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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動觀點來探討國內企業如何進行供應鏈整合
蕭惟隆
陳禹辰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供應鏈管理系統的成功運作，與參與成員間是否能相互合作，將彼此獨立的企業程
序整合起來息息相關。然而實徵證據顯示，供應鏈體系很難如一家企業一般有效率地運
作。本研究擬探討企業為何(why)會，以及如何(how)能成功地導入並整合供應鏈管理系
統。根據創新實施的互動理論觀點，本研究推測：組織資訊架構與資訊整合程度、產業
競爭壓力與往來廠商的壓力，以及供應鏈成員彼此間的依賴程度等情境因素，可能會影
響供應鏈管理系統的採用與實施，進而影響其整合程度與組織的情境，最後形成一個持
續演變的動態循環過程。
本研究以國內電源供應器廠商—台達電子為研究對象，並以顯示器廠商—誠洲電子
為對比個案，分析它們的供應鏈整合計畫的導入過程，以比對上述理論主張。結果發現，
供應鏈管理的導入與實施涉及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過程中，前述情境因素會彼此相互
影響，使得企業流程與結構產生變革，進一步影響下一個子計畫導入時的情境，最後形
成一個彼此互相影響而不斷演進的過程。
關鍵字：供應鏈整合、跨組織資訊系統、供應鏈管理、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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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to manage supply chain successfully, all companies in the supply chain have to operate
as efficient as though they’re one company. This can be done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theses companies to integrate their business processes into a coherent o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companies adopt SCM systems, and how can these companies
successfully integrate their business process? In this research, Interaction Theory will be used
to explain the above phenomenon. Presumption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hat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M system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follow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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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xtent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ressure from
competitors and contact companies, and the extent of mutualdependence of the members in
the supply chain. Furthermore, the above will a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extent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Finally, a dynamic process, which continues to evolve, will
be formed.
In the case study, two Taiwan based companies, which are Delta - a power supply
manufacturer, and ADI - a monitor manufacturer, are analyz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which
includes their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s plans of ERP and E-procurement, are compared with
the AST theor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eployment of the ERP and the E-procurement,
which induces a dynamic and iterativ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will
affect each other, and also change the exiting business process and structure, and continue on
to affect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next plan, and finally form a dynamic process.
Keywords: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ase Study Research.

1. 緒論
供應鏈管理在過去幾年間，開始受到學術界與企業界的高度重視[18] 。過去產業體
系的成員，彼此間係以一種獨立而較少協調合作的模式來營運；強調的是己身能力的提
升，而不是供應鏈整體運作績效的改善。這樣的運作模式是昂貴和缺乏彈性的；負責生
產製造的企業經由層層關卡而得到或預測了市場需求資訊時，卻不一定能即時準確地交
貨與提供服務。隨著全球經濟時代的來臨，面對產業的激烈競爭及市場 需求的快速變
化，企業為了尋求生存與永續經營，必須開始掌握及改善供應鏈的管理。
供應鏈參與成員彼此間是否能長期相互合作並相互整合，很可能會影響到供應鏈體
系的運作績效。參與供應鏈體系的成員大多是個別獨立的企業[25] ；然而，他們卻必須
長期共事，與策略聯盟的成員僅為一個短期的共同目標而奮鬥的情境頗所差異[17]。實
徵證據顯示，供應鏈體系的運作績效，不必然比其他類型的價值鏈運作方式要來的好
[13] 。由於成員們彼此間的敵對行為，供應鏈體系的成本急遽上升至不可思議的程度；
據估計，單單美國食品業，每年因為成員間的惡劣關係所造成的浪費就高達 300 億美元
[21]。藉由供應鏈整合所形成的伙伴關係，很可能可以改善供應鏈管理的績效，並有助
於為終端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 [9, 15]。換言之，供應鏈體系的整合程度愈好，愈有助於
供應鏈管理績效的提升。
供應鏈整合的範圍包含了企業內的內部整合與成員間的外部整合[20] 。整合的過程
中，資訊科技的運用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由於資訊科技不斷進步，加上成本愈來愈
便宜，許多企業皆積極採用資訊科技來輔助企業內部的各項作業。因此，本研究擬將探
討的重點集中於供應鏈成員彼此間的外部整合活動，也就是藉由跨組織 資訊系統
(Inter-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IOS)來整合供應鏈內的成員間的價值活動、作
業流程、資訊與資源。本研究希望瞭解，有哪些因素會促使企業採用 IOS ，並引用相關
理論來解釋 IOS 的實施的過程中，組織情境如何影響到供應鏈的整合。本研究的發現預
期將有助於關心供應鏈管理的人士更進一步的瞭解供應鏈整合的本質與過程，並可提升
供應鏈管理的績效。
本研究選擇個案研究法來進行實徵研究 [41]。研究的個案為國內的電源供應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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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台達電子，並以顯示器廠商—誠洲電子為對比個案。本研究以調適結構化理論[19]
及吳俊賢[5]所推演的電子資料交換(EDI) 系統導入過程模式為基礎，根據供應鏈管理的
情境加以修改與調適，並發展出一組主張來描繪該兩個案公司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以整
合供應鏈的決策考量、跨組織系統的整合方法、計畫推行的過程與最後產生之結果。

2. 文獻探討
當前文獻上有相當多的供應鏈的定義，不過各學者所要表達的意思相差不遠，大致
上均涉及價值鏈體系成員間的作業、物流、資訊流與程序的整合與串連。如 Christopher
[15]將供應鏈定義為：「由彼此連結且相互依賴的組織所構成的網絡，經由成員間的共事
與合作，以便控制、管理與改善物料及資訊在供應商至消費者間的流動過程」
。Ganeshan
& Harrison [22]則將之定義為：
「一個由採購物料、轉換物料為半成品和成品，以及配銷
最終產品給顧客等過程所組成的網路架構」
。
許多專家學者均相信，供應鏈體系的緊密整合，很可能可以顯著地提升供應鏈管理
的績效，同時有助於為終端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9, 33]。更甚者，供應鏈管理的成敗很
可能取決於能否成功地整合供應鏈[27] ，這是因為供應鏈密切整合之後，可以：1.加快
新產品的研發；2.充分利用科技；3.降低產品商業週期； 4.減少資源的投資；5.降低成本
與回應時間[36] ，同時 供應鏈成員可藉助生產作業的聯合預測與規劃、資訊的分享及利
益與風險的分攤，來獲致整合性的效益；藉由內部和外部整合所產生的綜效，可提升它
們的競爭力[20]。
供應鏈運作時，供應鏈中的廠商們彼此間存在著一個既需分工又需相互整合的關
係。各個廠商原本都有其專長的核心能力，往往需透過 IOS 將彼此整合起來，才能促成
從原物料供應商至終端消費者間價值鏈成員的緊密結合與協調，使供應鏈的運作彷彿一
家有效率的企業一般，有效地滿足消費者不斷改變的需求[15]。換言之，供應鏈的整合
必須結合企業各自的核心技能以構成一「虛擬組織 (Virtual Organization)」；例如：往下
整合專業的物流或銷售廠商，向上則整合高品質的原物料廠商，並使這些成員可以分享
資訊、共同規劃、共同解決問題與分享利潤[36] 。
要達到上述目的，必須藉由 IOS 緊密地整合供應鏈成員間的企業程序，使得上下游
廠商可以分享包括產品設計、生產狀況、存貨數量等資訊，以降低整體的產品商業週期；
透過這樣的結合，上下游廠商間建立了彼此互信、榮辱與共的共生關係 [18]。因此，所
謂的供應鏈管理也可以視為是一個以「協力合作為基礎(collaborative -based)」的策略，
藉由連結橫跨不同企業間的運作流程來實現彼此共享的策略願景[20] 。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所謂的供應鏈整合，若從整合的內容來看的話，涉及了企業
運作上的物流、資訊流與金流的整合；若從整合的範圍來說的話，則可分成企業內部的
整合，和企業與企業間的外部整合。藉由供應鏈管理系統的導入，可以將原本各自獨立
運作的企業程序加以整合；其中的企業程序可以被視為是由許多活動組成的結構體，例
如：採購、製造、配銷與規劃等程序，主要是用來協助產品流、資訊流、金流的傳遞與
運作[27]。
因此，資訊科技特別是 IOS 的運用，應該可以為供應鏈整合所涵蓋的跨組織合作或
協調活動帶來綜效[5]，很可能是供應鏈整合的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18, 26,
27]。近年來，資訊科技不斷進步，加上成本愈來愈便宜，許多企業已經都能接受「採
用資訊科技來輔助企業內部作業」的觀點[10] ，若能進一步將組織間的管理流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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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及個別獨立的資訊系統整合起來，很可能可以發揮資訊科技的更大效用[26] 。
然而，資訊系統應用效益的發揮，仍有賴於：
「組織能有效地擴散技術的應用層面」
。
如前所述，供應鏈管理系統係以整合上、中、下游各廠商企業流程上的資訊流、物流、
資訊流為目的，一般均屬於較為複雜的跨組織資訊系統。若能有效地擴散此系統之應
用，就企業本身而言，應可加強各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以提高企業的整體運作效率；
就整體供應鏈而言，則可以縮短訂單週期、降低成本，以及提供顧客更快更好的產品與
服務。
因此，瞭解企業為何會及如何能採用與推動供應鏈系統的擴散，也就變得相當重
要。近年來，研究者漸漸相信組織導入及實施資訊科技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Markus [28]
首先質疑過去的科技主導 (technological imperative)、問題解決 (problem-solving)觀點過於
單純，科技的實施很可能涉及了「組織情境」與「技術的設計及應用」彼此間的繁複互
動；因此運用資訊科技及其所產生的結果，很可能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性互動過程
中逐漸浮現出來的，其結果通常是不可預期的[28, 29]。
Orlikowski and Robey [32] 進一步提出結構演化(Structuration)模式來描繪前述複雜
現象。在此一模式中，在科技導入組織之後，隨著時間演進，包括：資訊科技本身、使
用者、組織及其工作環境等，都將將持續地互動及演進。在這些基礎上，DeSanctis and
Poole [19]提出調適結構化(AdaptiveStructuration)理論，以一組命題來說明組織運用新興
資訊科的變革過程中的互動和調適。在該理論中，科技的設計與應用形式有一個相對應
的社會結構，與既存的跨組織社會結構不一定一致。而運用該科技時的利己行為，不但
會影響到企業內的作業流程的規劃，同時也會衝擊組織間的合作協調機制。在這些因素
互動下，可能會浮現出新的結構來影響科技的使用與運用科技的結果，亦可能促成新興
的社會結構，如此地循環演進，構成一動態的過程[1]。
因此，
「企業彼此會因共同經濟利益而積極合作以導入並普及應用 IOS」的傳統理
性經濟觀點，或許不適用於解釋供應鏈的整合；互動理論或許較為適合用來描繪企業如
何導入資訊科技，以及成員彼此間如何互動以整合供應鏈的過程。吳俊賢[5]曾以台北農
產運銷公司為對象，引用前述互動理論觀點，來描繪組織導入一項新興資訊科技(EDI)
的過程中，在組織內部與組織間所發生的複雜現象。結果發現：
「協力廠的互動關係或
協調機制的運作，靠的是一種利益與人情的加權，… . 組織間由人際心理承諾所建立的
非正式連結過程，和由正式合約或投資間所建立的正式關係，必須維持平衡，組織間的
關係才能夠保存[1]」。據此，本研究擬從互動理論觀點在吳俊賢[5]的過程模式基礎上，
嘗試探討組織導入 IOS 以整合供應鏈的行為。

3. 研究模式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模式與假說
過去企業採用的 EDI 系統，主要以加值網路(value added network; VAN)來傳送電子
文件，資訊在流通的過程中被增加許多價值，並以雙方事先約定的形式呈現。根據吳俊
賢[5]所發展的 EDI 系統導入過程模式，組織的準備程度（企業資訊化程度、組織可運
用資源）
、外在環境的影響（外界的壓力、不確定性、資訊技術基磐的成熟度），與企業
對於 EDI 的認知等因素，會影響 EDI 在供應鏈體系中的導入與實施。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組織開始以成本低廉且具有開放性架構的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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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代加值網路。由於整個技術環境的轉換，使得企業對於 IOS 的採用有著與過去不同
的考量重點。加值網路的缺點在於建置及使用成本過高，由於昂貴的建置與人員訓練成
本，組織可能因為可運用資源不足，而放棄導入 EDI 系統。這使得大部分小型企業沒有
能力導入 EDI。但在現今的網際網路環境中，建置以網際網路架構為基礎的 EDI 系統所
需花費的成本相對減少甚多，加上人員已具備使用 EDI 及網際網路的經驗，故組織可運
用資源的影響理應不如過去一樣地顯著。在企業資訊化程度方面，因為整體供應鏈績效
的提升，仍有賴於供應鏈成員本身的資訊架構與內部整合程度的完整，才有可能進行供
應鏈的整合，因此本研究推測企業內資訊系統的整合程度依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外界環境的影響方面，由於加值網路是一種專屬且封閉的網路，不僅開發技術複
雜，網路上的成員還得相互協調網路運作的標準，因此 EDI 技術環境的成熟與否，對供
應鏈系統的開發與整合有相當重大的影響。近幾年來，網際網路已成為大部分企業必備
的基礎建設，在一直被人詬病的交易安全性上也已有突破性的進展，相關法令與技術如
電子簽章、數位加密等日趨完備。由於網際網路技術基磐已趨於成熟，其對供應鏈系統
的採用與實施的影響應該不是那麼明顯。至於外界產業壓力的影響，由於產業的競爭愈
來愈激烈，加上供應鏈管理觀念的興起，本研究預期該項因素應該還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力。
在 EDI 的認知方面，過去資訊科技的應用並不如現在普及，因此企業在 EDI 技術
資訊的獲得上比較不充分，很可能因此而對該技術的認知不足，進而拒絕採用 EDI 技
術。但在今日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科技的運用已成為企業的基本生存條件，企業獲得
相關資訊的管道也比以往來得充足，組織很可能不會因對該技術認知的不足而影響其採
用的決策。最後，吳俊賢[5]並未考慮到交易成員間的社會關係，也就是彼此互相依賴或
人際承諾的非正式關係。但在供應鏈內的成員間，相對依賴的來源和程度往往決定了一
個組織的權力大小，權力愈大的廠商愈能夠影響它的交易伙伴去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
本研究據此推測供應鏈成員間的依賴關係，或許也應納入考量。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研究發展出一個新的過程模式，如圖 1 所示。圖 1 的研究模式
顯示，組織導入供應鏈管理系統時，包括：企業內資訊系統整合的程度、往來廠商及競
SCM 之 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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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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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DeSanctis & Pool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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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壓力，及企業彼此間的依賴關係等情境因素，可能會影響組織的採用決策（如?所
示）
，而運用 IOS 科技的方式（很可能是一種利己行為）則會影響企業內與企業間的作
業流程的規劃與設計（如?所示）
，進而影響其供應鏈整合的結果（如?所示），最終影
響整個供應鏈管理的績效（如?所示）。另外，企業實施供應鏈管理系統的過程中會與
工作環境、使用者產生互動，最後可能促成新的社會結構（如?所示）
。若從長期來看，
更可能促成市場機制與產業結構的改變，進而對企業外在環境、社會關係等造成影響，
進而影響導入供應鏈管理系統的情境（如?所示）
，形成一個彼此互相影響而不斷演進
的過程。
接下來，本研究將說明納入前述情境變數的理論觀點。供應鏈整合程度的高低，其
所可能的影響因素，並非僅僅來自於企業與供應商間的互動，企業本身的核心能力與組
織的運作效率，也是影響供應鏈管理效能的重要因子。根據 Venkatraman [40] 的論點，
組織導入資訊科技之後，若能透過企業程序再造與內部功能整合，組織應用科技的效益
將更顯著。內部整合後，企業內的資訊系統架構愈完整，各部門的資訊化或電腦化的程
度也愈好，可以減少許多人工干預的流程；反之，部門間的資訊若無法整合在一起，資
訊系統的效益很可能很難被發揮出來[31]。因此，強化組織內部整體企業資源規劃與整
合的能力，很可能也是供應鏈整合成敗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實徵證據亦顯示，導入
EDI 的組織的內部整合對其運作技術的效益的確有正面的影響[35] 。基於上述的論證，
本研究主張：
理論主張一、企業內資訊架構愈完整，則企業愈可能運用跨組織資訊系統來進行
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理論主張二、企業內各部門資訊流的整合愈好，則企業愈可能運用跨組織資訊系
統來進行供應整合的活動。
促使公司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外在壓力主要可以分成兩類：競爭壓力以及往來廠
商的推力[26] 。在高度競爭壓力下，資訊科技的運用已經成為企業提升己身競爭力的重
要工具之一。因此，企業所處產業中的競爭壓力愈大，則企業愈可能採用跨組織資訊系
統來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35]。此外，台灣的企業多為國際品牌大廠的委外代工伙伴，
在跨組織的關係中，常是較弱勢的一方。一般來說，國外大廠佔本國企業之業務或利潤
比例都很高，台灣企業一旦喪失這些訂單，很可能會對企業生存造成影響。因此，往來
廠商的要求常是影響企業決策傾向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主張：
理論主張三、產業內的競爭壓力愈大，則企業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進行供應鏈整合
的機會也愈大。
理論主張四、企業面臨往來廠商的推力愈大時，則企業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進行供
應鏈整合的機會愈大。
供應鏈成員間的相對依賴程度愈高，則資源富有一方的組織就擁有愈大的權力去影
響資源依賴的組織[34] 。當交易的雙方之權力分配並不平衡，且跨組織資訊系統的發起
廠商擁有較大權力時，則該廠商很可能會運用其本身所具有的權力去影響其他的交易伙
伴，促使他們參與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來達到供應鏈整合的目的。基於上述的論證，
本研究主張：
理論主張五、供應鏈成員對核心企業的依賴程度愈高，供應鏈成員可能運用跨組織
資訊系統來進行供應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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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關切的現象屬於組織當中正在發生的問題，目的則是深入、廣泛的瞭解現象
發生的本質，以釐清該等現象「為何會」及「如何」發生。與橫斷面(cross -sectional)的
研究方法比較，定性研究法較適合探討長時期不斷演變的組織現象；這類方法可以讓研
究者能深入地分析組織演變的動態，以發展新的理論。根據 Yin [41] 的觀點，當研究問
題類型屬於要探究「為何會」及「如何」
，同時研究者並不對研究的情境做任何控制時，
適合採用個案研究法。基於上述論述，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
個案的選擇需符合理論研究之需要之外，還必須考慮後勤支援等因素[41]。由於台
達電子與誠洲電子有作者熟識之友人從中安排與接洽訪談人員；它們均位於台北地區，
交通便捷；而且，這兩家公司也正在進行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計畫活動，對本研究之主
題又展現出相當高度的配合意願，故本研究選擇該兩公司為個案對象。
個案研究的設計首先需決定研究的分析單元，這與界定究竟什麼是「一個個案」是
息息相關的[41] 。一個個案可以是一個事件或一組相關決策等邏輯性事物，也可以是實
體的事物，如公司的高階主管。本研究主要採單一分析單元之設計，重點在於瞭解：供
應鏈參與廠商著手進行供應鏈整合活動時，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實施產生變化之動態性
「過程」
。本研究的個案研究單元設定為前述 IOS 導入所涉及的「持續性的動態過程」。
為了儘可能呈現完整的客觀事實，研究所需的資料是透過個案訪談與次級資料等來
源蒐集而來。另外，為使不同個案的資料蒐集工作，能維持一致性並確保沒有疏漏，本
研究使用個案研究計畫(protocol)作為執行個案訪談工作的綱要[41] 。個案研究計畫中包
含訪談作業的步驟、受訪對象與訪談時程等作業細節，同時還設定了若干訪談議題，每
一議題均對應特定的構念。從文獻與專家意見中，本研究歸納各構念或變數的重要衡量
指標，作為每一議題下的查核項目或分析要素(checklist)。每次訪談花費約 2 至 4 小時，
過程均予錄音。錄音帶內容均抄錄成書面訪談稿（訪談紀錄共計有 7 份，參見附錄一）
，
並寄給主要受訪者審閱以驗證內容的正確性。
Yin [41]建議若干資料分析策略，其中以類型比對(PatternMatching)是較常用的一種
資料分析策略。所謂「類型比對」
，是將實證上所發現的現象與進行實證研究之前所探
討的理論（或文獻）進行比對，分析其間有何異同，並檢驗這兩種類型是否配對(match)？
本研究主要是以前述理論架構以及主張作為資料分析的指引，並將所蒐集與個案公司有
關的各種資料，包括訪談、公司文件、表單、期刊、報章、雜誌，與先前文獻探討中有
關的理論進行比對，探討是否有與理論相同或相異的現象，分別予以標記編號，並依據
事件的屬性歸類。最後，再釐清各事件之間的關係，將有關的事件予以連結。

4. 研究發現
本研究推測組織內的資訊架構愈完整，各部門間的資訊整合程度愈好，則組織愈可
能運用 IOS 來進行供應鏈整合（理論主張一、二）；產業內的競爭壓力與企業面臨往來
廠商的推力愈大時，則企業採用 IOS 以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機會也愈大（理論主張三、
四）
；與供應鏈成員間的依賴程度愈高，則組織愈可能運用 IOS 來進行供應鏈整合（理
論主張五）
。
實徵的研究將以國內的電源供應器大廠—台達電子，與顯示器大廠—誠洲電子做為
對象。台達電子的研究，是以其供應鏈管理中的重大投資計畫—1998 年導入 SAP 的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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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做為起點，至 1999 年參與政府的電子採購 B 計畫為止，來分析個案中的實證發現
是否符合前述理論主張。個案的研究單元為「導入前述系統所涉及的持續性的動態過
程」
。在誠洲電子方面，係以其 2001 年導入 SAP 的 ERP 系統做為實徵研究對象，但因
為誠洲電子目前只完成與 SAP 公司的簽約，故本研究僅能針對影響誠洲電子採用 ERP
系統的因素進行個案分析。

4.1. 台達電子個案∼SAP/ERP 系統之導入
可能會影響供應鏈整合程度的因素，並非僅僅來自於組織彼此間的互動而已，強化
整體企業資源規劃與內部整合的能力，也是供應鏈運作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1998
年，台達導入 SAP 的 ERP 系統，主要就是要扮演整合企業內部部門與資訊系統的角色。
資訊處張敏芬經理指出：
「ERP 系統的導入屬於台達電的墊基工作，透過它能夠將公司內部重
要的行政工作、商務流程與生產流程轉移至系統上運作，經由這樣的工程，台達電才有能力去
進行跟外部廠商的自動化工作（訪談稿 2，P2）」
。該公司是在 1997 年開始進行 ERP 導入的

規劃，並在 1997 年的第四季開始進行研發與建置的工作。1998 年 11 月，完成台灣地區
的上線工程；1999 年 5 月大陸東筦上線；1999 年 11 月泰國上線；2000 年 4 月美國上線；
2000 年 7 月墨西哥上線；2000 年 10 月歐洲上線。目前台達電的 ERP 系統的建置工作
大致上已完成 90% 以上；除了日本之外，各工廠間都已連結起來。

4.1.1. ERP 系統導入之背景與動機
台達電導入 ERP 的背後動機，主要是因為要滿足台達電未來的發展需求、所處產
業的競爭與客戶壓力之外、Y2K、高階主管的遠見、對系統效益的認知等因素 。台達電
過去採用的系統為 Man/Man 系統，是一套 MRP 的系統。隨著台達電的營運據點逐漸走
向全球化，以及產品的種類不斷擴張時，三四年前台達電開始發覺舊有的系統已無法滿
足未來發展的需求。台達電於是開始尋找能夠符合公司未來發展需求的軟體。經過一段
時間的評估之後，覺得 SAP 公司的 ERP 系統比較符合該公司的需要；另一方面，它的
客戶 HP 也極力推薦 SAP。種種因素考量之下，最後決定採用 SAP 公司的 ERP 系統（訪
談稿 3，P1；訪談稿 1，P 9）。
ERP 系統的導入要能夠成功，必須在企業各部門的資訊化程度已有一定程度的前提
下才有辦法進行的。ERP 系統導入使得台達電的資訊架構整體翻新，並對台達電的資訊
架構造成了相當大的改變（訪談稿 1，P9）。但要進行這樣的改變，必須在企業內各部
門的資訊化程度已有一定程度的前提下才有辦法進行的；如果原本各部門或各工廠的資
訊化或資訊整合程度不佳而強制要轉換時，失敗的機會是蠻大的。在台達電內也可觀察
到這樣的現象，資訊處吳蓬琪經理指出：
「台達電在進行 SAP 的 ERP 系統導入之前，也曾
評估過台達電各營運據點或工廠的資訊程度，人員不夠或資訊硬體不足時，台灣總部會派資訊
人員前往支援或由當地公司自行招募所需人員，等整個資訊架構完整後才進行 ERP 系統的導入
（訪談稿 5，P3）」
。由此可瞭解到台達電在進行 ERP 系統的導入時，對於各工廠與部門

的資訊化整合程度係有一定的要求。
在面臨產業環境激烈競爭的同時，企業必會設法藉由資訊科技的採用來提升本身的
能力。資訊處朱漢安處長指出：「 台達電在導入 ERP 系統的背後動機很簡單，當公司面對競
爭壓力時，當然會設法強化自己的能力，例如品質、效率、成本等方面，總是希望能花愈少的
成本，就能大幅地提升自己本身的效能（訪談稿 1，P8）。」由此可以瞭解在競爭激烈的產業

中，領導企業仍會感受到明顯的壓力，進而促成採用 ERP 的動機。不過，台達的動機
與自我超越的需要可能比較相關。競爭者企圖導入跨組織資訊系統以迎戰日益激烈的競
爭的舉動，雖然有可能使得產業內的競爭更加激烈，但：「我們沒有多餘的心力來關心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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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者在做什麼。競爭者方面的影響不會很大（訪談稿 1，P13）」，那並不是台達電現階段所關

心的重點。
在需求快速變動的資訊產業裡，國內各廠商都面臨了強大的市場與客戶的壓力。台
達電所處需求變動快速的資訊產業，而其在電源供應器領域的市場佔有率已經是全球第
一了，因此它非常關心「如何去滿足客戶的要求」
，並著重顧客關係的管理（訪談稿 1，
P13）。因此，包括導入 ERP 系統在內：
台達電所有的行為，都是為顧客而做的。… … 台達現在已經是第一了，這是在產品
面，… … 現在要怎樣維持第一，第一個是一定要好好去管理跟顧客間的關係，第二個是
必須要去將品質作得非常好，第三個是反應的敏捷度要非常高。我們沒有多餘的心力來
關心競爭者在做什麼。競爭者方面的影響不會很大，倒是顧客這邊的影響才會很大（訪
談稿 1，P13）。
朱漢安處長提到：
「客戶都希望下單給台達電後，能夠在兩天就交貨，以致於供應
鏈的運作都會牽涉到全球運籌的 Hub Operation，Hub 是一個集散中心，是因應台達電客
戶所設立的，台達電在全球擁有十幾個 Hub 集散中心（訪談稿 1，P3）
」
。在這樣的強大
壓力下，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台達電必須將這些集散中心整合起來，才有辦法滿足客
戶的要求。由此可知，客戶壓力對於台達電採用 ERP 系統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
國內廠商與國際客戶間的依賴關係，往往會影響到國內廠商對於資訊系統的採用。
台達電所面對的客戶大多是國際資訊大廠，所接的訂單也大多屬於委外代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的訂單，而且所佔的營業比重都相當高；另一方面，由
於資訊產業競爭相當激烈，市場需求一變化，客戶隨時都可能抽單，或者將訂單轉交給
其他廠商（訪談稿 1，P18），因此台達電對於客戶的依賴程度較為明顯，這樣的依賴關
係對於台達電採用 ERP 系統有一定的影響。換言之，組織依賴客戶的程度愈高，愈可
能採用跨組織資訊系統以整合其供應鏈。相對而言，供應商對台達電的影響程度就不
高。一方面是風險上的考量，使得台達電設定了每一供應商的供給量上限；另一方面，
部分供應商的產能也無法完全滿足台達電的需求。
除了上述本研究所認為的影響因素之外，在台達電的實證證據中本研究也發現有其
他因素也會影響台達電對 ERP 系統的採用，例如：Y2K 危機、經營高層的遠見、對 SAP
系統功能的認知等因素。在接近西元 2000 年的同時，全球掀起了一陣 Y2K 危機的旋風，
台達電也意識到該危機將會對企業的營運造成多大的損害，故台達電就藉此機會將企業
本身的資訊架構與系統進行大幅度地修改，使過去單獨且老舊的系統全部翻新，並透過
SAP 的 ERP 系統全部整合起來（訪談稿 1，P 9）。在台達電的經營高層方面，在觀察到
產業環境的變化趨勢以及本身對於台達電的未來長遠規劃，並在 1995 年時主動提出對
ERP 系統的調查工作，並在系統推行的過程中給予相當的支持（訪談稿 6）。而台達電
本身對於 SAP 的 ERP 系統所提供效益的認知，也促使台達電對於 ERP 系統的採用，在
物料處的訪談中，唐修平處長對 ERP 系統所提供的效益表達了正面的肯定態度（訪談
稿 3，P6）
。

4.1.2. SAP 系統導入之過程
由於 ERP 的導入涉及了組織流程的再造工程，當中難免會遇到許多困難與挑戰。
一般而言，組織剛開始採用新系統的時候，使 用者必會有一段時適應期，在導入過程中，
組織如何將使用者的抗拒與阻力銷減到最小，是一般企業在導入新系統時都會面臨到的
考驗。根據台達電物料處唐修平處長所言：
「SAP 工程不在於說要導入，最重要的是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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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軟體的改變、組織架構的改變、流程的改變等，這些才是相當困難與複雜的（訪談稿 3，
P4）」。

陳禹辰[6]發現新舊技術系統替換的轉移過程中，老舊技術系統很可能會成為新系統
導入之負擔或包袱，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台達電在導入 ERP 系統的過程中，遭遇
到了新舊系統間的資料轉換、作業流程的改變、新舊系統上的適應等困難。由於台達過
去使用的系統與新系統間在資料格式上有所差距，故在新舊系統的轉換上，在資料格式
轉換的過程中花費了許多的時間與人力。
另外，新舊系統的轉換也造成了許多作業流程的改變與再造，使得使用者必須改變
過去的作業習慣來適應新的系統，即使這樣的改變對企業有益，但使用者在轉換初期難
免會抱怨。加上新舊系統轉換的中間適應期太短，也使得使用者對新系統產生適應不良
的情形。為了使上述狀況對組織造成的損害減到最低，台達電事前花了近半年的時間從
事規劃工作（訪談稿 3，P1）
。此外，台達電內部對於任何計畫的執行與達成都有嚴格
的要求，高層所發佈的任何政策或指令，各級主管都會嚴格要求其執行的進度與落實的
成效。由於台達電企業文化之故，使得 ERP 系統的導入過程中減少了許多阻力（訪談
稿 3，P5）
。

4.1.3. SAP 系統導入之結果
ERP 的導入，使得組織內部的整合更加地緊密，也造成了組織結構、企業流程與成
員間社會結構上的改變。台達電透過 ERP 系統的導入，使得世界各地營運據點的資料
彼此能夠整合起來，這樣的整合增加了資訊的一致性與正確性，解決了過去因資訊不一
致所產生的問題，也改變了過去部分的作業流程，供應鏈管理課的黃進財課長指出了當
中的改變：
過去可能發生品保部門發現物料有問題時，其資訊還未傳遞給採購部門知情，如此
變造成一個落差，由於未能即時通知採購部門，而再次購買有問題的物料進來。但現在
導入 SAP 之後，品管發現材料有問題，該訊息立即就會輸入 SAP 系統，此時採購連下
單都不能下單，這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功能，解決了源頭所造成的問題（訪談稿 4，P16）。
除了資訊一致性與正確性的效益外，ERP 系統也使得資訊傳遞的時間大幅地降低
了。就如資訊處朱漢安處長所提到：
「過去一個簽核，送到大陸那邊可能需要幾天的時
間，現在可能幾分鐘就解決了，所以企業整個作業流程效率提升了（訪談稿 1，P10）」。
隨著各部門與工廠的整合，台達電的組織結構也從過去的分權式架構，改變成較為
集權式的組織架構 （訪談稿 3，P 4）。另外，為了使供應鏈的管理更有效率，供應商的
數目必須趨向合理化。台達電導入 ERP 系統後，縮減了原有供應商的數目，以使供應
商的數目能夠趨於合理化，這樣的縮減動作使得台達電與各供應商的社會關係開始質
變，使得供應鏈成員間的相依關係更為提高。
台達電導入 ERP 系統之後，實施的過程與調適結構化理論的主張若合符節，過程
中受到時間、技術、組織和工作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如上面所述產生企業流程與結構
的變革。這些變革預期可能會對接下來的電子採購系統的採用情境造成影響，形成一個
彼此互相影響而不斷演進的過程。

4.2. 台達電子個案∼電子採購計畫
台達電所建置供應鏈管理中的電子採購計畫，主要是為了提升與供應商之間往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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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動的效益，除了原有資訊、資料的傳遞方式改變所節省的時間外，最重要的是因應
電子商務的便利性和即時性，重新架構了台達電與供應間的交易流程。其中台達電依照
與供應商資訊傳遞的方式，將供應商分成三大類：(1) Web-Browser，提供一個 Web 平台，
讓供應商來進行訂單確認與回覆的活動；(2) File transfer，經由事先定義的資料格式來傳
遞訂單資料；(3) System to System，也就是 ERP to ERP ，採用 RosettaNet 標準，交易過
程完全自動化。

4.2.1. 電子採購系統導入之背景與動機
台達電在 98 年開始進行 SAP 的 ERP 系統導入，截至目前為止除了日本之外，已完
成近 90% 的 ERP 的建置工作。在完成企業本身內部的 ERP 系統建置之後，台達電便開
始思考接下來如何與客戶及供應商來進行互動（訪談稿 2，P 2），經過一些評估之後，
即決定從供應商方面來開始著手。
過去企業往往透過製造成本上的節省，來提升己身的競爭力及獲得更高的利潤，但
在製造成本上的節省必然有一極限存在，再加上產業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使得企業必須
另謀途徑來提升競爭力。在台達電方面則是透過電子採購系統的建置來達到節省成本的
目的；另外，更提升企業間運作的效率與資訊的透明度（訪談稿 2，P2）
。
在競爭激烈的資訊產業，資訊科技的採用已成為生存的必備工具。台達電透過 ERP
系統的導入後，固然有使企業整體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但競爭者學習模仿的腳步也相
當快速，這樣也使得產業的競爭更加地激烈，如資訊處朱漢安處長所言：
「競爭者方面的
話，我們沒有做多大的研究，因為我們不太會去關心他，我舉一個例子，只要台達運用 SAP ，
光寶也一定用 SAP 。… （訪談稿 1，P13）」；另一方面，隨著競爭者在 IT 方面的投資，使

得台達電與競爭者在 IT 方面的差距愈來愈小，而使得台達電所面對因競爭對手在 IT 上
投資而造成的競爭壓力也愈來愈大。這樣的競爭循環結果也使得台達電的電子採購計畫
受到了產業競爭壓力的影響。
國際資訊大廠的營運要成功，必須倚賴其供應商的配合，所以國際大廠都會要求其
供應商配合其經營模式。同樣地，台達電也感受到來自客戶的壓力。近年來，資訊產業
興起接單生產(Build to Order，BTO)的營運模式。為了配合國際大廠的新興營運模式，
台達電除了藉由 ERP 系統整合公司內部之外，更進一步地與供應商緊密地相互整合，
並透過電子化的作業流程，來加速這些供應商與台達電間的交易活動。
要達到與供應商緊密地整合，前提是供應商的資訊化程度能夠予以配合。由於台達
電的供應商資訊化程度不一，台達電於是提供上述三種資訊傳遞的方式，並負責供應商
的連線費用與硬體設備，以及連線咨詢服務。由上述的分析可瞭解，供應商資訊化程度
的高低與客戶的壓力，對台達電 B 計畫的執行有著顯著的影響。
台達電在導入 ERP 系統的過程中，同時也進行了企業程序再造工程（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結果對電子採購系統的導入情境造成了影響。例如：供
應商數量理想化與供應商網絡重配置的工程，使得台達電的供應商數目減少，並改變了
各工廠的供應商網絡，這樣的改變使得各工廠增加對少數特定供應商的採購金額，與這
些供應商間的依賴程度也隨之增加（訪談稿 4，P12）。再加上電子採購計畫是台達電與
供應商間的整合計畫，故供應商在影響決策的程度上，是比 ERP 系統來的高。

4.2.2. 電子採購系統導入之過程
台達電推行電子採購系統的過程大致上可分成：初步溝通(init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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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接觸(initial contact)及簽訂意願書與教育訓練等三個階段。在初步溝通階段，該公司
事前將三到五家供應商分類成一個小群體，並透過舉辦研討會的方式，告訴供應商電子
採購計畫的內容與其可獲得之效益，例如交易成本的減少、資訊可見度等，讓供應商對
該計畫的作法與時程有一初步的瞭解（訪談稿 2，P6）
。
到了第二階段，該公司開始評估供應商，以瞭解其資訊成熟度如何，當中包括：是
否有使用 ERP 系統、公司資訊人員配置如何等問題（訪談稿 2，P 6）。等到第二階段的
小群體累積到一定數量之後，即將這些小群體組合成一個大群體，再次舉辦較為大型的
宣導會或說明會，藉此來鼓舞供應商的衝勁與宣示計畫進行的決心。在這樣的場合中，
台達電會請有意願參與計畫的供應商簽下意願書，之後便進行上線前的教育訓練（訪談
稿 2，P6）
。廠商上線後，台達電除了上述的基本教育訓練之外，也會藉由舉辦研討會、
成立技術支援中心和供應商滿意度調查等措施來輔助計畫的執行（訪談稿 2，P7）
。
供應鏈整合計畫的推動，可能會促成跨組織流程的再造或組織間合作協調結構的改
變，當中供應商的抗拒與排斥在所難免。對台達電來說，由於先前導入 ERP 時已克服
大部分內部的阻礙，同時奠定向外整合供應商的基礎，因此對它而言，電子採購系統僅
僅是一系列相關創新的延伸而已。

4.2.3. 電子採購系統導入之結果
台達電在電子採購計畫中，設立了二十幾項主要績效指標(KPI)以衡量計畫成效。這
些指標包括零件承認時間、新產品研發時程、訂單處理成本、品質問題處理時間、供應
商交貨等待時間等。目前因計畫剛執行不久和礙於商業機密問題，相關數據還不便公
開，但根據台達電人員所述，計畫的成效將達到當初預期的目標，甚至會更好（訪談稿
。
4，P9~10）
除了上述效益之外，台達電與供應商彼此間的資訊透明度也獲得了改善。如供應鏈
管理課黃進財課長所言：
「過去供應商要向台達電查詢款項時，往往找不到台達電的採
購人員，造成了他們一些困擾。現在透過電子採購系統，供應商可直接上線察看屬於自
己的款項資訊，當中也會設定供應商可看到的資訊範圍。另外，台達電也可以透過系統
來瞭解供應商的出貨資訊，以充分掌握原物料的控管作業（訪談稿 4，P5）
」。台達電在
電子採購系統上所獲得的效益，與台塑企業導入電子採購系統的經驗非常類似[2]。這樣
的結果也使得台達電的供應商整合的程度更加地緊密，整體的供應鏈績效獲得了大幅地
提升。

4.3. 誠洲電子個案∼SAP/ERP 系統之導入
誠洲電子成立於 1979 年，營業項目主要為生產高級彩色顯示器，以及通訊與多媒
體產品；其中彩色顯示器方面佔營業額的 85% ，CRT 與 TFT-LCD 螢幕的比例為 9：1。
其在全球的生產基地有：台灣、泰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和歐洲；而在英國、法國、義
大利、荷蘭、德國，美國與日本等都有設立分公司來負責行銷業務的活動（訪談稿 7，
P2）
。
誠洲電子已經在今年與 SAP 公司完成簽約儀式，計畫在大陸蘇州的吳江廠進行 ERP
的導入，之後再進行台灣總公司或其他工廠的導入。這樣的導入順序與先前台達電的作
法正好相反，主要是因為該公司認為 ERP 系統的導入必須配合許多企業再造活動，而
企圖在有 20 幾年歷史的誠洲總公司內進行這樣的改造是相當不容易的，最後反而可能
會使 ERP 的導入更不易成功。在這樣的考量之下，誠洲決定在大陸蘇州的新工廠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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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導性的導入工作（訪談稿 7，P2）
。

4.3.1. SAP/ERP 導入之背景與動機
誠洲電子導入 SAP/ERP 的背後動機，主要是因為所處產業的競爭壓力、客戶的要
求、企業流程再造，以及競爭者領先採用 ERP 系統等因素。誠洲電子成立至今已有 20
餘年的歷史，許多內部作業流程已無法因應目前環境的需要；另外，誠洲先前所採用的
系統乃配合其制度而量身訂製的，因此過去幾乎完全沒有改變該公司的流程，以致於最
後的成效並不如預期（訪談稿 7，P8）。基於上述因素，誠洲成立一委員會來進行新系
統的評估與遴選的工作，該委員會成員包括：資訊人員、各部門使用者代表、總經理室
代表等，最後即決定採用 SAP 的 ERP 系統。另外，在導入時亦將修改誠洲的作業流程
來以發揮 ERP 系統的效益，並藉以將企業內的流程重新改造。資訊部張定原經理指出
採用 SAP 系統的背後動機：「BPR 也是一個動機，因為十幾年的公司會有疊床架屋的情形發
生，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系統的導入來重新整理企業內的流程（訪談稿 7，P3）」。

誠洲電子所處的顯示器產業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產業，產業內的競爭相當激烈。在市
場競爭壓力下，企業往往會透過資訊科技的採用來提升己身的營運效率。而在 ERP 系
統方面，該資訊科技的運用必須在企業各部門資訊化程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條件下，才有
可能發揮 ERP 系統的效用。目前誠洲電子已經進展至第四代的 SAP/ERP 系統；不同世
代系統的差異，主要在於內部系統間的整合程度有所不同。隨著系統的轉換，誠洲本身
的資訊架構與整合程度也愈趨完善，使得公司現在有能力進行 ERP 系統導入的工程（訪
談稿 7，P5）
。
過去誠洲透過產品設計來節省製造成本以提升競爭力，但產品設計所能壓縮的成本
有一極限存在，所以必須朝向產品的庫存管理、運籌管理以及營運效率等方面來提升競
爭力。在高度激烈的競爭壓力下，誠洲決定透過 ERP 系統的建置來達到上述的目標（訪
談稿 7，P3）
。另外，來自客戶的壓力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SAP 的 ERP 系統導入，有很大的原因是與我們客戶的互動需求，這是其中一個原
因，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 ..其實客戶方面是相當重要的，例如 Compaq、Apple ，
都是使用 SAP，它就會要求你用，雖然它並不指明講，但你也知道它的意思，或者客戶
要求如何與我連線，舊有的方式就無法連線，彼此間的系統不一樣連線就會產生問題（訪
談稿 7，P3）
。
現在的競爭環境，是供應鏈與供應鏈間的競爭，故供應鏈成員間的依賴關係也較過
去來得更加緊密。誠洲電子與台達電一樣，其所面對的客戶大多是國際資訊大廠，所接
的訂單也大多屬於委外代工(OEM)的訂單，而且所佔的營業比重都相當高。另外，過去
誠洲是透過在成本上的優勢來吸引客戶，但現在除了成本之外，還需要在交期效率、產
品品質、物流管理等來吸引客戶，如此一來彼此間的依賴關係也更加地緊密（訪談稿 7，
P9）
。而這樣的依賴關係，也影響了誠洲電子在 ERP 系統上的採用。
除了上述動機之外，競爭者積極建置 ERP ，也是促使其採用 ERP 系統的重要動機
之一，這與先前台達電個案是略有差異的。誠洲所處的顯示器產業是一個進入門檻較低
且較為成熟的產業（訪談稿 7，P3）
，有許多的競爭者存在，如果本身在 IT 上的能力不
足時，往往很難受到國際大廠的青睞。競爭者在 ERP 方面的投資給誠洲帶來相當大的
壓力，張定原經理因此指出：「例如源興，就是使用 Oracle 系統，明基是 Baan。韓國它們也
早就採用了。因為競爭者方面都已經採用了，你不採用很難接到訂單（訪談稿 7，P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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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討論
5.1. 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互動理論觀點在吳俊賢 [5]的過程模式的基礎上，根據供應鏈管理的情境加
以調適並推測：企業內資訊系統整合的程度、往來廠商及競爭的壓力，及企業彼此間的
依賴關係會影響企業在跨組織資訊系統上的採用決策，並進而影響其供應鏈整合的程
度。本研究經由對台達電子以及誠洲電子兩家公司的研究，嘗試印證上述論點。從個案
的實徵資料中，可以觀察到前述情境因素的確會影響組織在跨組織資訊系統上的採用決
策；在台達電的個案中，我們還發現到企業成長的需求、高階主管的遠見、以及組織對
系統功能或效益的認知，也是重要的情境因素，同時組織導入供應鏈系統的過程的確涉
及了一個複雜的互動過程。
在誠洲電子的個案中，競爭者在 ERP 上的投資亦會對誠洲的採用決策造成影響，
但是台達電的決策則未受到該因素影響。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兩家個案公
司在其所屬產業內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台達電為電源供應器領域中的領導者，與競爭者
之間有一段滿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台達電在 IT 方面的投資一直都領先同業競爭者，
並以滿足客戶要求為重心，所以比較不在意競爭者的動作。相反的，在顯示器產業內，
競爭者彼此間的差距比較小，誠洲也非該產業的領導廠商，致使該公司對競爭者在 IT
上的投資感受到比較大的競爭壓力。
台達電個案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組織導入 IOS 以整合供應鏈，正如調適結構化理論
所主張的一樣，涉及了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設計、組織內與組織
間的社會結構，以及工作環境等因素會彼此相互影響，也促成了企業流程與結構的變
革。在此個案中，我們的確觀察到資訊系統導入後，所造成的組織結構、企業流程與社
會關係的改變。例如：部門間作業流程的縮短與調整，以及採購部門從分權式轉變為集
權式的組織架構；同樣的，ERP 系統導入後，台達電與供應商之間的資訊架構與資訊整
合程度也跟過去有所不同。上述改變最後也對電子採購系統的的跨組織合作情境造成了
影響，並形成一個彼此互相影響而不斷演進的過程，例如：供應商的理想化與供應商網
絡的重配置，使得供應商與台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變得更為緊密等等。
綜上所述，可知組織導入資訊科技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應當是相當複雜的。企
業決策者在考量是否採用某項資訊科技時，初期的技術評估並不是困難之所在，系統導
入之後如何有效加以實施才是真正的挑戰。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實施更是困難，因為其所
牽涉的是組織間的協調與合作；企業採用供應鏈管理系統之後，可能得經歷一個漫長的
整合或推廣過程，其間可能一帆風順，也可能困難險阻橫生，導致企業整合供應鏈的速
度忽慢忽快，最壞的狀況甚至會停滯不前[1, 37]。管理者要採取怎樣的措施才能使過程
中所面對的困難與障礙降到最低，如何讓資訊系統與企業流程彼此整合起來以發揮資訊
系統最大的功效，是管理者迫切需要瞭解的。管理者如能對跨組織資訊系統的採用實施
過程，以及最後之結果有一系統性的瞭解，應該就能緩和這些阻礙的衝擊，使企業獲得
比較良好的技術應用效益。

5.2. 命題發展
根據個案資料分析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吳俊賢[5]發展之過程模式，可以依據當前
SCM 科技之特性加以修飾，並歸納出下列命題，以描述組織在前述互動過程中之行為，
以及如何能成功地實施 IOS 以整合供應鏈，如下頁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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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導入資訊科技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應當是相當複雜的。企業在進行跨組織
資訊系統的採用決策時，背後的考量因素相當的繁多與複雜；最後的採用決策，很可能
是許多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這些影響因素大致可歸類成三類：組織、跨組織與外部環境。
在組織因素方面，除了本研究一開始所推測的「企業資訊系統的整合程度」之外，尚有
「組織對系統功能或效益的認知」
，以及「企業未來的成長需求」都是影響組織採用 IOS
的重要因素。

SCM 之 績 效
運作效率
產品品質
顧客回應

組織因素
◆ 企業內資訊系統
整合的程度
◆ 組織對系統功能
與效益的認知
◆ 未來企業成長的
需求

跨組織因素
◆ 企業彼此間的依
賴程度
◆ 往來廠商的推力

外部環境因素
◆ 產業競爭壓力
◆ 競爭者在 IT 的
投資行為

命題

社會性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1~7

跨組織資訊系
統的採用

企業作業流程

命題 9、9a、 9b、9c

執行結果
（ Decision Outcome）
供應練整合 — IOS導入完
成

命題 8
暫時性的結構
組織對系統認知的改變
使用者態度的改變

命題 10
新社會結構
組織結構、作業程序和社
會關係

圖 2、IOS 導入之過程模式

企業若希望提升供應鏈整合的績效，則需以企業內部資訊的整合做為基礎[18]。由
於供應鏈整合強調的是供應鏈體系內各價值活動或作業流程的整合，這些流程彼此環環
相扣；因此，任一成員資訊化程度的不足與資訊整合的不完整，都會使整體供應鏈的整
合績效遇到阻礙。個案的實證資料亦顯示，台達電在導入 ERP 系統與電子採購系統時，
都會考慮到各製造據點與供應商的資訊化程度與資訊整合的完整性（見本文章 4.3.1
節）
，故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一：組織內資訊系統整合程度愈高，愈可能運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本研究發現組織對系統功能或效益的認知也是促使組織積極導入 IOS 之影響因
素。傳統創新理論指出高階管理人員對 IOS 所認知的效益愈高，組織的採用傾向也積
極，愈可能採用 IOS [31]。在個案的實證資料中指出，在台達電內的高階管理人員的認
知中，ERP 系統提供良好的效益，因此在系統的導入過程中給予相當大的支持與提供相
關資源。據此，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二：組織對系統功能或效益的認知程度愈高，愈可能運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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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企業的 IT 策略往往無法配合企業經營策略（ Business Strategy）
，使得企業的營
運受到了牽制。近年來，許多企業已經瞭解到 IT 策略與經營策略相互配合（alignment）
的重要性[2]；因此，為了配合公司未來成長的需求，企業理應更積極地導入資訊科技。
例如，台達電的經營高層觀察到產業環境的變化趨勢，以及對台達電的未來做了長遠規
劃之後，在 1995 年主動展開對 ERP 系統的評估，並在系統推行的過程中給予高度的支
持（訪談稿 6）
。因此，可推測命題三：
命題三：組織對未來成長需求程度愈高，愈可能運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組織間的依賴關係」與「往來廠商的推力」這兩個跨組織間之變數似乎一如
原先之預期，會影響組織在 IOS 上的採用決策。根據 Pfeffer & Salancik [34] 的資源相依
理論，企業間依賴程度愈高，則資源富有一方的組織就擁有愈大的權力去影響資源依賴
的組織。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競爭的激烈，供應鏈中的核心企業很可能會要求其供應商
積極支持其競爭策略，這些要求往往轉而形成一股潛在的推力，促使企業採用 IOS。由
於台達電與誠洲電子多為國際品牌大廠的委外代工伙伴，在跨組織的關係中，常是較弱
勢的一方。而且，國外大廠佔兩家企業之業務或利潤比例都很高，一旦喪失這些訂單，
很可能會對它們的生存造成影響。由此可推測：
命題四：組織對核心企業的依賴程度愈高，愈可能運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命題五：組織面臨往來廠商的推力愈大，愈可能採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除了本研究原先所推測的「產業競爭的壓力」之外，我們還發現「競爭者在 IT 上
的投資行為」也是影響組織 IOS 採用決策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之一。採用跨組織資訊系
統預期可為企業帶來許多效益[26] ，在高度競爭壓力下，IOS 的運用似乎已經成為企業
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從個案的實證資料中可發現，台達電與誠洲所處的產業皆
為競爭相當激烈的資訊產業，故產業競爭的壓力對組織在 IOS 採用決策上造成相當大的
影響（見本文章 4.3.1 節）
。經由上述說明，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六：組織面臨的競爭壓力愈大，愈可能運用 IOS 進行供應鏈整合的活動。
在誠洲電子的個案中，本研究發現該公司競爭者在 ERP 上的投資，亦對該公司的
採用決策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相反的，台達電的決策則與該因素沒有任何關連。從個
案的實證資料中，本研究推測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與這兩家個案公司在其所屬產業
內的競爭地位的差異有關（見本文章 5.1 節）
。故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七：組織與競爭者在產業內競爭地位差異愈大時，該組織的 IT 決策愈不會受
到其競爭者在 IT 投資上的影響；反之，若競爭地位差異愈小時，該組織的 IT 決策愈可
能受到其競爭者在 IT 投資上的影響。
根據互動理論觀點所認為，組織導入資訊科技的過程，涉及了一個動態演進的
過程；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會有暫時性科技結構與組織社會結構失調之現象產生，新系
統的設計與組織的結構出現短暫不一致的現象，使得技術之設計、應用與組織結構互相
調適，並產生新的情境，因而影響後續之互動過程。在個案的實證資料中，可以發現到
在新舊系統的轉換過程，組織內的人員難以適應新科技之應用，因而很可能出現抗拒或
抱怨的情形，而使得雙方對系統產生認知不一致的問題，上述的暫時性問題會影響新系
統採用的互動過程。經由上述說明，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八：企業在導入 IOS 的互動過程中，會出現暫時性科技結構與組織社會結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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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之現象，因影響後續之互動過程。
組織導入 IOS 後，很可能會造成組織內的變革或跨組織間合作協調機制的改變。
Venkatraman [40]曾指出將資訊科技運用在組織時，若不在策略、組織結構、作業流程等
方面做太多的改變時，則僅能得到非常有限的效益；反之，若能配合組織內之變革，則
應用資訊科技的潛在效益也會隨之增加。由此可知，組織若能在導入 IOS 過程中，做好
變革管理，則應用 IOS 的效益也會隨之增加。據此本研究歸納出命題九：
命題九：在上述互動過程中，組織涉入一個組織變革的過程，組織的變革管理愈良
好，供應鏈的整合愈完善。
陳禹辰[6]發現新舊技術系統替換的轉移過程中，老舊技術系統很可能會成為新系統
導入之負擔或包袱。在個案的實證資料中，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由於台達電新系統
（SAP/ERP ）與舊系統（Man/Man）在資料格式上差異較大，加上過去舊有系統仍有許
多錯誤資料，因此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人力在資料轉換與維護上。在上述互動過程中所
產生的組織變革時，組織在導入資訊系統的過程中，事前若能有詳細的流程再造與完整
的規劃工作，很可能可以提高資訊系統成功實施之機會，並為組織帶來較高的效益。在
個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到，台達電由於事前近半年的企業流程、結構的調整，以及事前
積極宣導與教育訓練，以致在導入 ERP 的過程中遇到較少的阻力，也使得系統的導入
相當成功，並為台達電帶來相當大的效益。然而，誠洲電子在導入第三代系統時，並未
事先重新檢視與再造作業流程，致使該系統僅能產生比較有限的效益。經由上述說明，
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九 a：組織在導入 IOS 時，舊有的系統很可能會成為新系統導入之負擔或包袱。
命題九 b：組織在進行 IOS 時，事前若能夠積極對員工進行宣導與教育訓練工作，
導入過程中很可能會遇到較少的阻力。
命題九 c：組織在導入 IOS 時，若能夠有完整的規劃與流程再造工作，最後供應鏈
整合之績效將會愈好。
在個案的實證資料中可發現，台達電在 ERP 系統導入後，使得採購部門的組織結
構從過去的分權式架構轉變為集權式架構，以及作業流程與供應商之間的依賴關係有所
改變（見本文章 4.1.3節）
。上述改變最後也對電子採購系統的跨組織合作情境造成了影
響，並形成一個彼此互相影響而不斷演進的過程。綜上所述，本研究歸納出下列命題：
命題十：組織完成 IOS 導入後，很可能會產生新的社會結構，這些新的社會結構會
對下一階段的 IOS 的採用情境造成影響。

5.3.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對電源供應器廠商—台達電子，與顯示器廠商—誠洲電子所做的觀察，似乎
已可部分滿足上述要求。這兩個個案的經驗，已經說明了組織如何能成功地運用 IOS 來
進行供應鏈的整合，個案中並說明了 IOS 導入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解決方式以及最後
組織所獲得的成效等。這些經驗均可提供給有意進行相關活動的企業作為參考。另外，
個案資料亦清楚地解釋了組織運用 IOS 以整合供應鏈的動機。
李昌雄[1]指出，從國外的長時間觀察中可以發現， IOS 對組織的影響非常複雜深
遠，經常在決策者的預料之外，然而已有的文獻卻多從決定論的角度來探討這種逐漸浮
現(emergent)的現象[6]。過去的文獻，大多著重於探討 IOS 對跨組織協調所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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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供應商數目的減少[16]。儘管這些研究有力地解釋了 IOS 潛在的長期影響，但對於企
業經理人如何逐步達成此一結果的動態歷程則著墨有限，其中其實隱含了：「只要組織
採用了一項技術，預期必然就可以獲致技術應用效益」的假設[1]。可是，吳駿賢[5]與
本研究都不支持這樣的論點。
雖然本研究已經延續了吳駿賢[5]的研究，並針對供應鏈管理系統提出一個動態歷程
模式，但考量本問題的複雜程度，本研究僅能算是一個初步嘗試而已。個案訪談的限制，
也阻礙了理論發展的努力。由於台達電的電子採購計畫仍在進行中，且部分資訊礙於政
府規定無法取得，故僅能就可獲得的資料來進行分析。另外誠洲電子目前只完成與 SAP
公司的簽約，以致於資料有所不足，僅能分析誠洲導入 ERP 的動機。這些困難或多或
少限制了分析的深度與廣度。未來研究者可以採用更完整的多個案研究方式，以更深層
的瞭解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導入歷程。研究者亦可考慮以本研究所推演之過程模式為基
礎，選擇不同的情境因素來進行探討。更重要地是，儘管本研究已成功地以互動理論為
基礎，來描述供應鏈領導廠商如何整合供應鏈。但此事畢竟涉及成員彼此間之互動與伙
伴關係的建立，未來研究者宜從其他理論，如交易成本、資源相依理論等來探討這種兩
兩互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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