得最佳的通道利潤。李郁
賢、黃士滔[18]應用基因演算法與模糊理
論，求解隸屬函數的最大化，使得決策者
在生產面上更有彈性，並能從事多方面的
生產策略擬定，取得較為滿意的結果。
基因演算法也常結合其他的演算法
去做實務上的研究，如 Borisovsky et al.
[19]便使用了貪婪演算法簡化了繁雜的運
算 式 ， 並 運 用 MIP(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重組因子，找出 2 父代(母代)
的基因型 Y1 與 Y2 中的最佳可能組合，並
在供應鏈管理的層面上進行應用。Li and
Kuo[20]在對汽車備用零件於中央倉庫倉
儲管理系統的改善與研究一文中，提出了
強 化 模 糊 神 經 網 路 (EFNN ， Enhanced
Fuzzy Neural Network)，使得 EFNN 能利
用並提供更詳盡且精確的活化函數並可
設定更廣泛的非線性模型。李郁賢、黃士
滔[21]應用基因演算法於自行車工業中二
階供應鏈，以成本及服務水準進行最佳化
考量。

2.3 基因演算法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
近年來被廣泛的應用在供應鏈網路設
計，並利用基因演算法的優點，尋求多目
標最佳解，以尋求整體供應鏈的利潤最大
化。基因演算法是一種啟發性的求解法
則，藉由生物基因工程的概念解決組合最
佳化問題，並具有在非線性模型中搜尋最
佳解與近似解的能力。成熟的基因演算法
概 念 首 次 出 現 於 Holland[12] 之 著 作
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 ，Holland 在該書中明確指出基因
演 算 法 的 三 項 基 本 操 作 ─ 選 擇
(Selection)、交配( Cross-over )、與突變
( Mutation )為 GA 整體運算核心，而後續
的研究 Man et al.[13]則提出較周全的操作
程序。
2.4 基因演算法於供應鏈的應用與文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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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求解的一種方案。
3. 將此方案以適當的形式轉化為
免疫算子，進行免疫進化算法的
操作。
茲參照焦李成[24]等學者的著作將免
疫進化算法的執行步驟整理如下：
1. 隨機產生初始的父代群體。
2. 根據問題本身的知識抽取疫苗。
3. 若當前群體中已包含最佳個
體，則停止運算，否則持續進行
演化動作。
4. 對於目前的父代種群(尚未包含
最佳個體之種群)進行交叉操
作。
5. 將交叉操作過後的種群進行變
異得到新的父代種群。
6. 對新的父代種群進行接種疫苗
操作。
7. 對已接種疫苗的新一代種群進
行免疫選擇，返回至步驟 3，觀
察最佳個體是否已存在，否則持
續運算。
在抽取疫苗的部份，實際上應考慮到
原問題的局域化處理，意即降低原問題的
規模，增設一些局部條件來簡化問題。局
域化越徹底，局部條件下的求解規律越明
顯，此時雖然容易取得疫苗，但尋找所有
這種疫苗的計算量會顯著增加。另一方
面，每個疫苗都是利用某一局部訊息探求
全域最優解，不需要對於每個疫苗做到精
確無誤，因為主旨只在於提取疫苗，進行
問題的簡化，精準的做出疫苗不僅會花費
相當多的時間，對於求解的收斂也無明顯
的差異。
本文的研究方向在於除了有效率的
進行求解之外，也避免有太過於偏頗的極
值解出現，並配合目標函數的模糊化，針
對供應鏈結構發展出一套適合的數學模

2.5 免疫算法
在應用基因演算法處理問題時，使用
交配與突變兩種運算子進行演化，使群體
中染色體之間的訊息能夠進行相互交
換，讓每個個體都有最佳化的機會。而在
迭代過程中，上述的兩個運算子都是以一
定的機率隨機進行演化過程，因此在進行
演化的過程中，在賦予每個染色體有最佳
解機會的同時，也無可避免有過早收斂的
狀況發生。Kitano[22]在研究中發現GA能
夠很快達到最優解的90%左右，但真正要
達到最優解則需花費很長的時間。在每個
待處理的問題中，都會帶有自身的一些特
徵訊息，而交配與突變運算子則是相對固
定，亦即不同的問題在運用交配與突變運
算子進行演化時，於求解可變靈活度較
小，並忽略了問題的特徵訊息在求解時的
輔助作用。此時運用問題本身的訊息建構
免疫算子能有效的避免在遺傳演算法中
出現的退化現象。相關文獻如王敏、段向
軍[23]提出了改進的免疫遺傳算法，該算
法的選擇算子採用基于濃度和適應度的
自適應式選擇策略，引入免疫算子，抑制
其優化過程中出現的退化現象(即重複搜
尋無效的解)。將改進的免疫遺傳算法應用
于TSP(Traveling Saleman Problem)组合優
化問題,仿真结果表明了該算法的有效性。
如前述說明，單純使用交配與變異運
算子容易忽略問題本身所具有的代表訊
息。在實務上，問題的求解過程一向與問
題本身的特點和其條件有關，免疫算法便
是這樣的思維。茲參照焦李成等[24]的著
作將其核心概念整理如下：
1. 對 於 所 要 求 解 的 問 題 進 行 分
析，從問題中找出最基本的特徵
訊息，譬如解的型態以及其具備
的條件。
2. 對此特徵進行處理的動作，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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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並探討在供應鏈中各階各時間區段中
較為適當的決策，嘗試兼顧各供應鏈成員
的權益的情況下，能有效的提升每個成員
對於目標的滿意度。

3.1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
3.1.1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研究步驟(階段一)
1. 對問題的目標函數進行轉換，使
其符合多目標規劃問題，如式(1)
所示。

3. 研究方法
max zi ( x ) = ci x
s.t. Ax ≤ b
A = ( a pj )

ci = {c11 L ckn } i = 1, …, k

⎫
⎪⎪
⎬
⎪
j = 1, …, n p = 1,…, m x ∈ Ω ⎪⎭

(1)

取捨，做出最佳的判斷，將目標
值以模糊目標進行表達，每個模
糊目標以隸屬函數進行定義，如
式(2)所示之第 i 個模糊目標之隸
屬函數：

其中 x = ( x1 , … , xn )T , b = (b1 , … , bm )T , A = ( a pj )
為 m × n 矩陣，ci 表各目標函數中的係數集
合，cij 則表在該係數集合中的對應元素。
2. 為了方便決策者在各目標間做

⎧0
, fi ( xi ) ≤ fi− ( xi )
⎪
⎪⎪ f ( x ) − fi− ( xi ) −
μi ( xi ) = ⎨ + i
, fi ( xi ) ≤ fi ( xi ) ≤ fi+ ( xi )
−
f
x
f
x
−
⎪ i ( i) i ( i)
⎪
, f ( xi ) ≥ fi+ ( xi )
⎪⎩1

為了方便決策者確定 f − 與 f + ，
Zimmermann[25] 提 出 了 確 定 隸 屬 函 數
μ i ( x ) 的方法。對於每個目標函數在限制的

(2)

條件下，個別算出最大值與最小值，如式
(3)與式(4)所示：

zimin = min {μ i ( xi ) | i = 1, K , k }

(3)

zimax = max {μi ( xi ) | i = 1,K, k}

(4)

x∈ X

x∈X

線性隸屬函數的極小值可由

定。
3.

fi − = zimin ，極大值可由 fi + = zimax 來進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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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μ D = max min {μi ( xi ) | i = 1,K , k}
= μ1D
⎧
x1 − f1+
⎪ μ1 ( x1 ) = 1 − −
f1 − f1+
⎪
⎪
M
⎨
⎪
+
⎪ μ ( x ) = 1 − xk − f k
⎪ k k
f k− − f k+
⎩

(5)

0 ≤ μi ( xi ) ≤ 1, i = 1,K , k

採用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子的方法，將式(5)的目標函數作為階
段一的適應函數，運用基因演算法進行演
算，找出隸屬度值 μ 1D ，作為免疫疫苗的根
據，以 μ 1D 為基準，作為解型態的依據，進

3.1.2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研究步驟(階段二)
經階段一所得之免疫疫苗，運用基因
演算法進行第二次的演算，其中適應函數
的部份，運用模糊運算子 product 的嚴格
單調性質，可確認所得之解為 M-Pareto
解，因此在此步驟即運用此特性，將適應
函數的目標式以式(6)的形態取代：

行免疫注射。

max ( μ1 ( x ) × μ2 ( x ) × L × μk ( x ) )

μi ( x ) ≥ μ1D , i = 1,K , k

(6)

參考 Grefenstette[27]。
1. 隨機產生初始群體，每個個體表
示為染色體的基因編碼，範圍為
50-100，測試的增加幅度為 5。
2. 透過適應函數衡量染色體，若已
達到中止條件，則停止運算。
3. 應用輪盤複製策略確定個體適
應度，判定是否複製足夠數量，
若符合，則停止複製運算進入下
一步驟。
4. 按照雙點交配策略進行交配，交
配率範圍為 0.25-1，測試增加幅
度為 0.05。
5. 按照雙點突變策略進行突變，突
變率範圍為 0-0.3，測試時使用
指數遞增來增加。

並修改各目標隸屬度的下限值，以階段一
所得之值 μ 1D 進行替換，確保所搜尋的解集
合中，各目標的隸屬度皆大於等於 μ 1D ，並
排除搜尋帶有任一個目標對應的隸屬度
值小於 μ 1D 的解區域。
3.2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的參數設定與搜尋
規則
過去曾有學者如 Tang[26]對於基因演
算法使用模糊最優解的隸屬度函數替代
適應值函數的方式進行演算，利用隸屬度
函數的望大特質，對於基因演算法來說，
適應值越大則被選中並產生後代的機率
越大。
在本研究中，亦將隸屬度函數進行下
列的 GA 程序，其中一般參數的設定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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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得 μ 1D ，產生免疫疫苗

7.

對新的父代種群(子代)進行接種
疫苗操作。
對已接種疫苗的新一代種群進
行免疫選擇，返回至步驟 2，觀
察最佳個體是否已存在，若否，
則持續進行步驟 3 到 5。
本研究以 3.5 節的改良式
基因演算法為基礎，進行對供
應鏈模糊多目標決策問題進行
模擬，透過建立數學模型，對
於多目標進行求解與優化，並
呈現不同模式之下的比較結
果，另比較原始的基因演算
法，與改良式的基因演算法在
解收斂上的差異。

8.

4.2 模式假設
供應鏈的成員架構：
1. 供應商(Supplier/Vendor)
¾ 製造商的原物料來源，每一單位
的原物料可生產一單位的產品。
¾ 不同供應商所提供的原物料價
格不同。
2. 製造商(工廠)(Facility/Plant)
¾ 產品由製造商進行生產，並配銷
給配銷商。
¾ 模式中，製造商只生產一種產
品，不同的製造商有不同的生產
與安全存貨上限。
3. 配 送 商 ( 物 流 中 心 )(Distribution
center/Warehouse)
¾ 配銷商向製造商批貨之後，配送
給各零售商。
¾ 不同的配送商，產能上限與存貨
限制不同。
4. 零售商(Retail)
¾ 不同的零售商，顧客需求量不
同。
¾ 規劃期間，配銷商配銷給零售商
的數量應符合預測的需求量。
製造商所需的原物料向上游的供應
商訂購，生產的產品則運輸到配銷商並依
照零售商所下之訂單供貨。為驗證求解，
本研究以一簡例進行求解的動作，對於更
複雜的問題，亦可使用本文所提出的模式
進行求解。
本文提出的例子為一較精簡的供應
鏈結構，包含了三個供應商，兩個製造
商，兩個配送商以及三個零售商，規劃期
間為三期。

4. 多目標之供應鏈架構模式
4.1 模式建立背景
供應鏈中的參與者可分為原料的供
應 商 (Supplier/Vendor) ， 製 造 商 ( 工
廠 )(Facility/Plant) ， 配 送 商 ( 物 流 中
心)(Distribution center/Warehouse)以及零
售商(Retail)與顧客端(Customer)，彼此有
著緊密的關係，如物流、資訊流與現金流
等等。多目標規畫有著多方面的考量，但
卻常發生目標上的衝突，決策者在面對此
類問題時經常遇到瓶頸，因為在實際問題
中對於權衡解或非劣解，管理者在做決策
上必須有所考量。
而本研究便是針對這個環節進行改
善，應用改良式的基因演算法進行求解，
除了將繁複的計算進行簡化外，在演算的
過程中加速收斂找到適當的解使得決策
者能夠在一定的標準下做出合理且適宜
的決策。

4.2.1 參數與變數宣告
參數與變數定義如下：
1. 各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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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¾
¾
¾
2.
¾
¾
¾
3.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4.
¾

Sj 表供應商，j=1,2,3
Fi 表製造商 i=1,2
Wk 表配送商，k=1,2
Vn 表零售商，n=1,2,3
各階層運輸量
TSjFit 表第 t 期由供應商 j 運輸至
製造商 i 的原物料量
TFitWk 表第 t 期由工廠 i 運輸至
配送商 k 的產品數量
TWktVn 表第 t 期由配送商 k 運輸
至零售商 n 的產品數量
成本參數
SjC 表供應商 j 的採購成本
TSjFiC 表供應商 j 運送原物料至
製造商 i 的單位成本
FiSjC 表製造商 i 向供應商 j 購買
的物料成本
PFiC 表製造商 i 生產產品的單位
成本
IFiC 表產品於製造商 i 的單位存
貨成本
TFiWkC 表製造商 i 運送產品至
配送商 k 之單位成本
WkFiC 表配送商 k 向製造商 i 的
批貨單位成本
HWkC 表配送商 k 的處理成本
IWkC 表產品於配送商 k 的單位
存貨成本
TWkVnC 表配送商 k 運送產品至
零售商 n 的單位成本
VnWkC 表零售商 n 向配送商 k
的批貨單位成本

∑∑∑ ( F S C × TS F
i

i

j

j

j it

¾
¾
¾
¾
5.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VnC 表零售商的管理成本
IVnC 表零售商的存貨成本
存貨量、生產量、需求量
PFit 表第 t 期在製造商 i 的產品
生產數量
IFit 表第 t 期製造商 i 的產品存貨
數量
IWkt 表第 t 期在配送商 k 的產品
存貨量
IVnt 表第 t 期在零售商 n 的產品
存貨量
DVnt 表在第 t 期零售商 n 的需求
量
其他參數說明
PrVn 表零售商 n 的產品售價
SjA 表供應商 j 的產能上限
FiA 表製造商 i 的產能上限
WkA 表配送商 k 的產能上限
IFiA 表製造商 i 的產品存貨上限
IWkA 表配送商 k 的產品存貨上
限
IVnA 表零售商 n 的產品存貨上
限
SAIFi 表製造商 i 的安全存貨量
SAIWk 表配送商 k 的安全存貨
量
SAIVn 表零售商 n 的安全存貨量
SLVnt 表第 t 期零售商 n 的銷售
量

4.2.2 目標函數與限制式
1. 供應商的目標函數如式(7)所示：

− TS j Fit × TS j Fi C − S j C × TFit

)

(7)

t

式(7)表各供應商收益，由製造商所購
買的物料所得收入，扣除運輸成本以及供

應商採買原物料的成本。
式(8)表供應商於各時期提供給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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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原物料量不得超過該供應商的產能。

∑ ∑ ∑ TS
i

j

j Fit

(8)

≤ SjA

t

2.

製造商的目標函數如式(9)所示：
式(9)表各製造商的收益，由配送
商所批購的產品所得之收入，扣除向供應

商所採購之物料成本、各期的存貨成本以
及運輸成本。

⎛ TFitWk × Wk Fi C − Fi S j C × TS j Fit − PFi C × PFit − ⎞
⎟
⎟
i k
it k
it + TS j Fit − TFitWk ) × IFi C ⎠

∑∑∑∑ ⎜⎜ TFW C × TF W − ( IF
⎝
i

j

k

t

式(10)表各製造商於各期的生

產量不得超過該廠產能上限。
(10)

PFit ≤ Fi A

式(11)表各製造商於各期的存

貨量不得超過該廠存貨上限。
(11)

IFit ≤ IFi A

式(12)表各期各製造商的產品
存貨，期初存貨加上該期向供應商所購得

的數量，扣除掉運輸至配送商的產品數量
即是該期的產品存貨量。

IFit + ∑∑PFit − ∑∑∑TFitWk = IFi (t +1)
i

3.

t

i

(9)

k

(12)

t

配送商的目標函數如式(13)所示：
⎛ TWktVn × VnWk C − TFitWk × Wk Fi C − HWk Ct

∑∑∑∑ ⎜⎜ −TW V C × TW V
i

k

n

t

⎝

k

n

k

n

⎞
⎟
− IWk C × ( IWkt + TFitWk − TWktVn ) ⎟⎠

式(13)表各配送商收益，由零售
商向配送商所採購地產品所得之收入，扣
除向製造商所批購的產品成本、各期的存

(13)

貨成本、運輸成本以及處理成本。式(14)
表各配送商的運輸量(處理量)不得超過該
配送商之產能上限。
(14)

TWktVn ≤ Wk A

式(15)表各配送商於各期的

存貨量不得超過該配送商之存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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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Wkt ≤ IWk A

式(16)表各期各配送商的產
品存貨，期初存貨加上該期向製造商所購

得的數量，扣除掉運輸至零售商的產品數
量即是該期的產品存貨量。

(16)

IWkt + TFitWk − TWktVn = IWk ( t +1)

4.

零售商的目標函數如式(17)所示：
⎛ SLVnt × Pr Vn − Vn Ct − VnWk C × TWktVn − ⎞
⎟⎟
⎝ nt + TWktVn − DVnt ) × IVn C
⎠

∑∑∑ ⎜⎜ ( IV
k

n

t

式(17)表各零售商收益，由顧客
向零售商所購買產品所得之收入，扣除向
配送商所批購的產品成本、各期的存貨成
本、以及管理成本。式(18)表零售的產品

(17)

存貨，即期初存貨加上該期向配送商所購
得的數量，扣除掉售出的產品數量即是該
期的產品存貨量。

(18)

IVn ( t +1) = IVnt + TWktVn − SLVnt

式(19)表零售商於各期的存貨

量不得超過該零售商之存貨上限
(19)

IWkt ≤ IVn A

皆為本研究假設。
4.3 實驗相關數據
相關資料如表 4.1 至 4.13 所示，數據
表 4.1 供應商單位原物料成本(單位：元)
原物料成本

S1

S2

S3

650

750

630

表 4.2 供應商運送原物料至製造商的單位成本(單位：元)
S1

S2

S3

F1

20

25

22

F2

20

2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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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製造商向供應商購買的單位物料成本(單位：元)
單位物料成本

S1

S2

S3

800

900

780

表 4.4 製造商製造產品單位成本與存貨成本(單位：元)
F1

F2

單位製造成本

100

102

單位存貨成本

5

5

表 4.5 製造商運送產品至配送商的單位成本(單位：元)
F1

F2

W1

10

20

W2

20

10

表 4.6 配送商批購產品成本與單位處理成本(單位：元)
W1

W2

F1

1200

1200

F2
單位處理成本

1250

1250

20

25

表 4.7 配送商運輸單位成本與配送商單位存貨成本(單位：元)
W1

W2

V1

10

8

V2

12

10

V3
單位存貨成本

8

6

5

5

表 4.8 零售商向配送商批購產品成本(單位：元)
W1

W2

V1

2000

2100

V2

2000

2100

V3

20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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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零售商每期的需求量(單位：個)
V1

V2

V3

t=1

720

280

1000

t=2

1380

1270

2500

t=3

1800

1290

1800

表 4.10 零售商管理成本與單位存貨成本(單位：元)
V1

V2

V3

管理成本

650

500

1000

存貨成本

5

5

5

表 4.11 各零售商的產品售價(單位：元)
V1

V2

V3

2900

3100

2800

表 4.12 產能限制(單位：個)
S1A

S2A

S3A

2000

1000

1500

F1A

F2A

3000

2500

MF1A

MF2A

400

400

IF1A

IF2A

500

400

IW1A

IW2A

600

500
表 4.13 供應鏈成員的安全存貨(單位：個)

SAIF1

SAIF2

200

150

SAIW1

SAIW2

100

150

SAIV1

SAIV2

SAIV3

8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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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式模擬與分析
5.1 模式模擬
在此章節中，根據不同的模式進行比
較，並將各個模式優化的結果的目標值轉
化為隸屬度作比較，一方面是基於相同的
基準，運用隸屬度數值介於 0 到 1 之間的

¾ SAIF1、SAIF2：製造商的平均安
全存貨水準
¾ SAIW1、SAIW2：配送商的平均
安全存貨水準
¾ SAIV1、SAIV2、SAIV3：零售
商的安全存貨水準

特性，使得不同模式下所算出來的優化結
果皆能夠以隸屬度的方式進行表達，另一
方面則是在進行多目標規劃時，運用模糊
多目標的方式，能夠將繁複的數學式進行
簡化，節省運算上所需耗費的時間。
在各個模式中，以供應鏈成員的利潤
以及平均存貨水準作為兩大考量指標，並

5.1.1 模式(一)考量整體利潤最大之優化
由 4.2.2 節所建立的模型及 4.3 節相關
數據，在考慮整體利潤最大之情形進行求
解。在模式中，以供應鏈的總體利潤值作
為求解的目標，並進行一般的線性規劃計
算，在取得模式的最佳值後，根據所得的
數值推算各目標的隸屬度。由圖 5.1 可看
出以整體利潤作為目標進行優化所得之
解，其中製造商 F2 與配送商 W1 的隸屬度

依不同的成員，以不同的子目標進行劃
分，符號參照如下：
¾ ProS1、ProS2、ProS3：供應商
的利潤
¾ ProF1、ProF2：製造商的利潤
¾ ProW1、ProW2：配送商的利潤
¾ ProV1、ProV2：零售商的利潤
ProS1
1

SAIV3
SAIV2

表現不佳，顯示出在其他成員達到最佳利
潤的同時，供應鏈中的部份成員的利益則
有所損失，產生不均衡的現象。詳細的個
別隸屬度值如表 5.1。

ProS2

0.8

ProS3

0.6
SAIV1

ProF1

0.4
0.2

SAIW2

ProF2

0

SAIW1

ProW1

SAIF2

模式(一)整
體利潤最
佳之優化
結果

ProW2

SAIF1

ProV1
ProV3

ProV2

圖 5.1 考量整體利潤最大之優化結果
表 5.1 模式(一)各成員利潤目標隸屬度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隸屬
度值

1

1

1

0.866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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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

0.940

0.989

1

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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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1 中可看出除了製造商 F2 與配送商
W1 之外，其餘的供應鏈成員皆達成近乎最
佳的最大利潤，而部分的供應鏈成員的利
益則有相當程度的損失。
而在只考量單一目標的情況之下，以
平均安全存貨為目標的隸屬度則是呈現

兩極現象。除了製造商之外，其餘的供應
鏈成員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皆為 0，如此
雖然可能有最佳化的利潤，但也對供貨部
份相對忽視，可能造成供應鏈中供貨的不
穩定。詳細的隸屬度值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模式(一)各成員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
SAIF1

SAIF2

SAIW1

SAIW2

SAIV1

SAIV2

SAIV3

1

1

0

0

0

0

0

隸屬度值

關數據，在考慮平均安全存貨量與整體最
佳利潤雙目標的情形進行求解。所得之結
果如圖 5.2。由圖 5.2 中可看出在尋求整體
最佳利潤的同時，工廠 F2 以及配送商 W1
所獲得的利潤極差，產生了不均衡的現
象。供應鏈各成員於利潤目標下的隸屬度
值如表 5.3。

5.1.2 模式(二)以總利潤為目標並追求累加
隸屬值總和之優化
考慮到模式(一)中只考慮利潤所造成
平均安全存貨水準過低的結果，在模式(二)
中加入了平均安全存貨水準進行考量，並
追求隸屬度總合的最大化，並觀察其結
果。由 4.2.2 節所建立的模型及 4.3 節的相

ProS1
1

SAIV3
SAIV2

ProS2
ProS3

0.5

SAIV1
SAIW2

ProF1
ProF2

0

SAIW1

ProW1

SAIF2

模式(二)
以總利潤
為目標並
追求累加
隸屬值總
和之優化

ProW2

SAIF1
ProV3

ProV1
ProV2

圖 5.2 以總利潤為目標並追求累加隸屬值總和之優化結果
表 5.3 模式(二)各成員利潤目標隸屬度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隸屬度值

1

1

1

0.868 0.294 0.122 0.932 0.865 0.829 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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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3 可明顯看出最低的隸屬度值為
0.122，說明了在追求整體利潤以及平均安
全存貨水準的隸屬度總和最佳的情況之
下，有部分的供應鏈成員的利益有相當程
度的損失。
在平均安全存貨水準部份，針對同時
考量整體利潤及平均安全存貨目標下隸

屬度總和最佳化的優化結果，除了配送商
W2 之外，其他的供應鏈成員皆在相當的
滿意度下。由圖 5.2 中可看出配送商 W2
的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為 0，使得其在供
貨的部份造成相當的風險。詳細的隸屬度
值如表 5.4。

表 5.4 模式(二)各成員平均安全存貨之隸屬度
隸屬度值

SAIF1

SAIF2

SAIW1

SAIW2

SAIV1

SAIV2

SAIV3

1

1

1

0

1

1

1

表 5.4 顯示出配送商 W2 所代表的平均安
全存貨隸屬度值為 0，其他各供應鏈成員
的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為 1，產生了不均
衡的問題，因此同時考量整體利潤及平均
安全存貨目標下隸屬度總和優化的效果
也並不佳。

鏈中各成員的權益，使得各成員能夠在平
均安全存貨亦有一定水準下，進行以利潤
與存貨水準為目標之隸屬度的均衡優
化。將各目標的隸屬度加入標準差最小的
考量，目的是希望除了考慮利潤與平均安
全存貨水準雙目標之外，也盡量減少供應
鏈成員之間的差距，避免產生模式(一)與
模式(二)所出現的懸殊情形。
由圖 5.3 可看出，供應鏈成員的隸屬
度較為均衡，避免部分供應鏈中成員權益
受損，詳細隸屬度值如表 5.5。

5.1.3 模式(三) 隸屬度均衡優化
在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模擬之後，了
解到除了追求利潤最佳之外，在加入平均
安全存貨的考量之同時必須考慮到供應
ProS1
1

SAIV3
SAIV2
SAIV1

ProS2
ProS3

0.5

SAIW2

ProF1
ProF2

0

SAIW1

ProW1

SAIF2

ProW2

SAIF1
ProV3

ProV1
ProV2

圖 5.3 隸屬度均衡優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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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模式(三)各成員利潤目標之隸屬度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隸屬
度值

0.738

0.741

0.738

0.664

0.639

0.483

表 5.5 顯示隸屬度值皆在 0.483 以上，相
較於模式(一)與模式(二)有著顯著的提
升，並且均衡了整體的隸屬度，使供應鏈
成員皆能以較合理的滿意度取得利潤。

0.504

0.949

0.907

0.916

而在平均安全存貨的部份，相較於模
式(一)與模式(二)，各成員皆有一定水準的
平均安全存貨，修正了無安全存貨的問
題。詳細的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如表 5.6。

表 5.6 模式(三)各成員平均安全存貨之隸屬度
隸屬度
值

SAIF1

SAIF2

SAIW1

SAIW2

SAIV1

SAIV2

SAIV3

0.713676

0.59581

0.581679

0.582064

0.646001

0.651884

0.654217

表 5.6 顯示隸屬度值皆在 0.581679 以上，
均衡了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懸殊現象，並
使得各目標的平均安全存貨皆有一定水

化，並利用 Product 運算子的特性，針對
隸屬度值進行補償的作用，由圖 5.4 可看
出，優化過後的結果在各目標的隸屬度展

準，降低了供應鏈於供輸需求上的不穩定
性。

現上大部分有著顯著的提升，除了製造商
F2 的隸屬度值稍微降低之外，就整體的呈
現而言，模式(四)相較於模式(三)好了許
多；由表 5.7 可觀察出，雖然製造商 F2 的
隸屬度有稍微縮減的情形，但仍在可接受
的範圍之內。

5.1.4 模式(四)隸屬度均衡並加入 Product
運算子優化
模 式 ( 四) 是 基 於 模 式 ( 三) 再繼續優

ProS1
1

SAIV3
SAIV2
SAIV1

0.5

SAIW2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0

SAIW1

ProW1

SAIF2
SAIF1
ProV3

ProW2

模式(三)加入
Product運算子的
優化結果(模式
(四)
模式(三)隸屬度均
衡優化

ProV1
ProV2

圖 5.4 隸屬度均衡優化與加入 Product 運算子優化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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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模式(四)各成員利潤目標之隸屬度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隸屬度
值

1

1

1

0.731

0.491

表 5.7 顯示最低的隸屬度為 0.483，在模式
(三)的最低可接受度之下進行優化，整體
的展現相較於模式(三)呈現較優良的結

0.483

0.483

0.996

0.999

0.965

果。而由表 5.8 可看出，在運用 Product
運算子之後，由於隸屬度的補償效果，各
成員的平均安全存貨水準獲得整體提升。

表 5.8 模式(三)與模式(四)各成員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
SAIF1

SAIF2

SAIW1

SAIW2

SAIV1

SAIV2

SAIV3

模式(三) 0.713676 0.59581 0.581679 0.582064 0.646001 0.651884 0.654217
模式(四) 0.820546
1
0.83335 0.594817
1
1
1
相較於模式(四)的優化結果小，但微幅的
提升了模式(四)中的最低隸屬度，為達到
供應鏈的公平原則，優化的目的在於提升
整體供應鏈的效益，並務求每個供應鏈成
員都能夠在一定的基準之下獲得利益。由
表 5.9 可看出隸屬度的比較結果。

5.1.5 模式(五)運用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的優
化
基於 3.5 節所發展的改良式基因演算
法，對數學模型進行優化，並與模式(三)
及模式(四)進行比較。由圖 5.5 中可發現，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優化(模式(五))的結果
與模式(四)的差異，在部分目標的隸屬度

ProS1
1

SAIV3
SAIV2

模式比較

ProS2

0.8

ProS3

0.6
SAIV1

ProF1

0.4
0.2

SAIW2

ProF2

0

SAIW1

ProW1

SAIF2

模式(四)均
衡優化並加
入Product運
算子
模式(五)改
良式基因演
算法優化
模式(三)均
衡優化

ProW2

SAIF1

ProV1
ProV3

ProV2

圖 5.5 運用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的優化(模式五)結果與模式(三)、(四)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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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模式(五)利潤目標隸屬度與模式(三)、(四)比較表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模式(三) 0.738 0.741 0.738 0.664 0.639
0.483
0.504 0.949 0.907 0.916
模式(四)
1
1
1
0.731 0.491
0.483
0.483 0.996 0.999 0.965
模式(五) 0.804 0.685 0.979 0.719 0.51883 0.51883 0.51883 0.975 0.969
1
由表 5.9 可看出，運用改良式的基因演算
法進行優化的結果，除了相較於模式(三)
整體的展現較佳外，也將各目標的最低隸
屬度由模式(四)的 0.483 提升到 0.51883，
使得各供應鏈成員的最低接受水準整體
提高，也修正模式(四)中隸屬度不均的情
形，使得各供應鏈成員除了提高最低的隸
屬度外，也在修正後的最低隸屬度下，進
行整體隸屬度提升之後，較為公平的進行
利益分配。

由表 5.10 及表 5.11 可看出，在模式(五)
在平均安全存貨的展現相較於模式(四)
差，但仍維持在 0.51883 之上，並保持了
四個目標隸屬度值為 1，受到目標間的衝
突效應，製造商 F2 與配銷商 W1 的兩位
成員的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僅在可接受
的範圍，但相較於模式(三)，模式(四)與模
式(五)在平均安全存貨的隸屬度展現較為
理想。

表 5.10 模式(五)各成員平均安全存貨隸屬度與模式(三)、(四)比較表
SAIF1

SAIF2

SAIW1

SAIW2

SAIV1

SAIV2

SAIV3

模式(三)

0.713676

0.59581

0.581679

0.582064

0.646001

0.651884

0.654217

模式(四)

0.820546

1

0.83335

0.594817

1

1

1

模式(五)

1

0.51883

0.51883

0.51883

1

1

1

表 5.11 各模式利潤目標值之比較
ProS1

ProS2

ProS3

ProF1

ProF2

模式(三)

765229.3

358629.4

561457.2

1418249

1751766

模式(四)

780000

375000

576000

1551149

1338210

模式(五)

769567.5

356435.6

574894.2

1524218

1413044

ProW1

ProW2

ProV1

ProV2

ProV3

模式(三)

4551764

4459447

2947452

2241320

2933231

模式(四)

4551269

4418478

3463778

3121000

3704000

模式(五)

4636070

4508776

3211919

2837000

4234000

由表 5.12 可看出使用改良式基因演
算法進行優化，可使得整體供應鏈的利潤
有所提升，相較於模式(三)整體利潤提升
9.447%，而相較於模式(四)則是提升了

0.78%，除了提升整體利潤外，也使得各
供應鏈成員皆能夠在一定程度的滿意水
準之下，接受模式(五)的優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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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供應鏈整體利潤比較(模式(三)、(四)、(五))
模式

供應鏈整體利潤

模式(三)-均衡優化

21988540

模式(四)-均衡優化加入 Product 運算子

23878880

模式(五)-改良式基因演算法優化

24065920

模式(四)均衡優化加入 Product 運算
子在平均安全存貨水準的目標上的表現
相當優異，但模式(四)的利潤目標值展現
便顯得較模式(五)為差，相對的，模式(五)
在平均安全存貨水準的展現就較模式(四)
稍差，在製造商 F2 以及配送商 W1、W2
的平均安全存貨水準僅達到最低的滿意
度而已。

的流程，並加入 product 運算子，利用其
嚴格單調的特性，配合疫苗，加速第二階
段基因演算法的搜尋過程。圖 5.6 表示原
始基因演算法與加入免疫注射概念的改
良式基因演算法之搜尋過程中之演化迭
代次數與演化過程中各個個體間的距
離。個體間的距離越小代表所搜尋到的值
越相近，亦代表整個搜尋過程越趨收斂。
由圖 5.6 可看出原始基因演算法的迭代次
數為 62，改良式基因演算法的迭代次數為
51，顯示改良式基因演算法在解收歛的速
度上優於原始的基因演算法。另外由解的
分布可以看出，原始基因演算法的搜尋過
程中，在迭代次數 15 之前的解分佈相較
於改良式的基因演算法來得分散，起始的
搜尋值也相較於改良式基因演算法來得
差，顯示出基因演算法在加入免疫注射之
後，能較為有效的搜尋得到較佳的解。

5.2 改良式基因演算法與基因演算法的比
較
本研究所採用的改良式基因演算
法，目的在於改善求解的收斂過程，並結
合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
子找出第一階段的各目標的最低可接受
隸屬度，運用此特性製作免疫疫苗，使得
在第一階段所找出的解集合，其各目標值
皆高於或等於在第一階段所算出的最低
隸屬度。在取得疫苗之後，進行免疫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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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使用原始基因演算法與改良是基因演算法的解距離與迭代次數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均衡每個供應鏈
成員的權益，並提升整體供應鏈的利潤，
在考量平均安全存貨以及利潤的情況之
下，找出一個適當的解。由以上各模式的
分析模擬，以及進行改良式基因演算法與
原始基因演算法的比較過後，得知以下幾
點：
1. 在模式(四)中，並沒有使用免
疫注射的概念，導致有隸屬
度 最 低 值 0.483 的 狀 況 出
現，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於
均衡供應鏈成員的利益，採
用模式(五)，便可以保證每一

個目標的隸屬度值皆在一定
的水準之上(0.51883)，有了最
低的可接受度之後，再利用
product 運算子的補償效果，
令隸屬度最大化，使決策有
更好的結果。
2. 使用模式(五)，令整體供應鏈
的利潤上升，但並沒有放棄
考量平均安全存貨水準，每
一個平均安全存貨目標隸屬
度依然保持在 0.51883 的水
準以上。
3. 根據圖 5.6 的比較，使用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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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因演算法不僅在收斂的
起始解比原始的基因演算法
來的好，收斂的速度也相對
的較快。
4. 運用模糊交集運算子 T-norm
中的 min 運算子的特性作為
免疫疫苗，並使用 product 運
算子做隸屬度的擴張，在最
低的可接受度下，模式(五)
演算出的解為最佳。

性製作疫苗，在進行免疫注射之後，搜尋
的範圍僅在較為優良的子群體中進行搜
尋，節省搜尋的時間，在第二階段再應用
product 運算子的特性，使得整體的隸屬度
獲得補償，並進一步的縮小了搜尋的範
圍，最後找到滿意的解。
研究中使用了五種模式進行分析，並
將原始基因演算法與改良式的基因演算
法之收斂情形進行比較。模式(一)在僅考
慮利潤的情況之下，使得在平均安全存貨
水準的展現極差。考慮到模式(一)中只考
慮利潤所造成存貨水準過低的結果，在模
式(二)中加入了平均安全存貨水準進行考
量。結果顯示在追求整體利潤以及平均安
全存貨水準的隸屬度總和為最佳的情況
之下，有部分的供應鏈成員的利益仍有相
當程度的損失。
在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模擬之後，模
式(三)加入考量到供應鏈中各成員的權益
的均衡性，使得各成員能夠在平均安全存
貨有一定水準之下，進行以利潤與平均安
全存貨水準為目標之隸屬度的均衡優
化。模式(三)的優化結果使供應鏈成員皆
能以較合理的滿意度取得利潤，並皆有一
定水準的平均安全存貨，修正了無安全存
貨的問題。模式(四)是在模式(三)中加入
product 運算子，運用補償效果，試著找出
各隸屬度的最大值。優化過後的結果在各
目標的隸屬度展現上大部分有著顯著的
提升，除了製造商 F2 的隸屬度值稍微降
低之外，整體的呈現模式(四)相較於模式
(三)好了許多。為達到供應鏈的公平原則
並提升整體供應鏈的效益，並務求每個供
應鏈成員都能夠在一定的基準之下獲得
利益。模式(五)應用改良式基因演算法進
行優化，結果呈現在部分目標的隸屬度相
較於模式(四)的優化結果小，但微幅的提
升了模式(四)中的最低隸屬度，使得整體

6.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改良式的基因演算法，對
於供應鏈中的多目標問題以模糊多目標
決策的方式進行規劃求解，由於在現實生
活中影響決策的因素大多具有模糊性，於
問題的描述上有難度，而模糊多目標決策
可改善這個問題，並減少繁複的計算。基
因演算法之搜尋過程是採用隨機搜尋的
方式，並適合各種不同類型最佳化問題的
特性，故使用基因演算法來進行模糊多目
標決策的演算處理。原始的基因演算法使
用交配與突變兩種運算子進行演化，而在
迭代過程中，交配與突變運算子都是以一
定的機率隨機進行演化過程，因此在進行
演化的過程中，在賦予每個染色體有最佳
解機會的同時，也無可避免有退化或是過
早收斂的狀況發生。
為了改善此情形，加入了免疫注射的
概念，在第一階段的演算中使用 min 運算
子的概念，運用基因演算法找出各目標之
可接受最低隸屬度值，運用第一階段所得
的隸屬度下限做為免疫的疫苗，進行第二
階段的演算。在第二階段中加入 product
運算子，目的是為了使整體的隸屬度獲得
補償效果，提升目標的隸屬度。整體的演
算流程是基於基因演算法的本質，加入了
免疫注射的概念，並運用 min 運算子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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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的利潤有所提升，模式(五)相較於
模式(三)整體利潤提升 9.447%，而相較於
模式(四)則是提升了 0.78%，除了提升整
體利潤外，也使得各供應鏈成員皆能夠在
一定程度的平均存貨水準下，接受模式(五)
的優化決策。
在進行多目標決策時，可以考慮將其
他的目標列入，例如運輸時間或是服務水
準等等，以求在考慮供應鏈問題時更加周
全。亦可考慮以其他的演算法進行模糊多
目標決策規劃。另一方面於免疫注射的過
程中，可考慮其他獲取疫苗的方法，如建
立資料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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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e modified genetic algorithm and the concept of fuzzy multiple
objective programming to multi-objective supply chain planning problems, to eliminate the
need for complicated calculation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e convergence
and intersection of fuzzy min operator in T-norm operator in the first phase to identify the
minimum acceptable degree of membership, making vaccines to look at the second stage out
of the solution set to get a higher efficiency than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minimum
membership. After obtaining the vaccine, the immunization process through adding product
operator, the use of its strict monotone and coupled with the vaccin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genetic algorithm to accelerate the search proces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d further in the
supply chain in the order of the time period is more appropriate decisions and t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supply chain circumstances, can effectively raise
the target for each member satisfaction.

Keywords : multi-objective problem, supply chain, fuzzy theory, genetic algorithm.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