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collect 公司成功案例研究
中法興 (ID LOGISTICS)
借助語音技術擴張市場

中法興物流檔案
資本額
– 新台幣 3 千萬元

Vocollect 語音技術
助力中法興物流與家樂福
在台灣的擴張步伐保持
一致

2011 年營業額
– 新台幣 8 億元

公司背景

員工數
– 318 人（包含外包 115 人）

倉儲面積

ID Logistics（中法興）集團成立於 2001 年，由數位具有國際專業物流背景，
對倉儲與配送管理有豐富經驗的精英組成管理團隊，並取得投資銀行 Lazard
Bank 支持，同步展開台灣與法國的物流事業。

– 72,631 平方米

營運站點
– 4 個物流中心，3 個區域轉運站

安裝
– INFOLOG 統倉倉儲管理系統
– IDEA 3PL 倉儲管理系統
®

– Vocollect SR 系列耳機
– Vocollect Talkman® T5 移動計算
設備

于法国為零售行业提供服务以后，ID Logistics 在 2002 年初首先在台灣開始
其海外发展。針對家樂福雜貨食品及非食品类商品，先后于桃园芦竹及倉坪成
立两个物流中心。

未雨綢繆 洞燭先機
家樂福量販店從 2001 年起到 2012 年 7 月止，在台灣共開設了 63 家量販店，
成功地成為台灣量販店龍頭企業，台灣量販店業也因家樂福而遍地開花，成為
量販店人才的搖籃。家樂福成功的背後，有著一家擔負起強大的後勤支援工作
的功臣――中法興物流。中法興負責家樂福量販店常溫商品的物流配送業務，
包括：食品、雜貨、家電等乾貨商品。量販店物流業務看似簡單，但實際處理
起來卻是繁雜無比，首先是庫存單位 (SKU) 數高達數萬個，庫存量達十萬板，
每日進出貨量也高達數十萬箱，出貨時有整箱也有正版。旺季時，庫存與進出
貨都是平時的兩三倍，如何整合應對，都考驗著中法興的物流能力。

導入語音系統之動機
中法興於 2005 年獲知主要客戶家樂福，將於未來三年（2006 年至 2008 年）
有大幅度的擴張計劃，三年內門店數量將由 37 間增加至 58 間，這意味著
作業量將有驚人的增長。因應此發展形勢，身為家樂福重要的合作夥伴，ID
Logistics 台灣必須設法提升生產力與服務質量，並兼顧作業成本，引進新技
術並不斷創新，協助家樂福順利實現其發展目標。當時，法國總公司早已引進
了 Vocollect 語音揀選系統，應用於法國家樂福的物流作業了，經過考察與學

“之前對提升速度和準確率的嘗試不僅未能有效且持續地達
到預設目標，而且還使員工士氣受挫。導入語音揀選系統最
明顯的改變是揀貨效率大大提升，員工滿意度也隨之提高。
”

張坤昱
總經理
中法興

習，中法興張坤昱總經理也決定引進這一套系統，並在
桃園蘆竹物流中心率先使用。這一套語音揀選系統也是
台灣的第一套。
語音揀選系統的主要優勢為：
• 提升效率及服務質量
• 提高準確性
• 提升生產率，實時出車
• 提升作業安全性（釋放雙手）
• 實時作業資訊，便利管理及作業管控
• 無紙化

「隨身說」讓揀選效率大大的提升
在中法興物流中心裡，員工們暱稱語音揀選系統為「隨
身 說 」， 即 運 用 語 音 技 術（Voice Technology）將 語
音 識 別（Speech Recognition）與 語 音 合 成（Speech
Synthesis）整合運用，使操作員與倉儲管理系統 (WMS)
形成新的溝通接口與作業模式。為了確保準確率，語音
系統引入「校驗碼」的概念，即：操作員通過語音密碼
登錄自己的語音計算設備之後，系統將其引導至第一個
揀貨位。操作員讀出貼在各揀貨位「校驗碼」，以驗證
所在位置是否正確。聽到已分配揀貨位的正確「校驗碼」
後，系統將引導操作員在該貨位揀取相應數量的貨物；
當操作員所回饋的「校驗碼」與後台系統針對該貨架位
的數據不相符合時，系統將告訴操作員「位置有誤」。
由此可見，只有聽到正確「校驗碼」後，系統才會向操
作人員提供揀貨數量，如此可避免錯誤操作。當操作員
完成前一個作業後，他們立即聽到下一個任務的位置信
息，在移動的過程中，就能收到下一個任務的詳細信
息，從而節約了時間，提高了作業效率。

無紙化揀選 員工滿意度提升
語音技術非常適合進行高效揀選作業，操作員的雙手得
以解放而進行自己的工作。操作員不需要使用紙張，掃
瞄器，標籤，筆或其他東西。他們的雙手能夠空出來揀
選貨物。由於操作員只需要聆聽指示，不需要瀏覽文件
檔、標籤或顯示器，可以專心進行貨物揀選，進而提高
工作效率，同時大幅降低錯誤率。由於員工可以更專注
於自己的工作，更加注意周圍的環境，同時也提高員工
的安全。

缺貨處理
操作員按照指示揀貨時，若發現儲位上的商品數量小於
待揀的數量，則回覆系統「缺貨」和實際可揀數量，系
統此時將引導此操作員繼續下一個揀貨作業，同時也將
缺貨信息轉成補貨需求，由另一組工作人員執行補貨任
務。待確認補貨完成後，語音系統再指示操作員回去完
成此項揀貨作業。

導入語音系統之成效
經過多年的應用，產生的效益如下：
1. 生產力 / 進出貨能力增加：15%
2. 準確率之提高：高達 99.996%
3. 操作員聽從語音指示與確認，無需持單作業與記錄，
可專注作業，減少公共安全意外發生。安全性提高：
• 輕微意外：降低了 26%
• 嚴重意外：無
4. 培訓時間減少：縮短了 10 天
5. 理貨相關員工人數降低：17.5%。人員可調出整理備
貨及理貨，增加理貨空間並有效使用
6. 在系統的控制下，可同時多人在同一通道上揀貨，不
會造成混亂和塞車
7. 效率提升，員工滿意度增加，使得人員流動率從 16%
降低為 5%
8. 通過語音對話，系統很容易事先發現錯誤。庫存即時
更新，庫存準確率提高，核查庫存差異減少

導入語音揀選系統的經驗分享
中法興張坤昱總經理表示，實施語音系統最明顯的改變
是揀貨效率大大提升，尤其是在揀貨品質上整體提高達
到一定的水準。以往看單揀貨的作業模式，不容易對揀
貨效率提供科學化的稽核數據，揀貨速度雖然快，不代
表準確率高，反而是容易出錯，而且容易疲勞，在揀貨
品質上參差不齊。實施語音系統後讓操作員依照系統的
指示進行揀貨，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可以將每張訂單的
揀貨速度控制在一定時間內，而且系統上都有明確的操
作時間記錄，方便管理部門作 KPI 審核。除了效率外，
在工作安全與毀損品發生上，也明顯的降低了。配合家
樂福的作業，要揀出的整棧板或整箱的商品，流程是將
訂單的揀貨資料下載到語音系統，再依語音指令到指定
儲位揀貨，揀貨人員必須對系統說出該儲位的二位數
「校驗碼」，以確保正確儲位與正確的商品，此儲位「校
驗碼」的設計是一個重要關鍵。Vocollect 公司有豐富的
導入經驗，巨細靡遺的教導我們，也提供了我們許多寶
貴的經驗與方法。

中法興 ─ 公司背景
2001-2003：新興的國際物流集團
		於法國為零售行業提供服務以後，ID Logistics 在 2002 年初首先在台灣開始其海外發展。針對家樂福雜

貨食品及非食品類商品，先後於桃園蘆竹及侖坪成立兩個物流中心。

2004-2007：快速發展
		更多的配送中心及物流服務項目在法國開展，尤其是在特殊的零售業（DIY、家居裝飾和家電）
。ID

Logistics 快速發展，在陪伴其重要客戶發展的同時，在巴西、印度洋、西班牙、中國和印尼設立分公司。
		同時期中法興穩健成長，於 2006 年在岡山為家樂福建構一個全新的南台灣物流中心；並另於北部成立

第三方物流（3PL）營運中心，擴大業務範圍。
		ID Logistics 在中國的客戶有 Danone Yoghurt – 達能酸奶，Carrefour – 家樂福，Auchan – 歐尚，

Gefco – 捷富凱，AB-Inbev – 百威英博，Andros – 安德魯， Hai Pa Wang – 海霸王，Chia Tai Group –
正大集團， Yili – 伊利

2008-2011：邁向工業部門
從 2008 年起，ID Logistics 加強與生產企業發展業務，並在生產者與零售商之間設立合作方案。
海外擴大發展陸續在波蘭、阿根廷、摩洛哥設立分公司，俄羅斯 ID Logistics 也在 2010 年成立。
此時期中法興業務穩定成長，配合家樂福進行供應鏈優化，整合其 Cross Docking（越庫式）及 Reverse
Logistics（逆物流）作業，於 2010 年桃園觀音啟用面積 26,300 平方米的聯益物流中心。
2011 年 ID Logistics 在法國接管 「MORY」 集團的物流業務。

2012：股票上市
2012 年 4 月，ID Logistics 股票在法國證交所公開上市。

Vocollect Global Contact Information
Region

Phone

Email

North America:
EMEA:
Asia Pacific:

+1.412.829.8145
+44 (0) 1628 55 2900
Hong Kong: +852 3915 7000
China: +86 10 5957 2685
Australia: +61 409 527 201
LATAM: +1.412.349.2470
Brazil: +1.412.349.2477
+81 (0)3 3769 5601
Singapore: +65 6305 2369
India: +91 124480 6738

info@vocollect.com
voc_emea@vocollect.com
apac@vocollect.com

Latin America:
Japan:
Singapore:

latin_america@vocollect.com
japan@vocollect.com
singapore@vocollect.com

關於 Vocollect 公司簡介
Vocollect 公司是語音解決方案提供商的全球領導者，致力於為配送
和倉庫環境中的移動工人設計和提供語音導向解決方案。憑借語音識
別軟件和高度詞匯差異語音識別準確性，客戶可以通過語音實現更高
水平的績效。每天，全球有超過 40 萬操作員使用 Vocollect 語音解
決方案，將價值超過 40 億美元的商品從配送中心和倉庫配送到客戶
所在地。Vocollect Voice 產品由一支匯聚了 1,700 多名供應鏈分銷商
和渠道合作伙伴專家組成的全球團隊提供支持。Vocollect Voice 套件
可與各大 WMS 和 ERP 系統（包括 SAP AG 解決方案）集成，並支
持業界領先的移動計算終端。
欲知詳情，請訪問：www.vocollec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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