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附件 1 會議紀錄 1 

「商業 e 化輔導推動計畫策略規劃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93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8 時 00 分 

貳、地點：天成大飯店 17 樓悅華廳（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17 樓） 

參、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       紀錄：鄧力強 
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肆、主    席：經濟部商業司  劉坤堂司長 
伍、出席人員：（依單位筆劃順序排列）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 范錚強教授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黃明達理事長 
中華僑泰物流(股)公司 李茂煙副總經理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林耀欽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商管所 陳銘崑教授    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 呂執中教授 
宏碁(股)公司 張善政副總經理    金財通商務科技(股)公司 陳章正總經理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季延平教授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周宣光 教授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黃思明教授   屈臣氏(股)公司 沈富濤經理   
財金資訊(股)公司 潘維忠協理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 林則孟教授  
鼎新電腦(股)公司 林隆潤副總裁     普羅威資訊(股)公司 徐炎明總經理  
銥達國際有限公司 劉一強總經理    豐達產業(股)公司 張宏碩總經理 
陸、專家發言 

公司名稱 發言人 會議雜紀 

鼎新電腦 林隆潤副總裁 1. 基本上滿適合將擴散與示範做詳細說明，真正的能量是

指，建置這樣的系統是否真得有能力配合其他廠商的能

力。 
2. 中間商是很重要的，因為有很多的企業都是由資訊廠商

提供資訊的。 
3. 而現在的市場機制是具有反淘汰的性質，所以將目前導

入的廠商做深入輔導是目前滿重要的且能較能有成效。

4. 建議能夠有策略性方向引導出年度策略性，鼓勵方案，

以聚集有限資源，產出具體的示範效果。 
5. 建議將示範與擴散分為兩種目標，分別訂定不同的規

則，同時達到示範與擴散的目標。 
6. 因應小型企業的需求，建議以量化複製，落實ｅ化能

力，可以考慮採行完成後獎勵的補助規則。 

 166



  

政大資管系 季延平教授 目標：無縫隙的企業流程（中大型企業） 
1. 策略： 

 辦認企業中關鍵之流程（例如：滿足訂單流程、

委外流程等具體流程）。 
 對新流程之範疇經濟性。 

2. 行動方案： 
 找出縫隙及原因 
 消除原因去掉縫隙 

目標：促進擴散效果 
策略：透過值得探討之個案 
3. 行動方案： 

 與教育部合作，將個案成為教師績效評估的一部

分，有如哈佛大學的做法一樣。 
 針對每個輔導案，能產生一個值得討論的個案。

 做出之個案，可個別銷售或免費由商業司網站下

載。 
 產業間缺乏高級的軟體服務廠商，也缺少系統的

分析人員。 
目標：協助小型企業找到利基市場提供差異化或個人化服

務 
1. 策略： 

 協助提供知識來源（商務、技術等） 
 協助降低成本，提高回應能力 
 協助提高品質 

2. 行動方案：協助人才培育，協助技術能力。成立以金

控公司為首之企業協同集團成立 e-learning，高知識與

技術知識之網站。 
3. 目前有很好的策略架構，但是在分散執行下，策略架

構之內容不易落實。 

中央大學 范錚強教授 1. 專門寫計畫書的廠商如果是針對企業內部的流程做全

面性的分析，當然是很好，因此委員們要特別注意計畫

書的內容。 
2. 對於創新與擴散這兩點是很重要的，除了這兩點，主題

性的問題也很重要，而做主題性的計畫案，要特別小

心，例科技的切入點，舉例來說，輔導過的廠商其執行

的應用項目可以做再更深入的（譬如說 94 年要做 POS
系與電子採購同時結合金流等）。 

3. 對於中小企業的補助，是希望透過主導性廠商發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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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應用，但實際上對較弱的中小企業來說是壓力很大

的，因為無法不配合主導性較強的廠商。 
4. 輔導款做多少就給多少，但在經費上是有風險，建議事

後補助，其案子可能會比較好。 

政大資管系 周宣光教授 1. 政府輔導案由 BTB 應再往下補助 B2B2C 的部份，以達

C 之交易額為完成指標之一。 
2. 商業司的補助過低，有沒有可將補助提高降低家數 
3. 懷疑廠商是否有持續做下去，而那些幾千家是真得有導

入上線嗎？ 
4. 輔導款六千多萬，可是卻補助這麼多家，建議補助較大

的廠商，可以帶動好幾層，整個效益好，但目前的評選

只是選出較好的 Root 出來而已。 
5. 如果針對中心廠來補助，其中心廠一但導入成功，其實

Model 是不願意被 Copy 的，因為這是中心廠的競爭力，

如此一來就無法帶動整體效益。 
6. 小企業之ｅ化宜由資訊廠商提案，以提升擴散效果，且

易於複製，看是否能讓幾個 ASP 能成功建立。 

清大工管系 林則孟教授 1. 對產業 e 化的定位、架構應該更再明確。 
2. focus 流通業或回過頭來討論商業 e 化的範圍來討論？

3. 六千萬的經費來推商業 e 化，其是不夠，而六大產業是

否應有第七大或第八大…(六千萬很難看得出績效)。 
4. 國科會對於流通業的未來指標，希望有更明確的目標。

5. 其中有一點，是否可以落實，就是創新與擴散的部份請

執行單位或商業司做一些整理，而 94 年可朝此方向做

（主題性的輔導 ex:94 年的主提為何）；而創新的部份是

可以補助經費（由目前執行過的廠中挑選）。 

電腦公會 姚瑞芳知識長 整個產業 e 化的重點，是在於如何建置、串聯商業的運用的

鏈，而 94 年的重點，是要 focus 在顧客端的部份。 

屈臣氏 沈富濤經理 1. 以一個體系的觀點來看整個 e 化對廠商的影響是很大

的，如 7-11 對它們的加盟啇影響是滿大的。 
2. 建議中、大型廠商可以往創新方面提案，因為他們具有

較足夠的財力。 
3. 擴散方面，由體系中心廠來推動是是較有成效的，故如

何鼓勵中心廠推動是關鍵之一。 
4. 中小企業普遍人力不足或訓練不夠，要他們養一個專業

IT 人員幾乎是不太可能，故需要透過資訊及顧問公司來

達到公司ｅ化的目標。因此，外包及 ASP 是較可行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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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所以，去補助資訊及顧問公司來達到擴散及深化的

目的，商業及公會都應該朝這個機制來進行。 

宏碁 張善政副總 1. 宏碁與中小企業的接觸是有問題，尤其是在開發系統時

其 middleweight 是很重要的。 
2. 應和 chain partner 責任分清楚，middleweight 有兩種一

是資訊軟體，另一是企管顧問公司建議執行單位有分清

楚，且由這 middleweight 來做（由輔導資訊廠商替企業

建置系統，反向做法）。 

金財通商務科技 陳章正 1. 如何將金流運用在資訊端，做整個商業鏈串連是很重要

的。 
2. 當然回到原點顧客端，系統從評估到診斷往往要到一至

半年，以 bank 與中心廠來看，實際以中心廠商的角度來

看是以自已的部份來做。 
3. 建議企業內部應該就有些成功的模式，對於企業間的連

結部份會比較快。 
4. 企業 care 財源，如何在這些需要的補助的廠商做協助才

比較有效。 
5. 知識管理，目前統一企業有一個入口網站（流通協會

上），包含了許多技術與知識，各位可以去看。 

財金資訊 潘維忠協理  就機制面而言，現今大都為由 B2B 進行到 B2C 的探

討，但可能要思考這樣的操作流程；但就反向角度來

看，若 C 角度較強時，我們就能逼近需求。 
 商業ｅ化之各業種、業態經由 B2B2C 之發展與金流結

合，在 internet 與 Mobile 之應用，不論在創新或擴散構

面，金流環境己經逐漸成熟，對商業ｅ化將有直接幫

助。 
 可給銀行公會或財金公司提供金流（Payment 是藉由晶

片、手機及 Internet 的整合）收支及銷帳機制，加速商

業ｅ化及 M 化的過程。 
 思考如何借力使力，如上網購貨，如何使其更加成熟；

目前銀行公會已有籌組一小組進行此面向的關切。 

普羅威資訊 徐炎明總經理 
 

1. 明年的執行重點，建議不要在著重於 IT 及進銷存的平

衡，而是在提昇銷售技術上有何進步？如擺在銷售技

術的提升及需求預測的提升，（以往較偏重於過程） 
2. CEO 的觀念需要轉換，因老闆們較懼怕參與，害怕電

腦專業的需求，建議成立 CEO 研討班，著重於觀念的

宣導、提供聯誼及教育課程進行推廣。 
3. 商業ｅ化計畫審核兼顧商業應用及資訊科技的應用，

充分利用科技於商業應用才是業主之期待。94 年ｅ化

KPI 的重心建議著重於銷售技術ｅ化與需求預測(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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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以 IT 技術則是以 CRM、BI 等工具的應用。 
4. e 化成敗在於組織行為的ｅ化態度及能力，尤其是 CEO

的宣導及研討，以訓練課程培養 CEOｅ化能力及視

野，建議考慮舉辦 CEOｅ化研討班。 

豐達產業 張宏碩總經理 1. 回應黃教授的想法，企業中常有找專責單位進行配合單

位，因為中小企業較不易有提出的人（能）力；應著重

在審查是否與提案一致化，因重點不在提案誰寫，而該

著重在企業 CEO 的涉入程度。 
2. ASP 的觀念，對中小企業而言是個「可能性」，建議不

要放棄這個希望，先前如業界中有金寶、宏碁的經驗，

若能善加利用，也可藉由提出為套裝軟體。此外，我建

議可以考慮補助 ASP 模式。 
3. 「創新」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對中小企業認為非最重

要的。 
4. 商業司應著重 80%的中小企業的管理升級；應保留 20%

的經費進行輔導升級；因為中大型的產業較中小型企業

易提出。 
5. 專案目標應由商業司明確界定（根據其使命、目標）來

評估及制定輔導策略。 

中華僑泰物流 李茂煙副總 1. 在 98年曾與工業局進行的GPS的運輸專案研討經驗案

例，建議聚焦再發散的觀念是很好的；建議聚焦不要

太廣，應著重在講求效果及與業界合作 
2. 輔導案建議以先登記→撮合→提出示範性案例→個案

則較易趨近成功。 
3. 補助方式：一般而言，廠商較無法在計畫案完美下進

行提出→建議以寫出來要做得到的概念執行審核，應

可進行其他單位的協助；硬體的投資會相當高，建議

有些許的補助，以免讓中小企業做假資料以接近務實

需求 

北科大商館所 陳銘崑副教授 1. 商業司的產業本身範疇不是很大，應加強。 
2. 提案的機制就商業司的立場而言，要照顧產業，要有示

範性及擴散性，策略面的需求；經費導向，建議以先做

再進行獎勵的方向規劃，應以照顧較弱小的產業為先。

元智資管系 林耀欽教授 1. 透過補助（獎勵）加速廠商導入應用科技 
2. 94 年的策略建議應以深化或精緻化，所強調的「導引」

需求應加強在廠商的需求，一般中小企業將 e 化需求擺

為第八位，其他如成本降低、市場行銷的掌握、人員的

提升等七向更為需求重視，而前七項其實都可利用 e 化

進行協助的， 
a、 目前可否檢討透過補助加強的成效 

 生產力、競爭力、執行力及知識力；可定義

各補助款的補助 

 170



  

b、 強調創新， 
3. 大型化，較易控管，較明顯的成效易於展現 
4. 整合其他資源→商業司有許多不同的計畫，商業顧問的

養成計畫，由其他計畫的整合較少，建議多納入其他計

畫的執行；由結合進行擴散進而提供創新示範 
5. 應該再花一點錢進行「商業顧問養成」，認為目前顧問

業是相當值得投入 

資訊管理學會 黃明達理事長 1. 年度主題可為一個或少數多個。 
2. 目前較以散彈，宣傳較不強，希望能透過媒體加強。 
3. 以擴散為主，以創新為輔。 

政大企管系 黃思明教授 1. 外面有「專責」進行計畫書的單位，提案的單位通常「只

是」要補助款，除了補助款外就不要做事；我們有義務

找出這些單位（聽說資策會也有這些包辦單位）。 
2. 委員責任 → 審查、顧問…，落實的談解決問題。 
3. 商業 e 化作些什麼？委員「非」常設單位，決定方向是

怪異的，是否也該進行一些研究？ 
4. B 單位是否該「定位」為諮詢單位，設定該達成的目標？

建議Ｂ單位應發展為商業ｅ化知識中心與輔導中心，而

不是只是行政支援與辦活動的單位。 
5. 委員該做些什麼？我們的資訊電子業，ERP 都非常差，

內外部無法連通，流程無法連通，ERP 只設定為企業內

部的，若此，不進行補助，所以一般而言，企業不會進

行內部流程修正。 
6. C 計畫進行至此，我們看到不少銀行已經有能力進行推

廣，目前有不少中小企業也能配合，只要能有機會拿到

補助款，應該可促使廠商的投入；目前如遠東、富邦銀

行有能力進行但不知該如何提供配合，我只能建議其先

進行提案研擬。 
7. 建議以主題做大規模之擴散推廣為主，可行之主題： 

 與Ｃ計畫配合擴散 
 ERP、WMS 重新設計；Web-base、ASP Model 均可

嘗試。 
 RFID 或 CPFR。 

8. 說明：經驗為很多公司利用拷貝的方式進行提案之風氣

不可長。e 化為學習的過程，資訊廠商無法進行切合提

案公司的提案，只能提供一式多用的提案，套用模式；

我們強調顧問公司雖為可行方式但必須配合 CEO 的涉

入。 
9. 做 ABC 計畫時都是大廠商，而公司內部的 ERP 其實做

的很差，而整個 Business Model 串不起來。 
10. 整個計畫下來過於好高務遠，而整個 Base Model 卻沒有

建置好，那如何將運用的系統做連結。 

元智資管系 林耀欽教授 1. 透過補助（獎勵）加速廠商導入應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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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4 年的策略建議應以深化或精緻化，所強調的「導引」

需求應加強在廠商的需求，一般中小企業將 e 化需求擺

為第八位，其他如成本降低、市場行銷的掌握、人員的

提升等七向更為需求重視，而前七項其實都可利用 e 化

進行協助的， 
a、 目前可否檢討透過補助加強的成效 

 生產力、競爭力、執行力及知識力；可定義

各補助款的補助 
b、 強調創新， 

3. 大型化，較易控管，較明顯的成效易於展現 
4. 整合其他資源→商業司有許多不同的計畫，商業顧問的

養成計畫，由其他計畫的整合較少，建議多納入其他計

畫的執行；由結合進行擴散進而提供創新示範 
5. 應該再花一點錢進行「商業顧問養成」，認為目前顧問

業是相當值得投入 

豐達產業 張宏碩總經理 1.請第三者幫忙寫計畫書並無不對(IT 公司或顧問公司)，企

業只要能提出經營之核心就好，重點是執行出來後是否

可行。 
2.ASP 對中小企業而言或許是一個可能性，不要輕易放棄，

若可以利用共通的基礎 e 化應用系統，由 ASP 廠商發展

成套裝軟體協助一般小廠商升級與導入電子化，達成之

效益更大。 
3.創新雖然重要，但是對中小企業而言並不容易，商業司應

該著重輔導 80%之小廠商，協助其 e 化，有能力提出創

新的多半是大公司，本身能力較高，e 化程度也有一定基

礎，所以小公司更應受到輔助與輔導。 

銥達國際 劉一強總經理 1.多數人贊成擴散，重點應在上下游廠商之擴散，但是不應

該散彈打鳥。 

商業司 劉坤堂司長 1.商業範疇之涵括定義，可做適當擴充。 
2.量化指標 80%為中小企業。(擴散) 
3.創新與擴散有不同主題，focus 在特定主題。 
4.整合其它領域資源(如金流) 
5.加強應用新技術(RFID,M 化) 
6.基礎紮根不夠落實。 
7.做出產業研究報告,找出業界真正需求。 
8.可考慮撥出部分輔導款針對輔導重點大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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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與決議事項： 
議題一、94-97 年度中大型企業商業 e 化輔導計畫之目標、策略與行動方

案： 
 
(一)鼓勵大型企業、主導廠商或 e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及過去輔導之優良廠商導入

新技術應用、創新模式或推動 e化全流程整合等應用。 

(二)引導企業深化其 e化應用，訂出重點或主題性的輔導。 

(三)持續關注新技術如 M化及 RFID 等應用的發展趨勢。 

(四)推動商業 e化全流程(金流、物流、資訊流、商流)之整合。 

(五)配合顧問諮詢服務，完成輔導廠商導入深化應用或輔導創新的商業經營模式

與流程及推動 e化全流程整合之深化示範性案例。 
 
議題二、94-97 年度小型企業商業 e 化輔導計畫之目標、策略與行動方案： 
(一)推動與輔導較弱勢之非主流供應商或通路商(中小型企業)導入 e化。 

(二)善用資訊服務業者(ASP)及顧問諮詢師來達成擴散效益。 

(三)因應小型企業的需求，建議以量化複製的應用服務，落實ｅ化能力。 
(四)中小企業普遍人力不足或訓練不夠，要訓練出專業 IT 人員困難性較高，故

需要透過資訊及顧問公司來達到公司ｅ化的目標。 

(五)商業 e化擴散性策略面的需求，應以照顧較弱小的產業為先。 

 
綜合： 
(一)訂出重點或主題性的輔導，引導企業 e化應用深化與擴散。 

(二)示範性及擴散性的輔導預算應做適當性比例之調配。 

(三)建立顧問諮詢機制，培養顧問諮詢師。 

(四)整合業界及政府相關計畫或領域之資源。 

(五)加強產業研究，評估分析 e化應用深化與擴散模式，研究產業趨勢與發展現

況，找出業界真正需求，協助企業導入 e化相關應用與創新商業模式。 

(六)輔導案可由原先的 B2B 再往下補助 B2B2C 的部份，建立以消費者為導向，推

動技術知識創新、高顧客滿意度的全流程(B2B2C)商業服務示範模式與案例。 

(七)依深化應用(20%)與擴散(80%)擬定出不同推廣 e化應用之主題與輔導策

略，以增加聚焦力，帶動更多層次之應用，引導企業導入 e化。 

(八)整合金流在其它價值鏈上的應用，將金流運用在資訊端，做整個商業鏈串連。 

(九)e 化成敗在於企業的ｅ化態度及能力，尤其是 CEO 的支持，可考慮舉辦 CEO

ｅ化研討班，經由宣導及研討方式，以訓練課程培養 CEOｅ化能力及視野。 

(十)專案目標應明確界定（根據其使命、目標），訂出商業 e化輔導範圍來評估

及制定輔導策略。 

(十一)建議多納入其他計畫，整合其他不同計畫的資源，由結合進行擴散進而提

供創 
新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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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會議紀錄 2 
 

94 年度商業ｅ化體系輔導推動計畫 
『第 1 場主題規劃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9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17 時分至 17 時 30 分止 

貳、地點：台北市電腦公會聯誼中心貴賓室（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2 號 5 樓） 

叁、主席：商業司陳科長秘順 

肆、出席人員：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副總經理慶良 汎宇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許執行副董事長靜華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張副總經理善政 金財通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總經理章正 
飛雅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策略執行長光敏 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陳處長一陽 
偉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林總經理孟克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林副總裁隆潤 
精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劉資深處長中道 網際優勢股份有限公司 李總經理菊花 
聯合通商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薛總經理文蔚 （依公司筆劃順序排列） 

伍、會議紀錄：台北市電腦公會 黃高級專員創欣 
陸、專家意見： 
一、鼎新：林隆潤： 

（一） 示範性計畫以「創新化」為主，而體系化應以「量化」及「不

可或缺性」為主。 
（二） 體系計畫可以「約定俗成」為營運上不可或缺的應用為推廣

方向，並據以確立其 Business Model 及 e 化的應用。 
（三） 執行單位的前五項，可由「困難」轉化為「現象」～低毛利

的現象，而對應到資服業者的投入，則產生了一個困難：因

流通服務業者的低毛利，致使資服業者可投入的市場相對為

小，故資服業者可投入的空間及意願則相對為小。 
（四） 一般的流通業者因為其經營型態為小，而其 e 化的需求則為

「麻雀型」的應用型態～各方向的應用均要，但不是大型化、

全功能模組的應用。要的是行業別切分細，但應用卻又完整

適用於該產業特性的 e 化應用。凡此則產生了需求與投入的

代溝。 
二、聯合通商：薛文蔚： 

（一） 聯合通商專注在於大型化的客戶，此與林隆潤的訴求成因相

同。 
（二） 國際化接軌的問題與趨勢：如何與國外的品牌及通路結合是

兩大重點，如此不僅可使流通產業擴張其市場，也可相對擴

張資服業者的市場，產生具規模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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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通業與製造業因產品生命週期、品牌化的轉型…等，愈來

愈難以區分。 
（四） 可鼓勵德國的案例：併購國外的中小企業，形成跨國的市場

通路。而政府可協助其建立跨國經營的 e 化能力，掌握國際

化通路。 
三、金財通：陳章正： 

（一） 強調「創新」及鼓勵「投資」，則相對產生「風險」，故如何

降低企業的「風險」是一個重點，並牽涉到誰可投入資源來

降低風險的問題。 
（二） 如何透過體系計畫的輔導來擴散是 

四、網際優勢：李菊花： 
（一） 因各產業均多半為中小型的企業，故建立一個「應用項目完

整 e 化的體系平台」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又因為投資成本

及維運成本的考量，故建議可由政府鼓勵並協助期初建置的

成本，並輔導其尋找到可營運的模式。 
（二） 政府是否可開放輔導資服業者，而非純輔導 User。 

五、台塑網：莊慶良 
ASP 的模式是一個可能的方法，建議可以由政府輔導 

六、精業：劉中道： 
（一） 一般企業對應的中心廠非常多，現行的多半是中心廠的 e 化

非常好，但各配合的中小企業多半只是上網填資料，其 e 化

其實是低落的（ 
（二） 可先推動中小企業的內部流程 e 化為優先輔導項目，次之可

考慮橫向共通性及聯結度高的應用（如金融服務），最後是如

何協助其應用價廉的線上服務。 
（三） 同步建立與提升中小企業與中心廠的 e 化能力，再加以串接

其缺口。 
（四） 廠商的維運能力及維運經費來源是必須再思考如何解決的問

題。 
七、飛雅高科技：陳光敏 

（一） 流通業的 e 化投入金額低，然其系統的複雜度及規模其實也

相當高。 
（二） 資訊服務業在流通服務業的售後服務的成本非常高 
（三） 流通服務業的營業時間與一般正常上班時間不同，故資服業

的服務成本又拉高。 
（四） 中小企業的操作人員其 e 化作業及障礙排除的能力很低。 
（五） 流通業的體系其實彼此交錯，很難真的抓出封閉體系的龍頭。 
（六） e 化觀念的宣導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待市場接受 e 化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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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非「可要」，故尚一段宣導期，所以建議可多辦國內

外案例及輔導成果的發表會或研討會等，以帶動國內流通業

者 e 化的投入意願。 
八、偉盟：林孟克 

（一） 台灣中小企業在內部管理上，偏向主觀、直覺的管理，較少

有 e 化管理的需求；反倒是如何能增加業績是其關注的重點。 
（二） 建立「市場導向」及「客戶導向」的 e 化服務平台，並由政

府輔導給予 1 到 3 年的驗證期。 
九、宏碁：張善政 

（一） 鼓勵中小企業結合聯盟，可能對既存龍頭造成競爭威脅，故

龍頭的配合意願相對為低。 
（二） 建議可考慮補助中小企業合併，另外可以鼓勵「水平整合」

的 Business Model。 
（三） 資訊業者可思量如何「垂直分工、水平整合」。 
（四） 是否可思量，由政府出面協調，將已建立可行性的 Model 加

以 Copy 到其它的公司。如將 iCash 的經驗複製到萊爾富等。 
（五） 建議可針對配合廠商－資服業者的能力列入評分項目，另建

議可消弭「大企業不必給予高額輔導款」的心結。 
十、汎宇電商：許靜華 

針對 SC 中具關鍵樞鈕地位的廠商，協助其規劃 e 化應用是一可能的方

法。 
十一、姚知識長： 

如何使各種規模系統彼此接能夠「銜接」是一可能的方向。 
 

柒、 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 流通服務業之經營重點、發展趨勢、ｅ化重點及ｅ化效益： 

（一） 面對「大型化」及「連鎖化」的趨勢，可鼓勵流通業者以「聯

盟」方式促成連鎖體系，或鼓勵「合併」以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而其 e 化核心技術即可由資服業者予以協助。 

（二） 面對國際化接軌的問題與趨勢，可推動與國外的品牌及通路結

合，如此不僅可使流通產業擴張其市場，也可相對擴張資服業

者的市場。 

（三） 一般的流通業者因為其經營規模小，而其ｅ化的需求則為「麻

雀型」的應用型態，各方面的應用均要，但不是大型化、全功

能模組的應用。 

（四） 建議可考慮鼓勵中小型企業合併，另外可以鼓勵「水平整合」

的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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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考慮橫向共通性及聯結度高的應用（如金融服務），並思考如

何協助其應用價廉的線上服務。 

二、資訊服務業可供給之能量： 

（一） 資訊服務業者面對之推動障礙： 

1. 流通業者的ｅ化投資金額低，然其所需求ｅ化系統的複雜度相

對為高。 

2. 資訊服務業在流通服務業的售後服務的成本非常高。 

3. 流通服務業的營業時間與一般正常上班時間不同，故資服業的

服務成本因此更高。 

（二） 資訊業者可思量如何「垂直分工、水平整合」，以提供流通業者

一次購足的 e 化服務。 

（三） 建立一個「應用項目完整ｅ化的體系平台」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三、資訊服務業者如何切入流通產業之策略性思考： 

（一） 不同領域的資服業者可就其專長及服務予以結合，共同建立適

合流通服務業者應用的 e-Business Model、平台或系統。 

（二） 同步建立與提升中小企業與中心廠的ｅ化能力，再加以串接其

缺口。 

（三） 可針對 Supply Chain 中具關鍵樞紐地位的廠商，協助其規劃ｅ

化應用作為切入方式。 

四、 其他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 建議政府可輔導資服業者建立具「市場導向」及「客戶導向」

之「共同性 e 化平台」，並給予 1 到 3 年的可行性驗證期；其期

初建置成本可由政府補助，並輔導其建立營運模式。 

（二） 建議可多辦國、內外案例及輔導成果的發表會或研討會等，以

帶動國內流通業者ｅ化的投入意願。 

（三） 建議可由政府出面協調，主動將過往輔導所建立之具可行性的

ｅ化 Model 擴散到其他的公司。 

（四） 建議可將流通業者之配合資服廠商之能力列為重要評分項目，

另設法消弭「大企業不必給予高額輔導款」的誤解。 

 

 

 

 

 

 177



  

附件 3 會議紀錄 3 
 

94 年度商業ｅ化體系輔導推動計畫 
『第 1 場主題規劃會議』會後會備忘錄 

壹、時  間：94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17 時分至 17 時 30 分止 

貳、地  點：台北市電腦公會聯誼中心貴賓室（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2 號 5 樓） 

叁、主  席：商業司陳科長秘順 

肆、出席人員：商業司王專員麗敏 

台北市電腦公會姚知識長瑞芳、劉經理瑞梅、黃高級專員創欣 

伍、會議紀錄：曾專案經理麗華 

陸、討論事項： 

ㄧ、未來輔導案可考慮區分為兩大類型，一類型為由資訊廠商提案之共同平台

型，另一類型為由流通服務業者提案之體系型或聯盟型；而由資服業者提案者，

可考慮設定下列兩項條件： 

(一) 必須有流通業者參與導入，以驗證其建置平台的可行性。 

(二) 建置之平台必須具備「跨系統界接」能力，或於系統設計即已預留該項

彈性。 

二、擬考慮 95 年度體系輔導推動計畫增加由資服業者提案，其政府輔導款可就

當年度政府輔導款中提撥 1/3 支應，上限再研究，但需編列一定比率作為受輔導

廠商教育訓練費用。 

三、先擬定 95 年度商業 e 化體系輔導資服業作業規範草案。 

四、可考慮將「電子發票」之商業應用列為未來推動的項目之一。 

五、建議對創新平台多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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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會議紀錄 4 

高階主管聯誼會 

活動時間：94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00 分至 14 時 00 分止 

活動地點：台北市電腦公會聯誼中心 501 會議室（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2 號 5

樓） 

主  席：經濟部商業司 陳科長秘順 

廠商分享： 

大智通文化行銷

(股)公司  
謝伯宗 總經理 

1. 在 e 化前，高階主管無法隨時知道即時銷售情況，只能依

賴前一日報表，得知當日銷售資訊。 
2. 期待在出版界出現一個『聯強』(比喻：對通路控制力足

夠)；大智通以對所有出版零售業能 e 化整合為己任。 
3. 感嘆臺灣出版界資訊流通速度過慢。例如，書籍銷售店點

經營型態為買空賣空，有訂單才向出版商訂書，單純負責

運送，並無任何 e 化需求。 
4. 即使是大智通已供應 7/11 的書、雜誌、玩具及 game，但

目前只有雜誌較無存貨壓力。而書與雜誌近 2~3 年才有條

碼，顯示出版業 e 化時程緩慢。 
5. 對經銷商 e 化之『配本系統』，已可達 4,000 零售點快速

全面舖貨，且可回收快過期雜誌，並具有分析所有零售點

之銷售能力。 
6. 對供應商ｅ化管理系統，已可讓出版社查詢單日銷售狀

況。 
7. 大智通仍持續總經銷路線，但 e 化最大挑戰為單零售點ｅ

化基礎水平不足。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

品商店(股)公司  
沈富濤 處長 

1. 屈臣氏 5 年前連 e-mail 也沒有，更談不上 e 化，原因為之

前財務長不支持 e 化。後因高階主管支持，於 5 年前完成

供應鏈整合之 e 化。 
2. e 化後，以高單價產品銷售人員及帳務系統人員對系統仰

賴度最高。 
3. 目前執行 e 化專案的感覺為時間太趕。 
4. 零售業面臨最大壓力為庫存問題。 
5. 目前 e 化內容以 CPFR 為主，涵蓋上下游價值鏈管理(包

含異常管理機制)，期許買賣雙方同時降低庫存，及增加

銷售預測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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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雖然 e 化專案時程很趕，但感謝 TCA 對所有執行細節的

貼心服務。 

特力(股)公司 
陳淳雄 副總經理 

1. 提出共同平台的建議，產業需要共同平台，但考量產業中

競爭者可能擔心彼此資料保密性的問題，且產業中不同業

種所需平台又會不一樣，故建議 TCA 商業 e 化可進行的

方向如同全球物流運籌計畫，整合一個平台讓產業中的共

同供應商與客戶都能上線在平台做資訊的交換。 
2. 建議先定義台灣 CPFR 平台，並整合 CPFR 平台，讓共同

供應商可適用共同平台。 

統一生活(股)公司  
徐建華 經理 

1. e 化的最大關鍵在於老闆有決心、意志力、並肯花錢。 
2. 其次關鍵為由上而下的企業全體 e 化共識的建立。 
3. e 化只是工具，不能人性化，主要 e 化價值在於人員間的

溝通，此部分無法以任何工具取代。 
4. e 化主要在創造顧客滿意度，及如何活用 e 化情報，此點

為 e 化之精隨。 
5. e 化主要最大競爭者是消費者。 
6. 在 e 化系統導入初期，就應構想如何持續破壞/建設它：

想想 3~5 年後，系統如何配合競爭環境持續修改與升級。

三井資訊(股)公司  
李經緯 副總經理 

1. 目前有 17 家直營店，但因主要競爭者減少 2 家，故營運

相對順利。 
2. 為何 3C 通路競爭者會退出市場，主要原因在無法有效掌

握並靈活運用庫存情報。 
3. 三井資訊 e 化後之最大優勢為庫存透明化，能即時掌握庫

存資訊。就連供應商也可直接管理維護三井庫存資訊，e
化後對雙方庫存都獲得大幅降低之效果。 

4. 最近能開店到大陸，要感謝委員對當初 e 化專案的諄諄教

誨，讓成功模式擴散到大陸。 
5. 就三井資訊而言，執行 e 化專案比任何其他專案更具執行

力及成效，其原因為有教授的學理依據，輔以有 TCA 的

進度管控能力。 
6. 感謝本次高階主管聯誼會 TCA 的安排分享，能與非同業

的廠商進行 e 化經驗交流。 

曾記米麻糬(股)公
司  
董晟州 總經理 

1. 之前 e 化都是零散不完整，且自己單打獨鬥，辛苦又得不

到成果。 
2. 加入 e 化專案，最大的好處為有委員把關及 TCA 執行單

位擔任輔導諮詢角色。 
3. e 化專案之執行考驗所參與之專案人員，e 化後由 160 人

鋭減到 120 人，e 化專案成功留下一批精英，所以自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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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加薪。 

橡木桶洋酒(股)公
司  
江敏惠 總經理 

1. 希望塑造品酒文化，改善乾杯文化。 
2. e 化之主要目的為門市庫存金額嚴格控制，希望平均整體

門市庫存金額有效降低至 2 億元(最高曾達 6 億元)以下。

3. 自動補貨也是 e 化主要訴求，希望由系統管理補貨，讓門

市專心致力於銷售。 
4. e 化最重要之境界在於達到即時資料分析(OLAP)。 
5. e 化最高精隨為老闆全程參與，並忘記 e 化前的程序。 
6. e 化不只是只有資訊部門做事，應要求全體員工參與，可

考慮以獎金鼓勵積極參與 e 化同仁。 
7. 目前各系統獨立，希望能藉由本次 e 化專案對各獨立系統

整合。 

統一企業(股)公司  
謝孟修 副理 

1. 現階段二個 e 化主軸： 
(1) 內部：Oracle ERP。 
(2) 外部：持續 93 年度體系 e 化專案商流系統部份。 

2. 之前企業內各系統主機單獨控管，有資料一致性及正確性

的問題。 
3. 因應便利商店掘起，目前採集中 Web 化，並將人員集中，

大大提升維護效率，並有利資訊同步取得。 
4. 目前 e 化課題為體制外之零售商難以帶動，未來 e 化方向

為 BI、資料倉儲等方向開發，以期提供高階主管之決策

需求。 

新竹貨運(股)公司  
黃世鈺 協理 

1. 全省約有 1,800 輛車，近 5 年推行 e 化較徹底。 
2. 目前每位司機都至少配有 5 萬元以上 e 化裝備。 
3. 今年以 RFID 專案申請為主，目前面臨： 
(1) 專案推動經費不足。 
(2) 專案前後時間倉促，面臨問題、盲點多。 

4. 目前 e 化訴求： 
(1) 如何將貨件條碼化、人員 M 化。 
(2) 資訊回覆及客訴處理。 
(3) 代收貨款與退貨問題。 
(4) RFID 成本過高，先以貨櫃車開始，做進出管控，以全

省 10 站所先裝設。 

裕利(股)公司  
張麗玲 副總經理 

1. 感覺上外商公司較不容易難到補助，但實際上還是認同審

查的公平公正性。 
2. e 化前的挑戰為，聯絡人員要到 600 多家醫院抓取所需資

料(例如，訂單)，相當耗費人力物力。 
3. e 化後，訂單自動化精簡作業，並以自建平台，提供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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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站下訂單及銷售與庫存現況，同時可查詢訂單目前處

理情形。 
4. 期許未來 e 化整合藥界 Supply Chain。 

新東陽(股)公司  
許清圳 執行副總 

1. 今年將依照審查委員會要求，做好ｅ化建置案，並帶動體

系內批發商、通路商ｅ化之完備，使整體新東陽體系ｅ化

程度全面獲得提升。 
2. 目前 e 化所面臨最大挑戰為，經銷商、代送商，東西賣三

分之一即要求零星退貨，此舉還涉及經銷商退貨收回及扣

貨款，不知如何與 e 化工具整合。 
3. e 化專案執行時能得到委員期中/期末審查的指導與 TCA

的協助，是無形中 Push e 化進程的最大動力。 

科長總結 

1. 因為推動『節約能源』，所以今天不穿西裝，不打領帶。

2. 今天諸多與會廠商代表有共識，e 化解決長鞭效應、庫存

問題，過時產品退貨所造成之成本增加等議題。 
3. 各與會廠商代表能同時分別由供應商角度、經銷商角度看

e 化，將有效達成： 
(1) 供應、需求鏈縮短。 
(2) 資訊管道有效通透。 
但負面則為資訊洩漏的安全性問題。 

4. 之前有推『共同銷售系統』，以代表店分析銷售排行，並

提供同業 Sharing Data 的作法。 
5. 研擬日後朝共同平台發展，但成功與否則端視是否已取信

於共同參與使用者。 
6. 可研擬測試一個平台，以流通業帶動其上游供應商。但如

何保護資料安全為首要考量。 
7. 可參考物流運籌業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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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會議紀錄 5 

成衣服飾品業、圖書視聽娛樂品業及觀光旅遊服務業
e 化輔導推動計畫 

活動時間：93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00 分至 14 時 00 分止 

活動地點：台北市電腦公會聯誼中心 501 會議室（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2 號 5

樓） 

主  席：經濟部商業司 陳科長秘順 

委員建議： 
委員 建議 

范錚強 1.未來是否能主動出擊,邀請合適的對象來申請案子。 

 
陳怡之 1.商業司與中小企之ｅ化業務可區分並整合，透過：①輔導 vs.深化②前瞻創

新 vs.企業導入③產業導向 vs.企業導向或規模大小（企業生命週期）與國

際化需求等區隔。但兩者仍需合作，建議進一步協商（或透過 NICI-ｅ化辦

公室）並規劃明年或後年共同舉辦「ｅ化成果研討會」。 

2.商業司可採示範性計畫之方式，主動出擊。 

陳家聲 1.策略面如何鼓勵各行業產生群聚以擴大ｅ化效益。或選擇各行業中的 Key 

players 作為輔導示範，以產生群聚企業網絡集團的良性競爭。 

2.各項計劃目標的ＫＰＩ：宜強調具體營運生產力之提升，如透過電子商務產

生營業額、cost down、員工生產力之提升。 

3.對深化輔導廠商個案資料庫的建立，以落實ｅ化效果評估及ｅ化經營創新模

式之研發。 

梁高榮 1.計畫主持人提到ＣＥＯ參與程度與認知不足是推動的最大障礙。 

2.建議以漫畫或動畫來普及ｅ化知識，使得ＣＥＯ的認知可以加強並提高參與

程度。 

呂執中 1.實質協助產業ｅ化，對競爭力提升應有一定之效益，計畫管理能力佳，不過

實質審查流程宜簡化。 
2.已進行執行檢討，應針對所提的改善點提出改善建議（措施）。 
3.本計畫應與ＴＣＡ所執行部份作整合性之考量，包括： 

（１）哪些產業ｅ化對產業競爭力之提升最有幫助，應以此為基礎，積極

（而非被動）促成企業體系電子化，並配合其國際化、大型化、連

鎖化的趨勢，也才能與中小企業處之計畫區隔。 

（２）應配合考量本土ｅ化 solutions（含 consultant）之培養 
鍾乾癸 1.一企業導入ｅ化後，該行業是否應大幅推動？該行業之各企業應如何鼓勵推

動？本計畫從「示範推動→分析→推廣實施」的行動似有不足。 

2.所輔導的行業未來應如何經營才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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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域 1.建議與中小企業處ｅ化計畫協調，集中資源。 

2.協調資訊服務業者朝特定行業深入發展其應用軟體，以半產品／產品模式進

行，避免以 project（計畫以專案執行之方案）方式執行本案。 

3.推廣更重於專案執行。推廣成功ｅ化績效，有助同質產業跟進，加速ｅ化速

度。 

林則孟 加強主動尋找具代表性之廠商提案。 

劉一強 1.本計畫面臨創新與擴散策略之抉擇與資源分佈。 

2.創新與擴散之執行方法大為不同，不宜混淆。 

3.以圖書視聽娛樂品與觀光旅遊為例，執行單位宜提出產業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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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受輔導廠商 e 化追蹤調查問卷 

民國 93 年度商業 e 化輔導推動計畫 
受輔導廠商 e 化追蹤調查問卷 

敬啟者，您好！ 

貴公司為民國 93 年度經濟部商業司『商業e化輔導推動計
畫』受輔導廠商，由衷感謝 貴公司配合政府推動e化所投入之
心血與努力！本次問卷之目的除關心 貴公司導入「ＸＸ體系名
稱」(以下簡稱「連線計畫」)後是否產生效益外，並希望作為本
計畫規劃未來輔導方向之重要參考依據，期能更符合產業e化之
需求。惠請  貴公司計畫主持人配合填寫下列問卷。請填答後儘
速於民國94 年 4 月 15 日（五） 前以E-Mail或傳真回復，卷內資
料將絕對保密處理，謝謝您的配合！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主辦
單位聯絡人聯繫。 

        計畫主持人 張永美敬上 

主辦單位：     經濟部商業司 
聯絡人： 蔡文惠 
電 話：(02)2392-5090 分機 107 
傳 真：(02)2392-1752 
E-mail： lmwang@moea.gov.tw 

 
 
 
 
壹、 基本資料表： 

產業別  填表時間 94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計畫主持

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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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內容：(請於□內打〝√〞，填寫問卷前請參考附件—帶動上線

企業e化追蹤調查問卷統計結果) 

 
一、自 93 年 11 月至今， 貴公司與所帶動企業間上線狀況，經問卷

調查後產生之差異如下： 
請分別說明差異之原因為何： 
根據上線企業問卷調查結果統計， 貴公司帶動上線企業問卷回

收家數為X家，回收家數中有X家反應並無參與「連線計畫」。 
 
請說明原因：                                                       

 
                                                                         
 
二、貴公司帶動上線企業中有參與「連線計畫」，但無持續上線之家

數為X家（無持續上線之原因請參閱附件統計），請解釋並提供

補救方法： 
 
                                                                       
 
三、有關 貴公司是否提供輔導方案之調查統計中，回答無提供輔導

方案之家數為X家，請說明原因： 

                                                                         

                                                                         
 
 四、從調查統計數據顯示上線企業配合「連線計畫」導入上線後，

有X家表示往來效益無提升，請說明原因與解決方案： 

                                                                       

                                                                       

 
五、根據上線企業問卷調查結果統計，上線企業導入e化應用困難

點大多為ＸＸ原因、 
  ＸＸ原因，請說明原因與解決方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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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貴公司在執行「連線計畫」後，請評估以下幾項關鍵性指標提

升或改善的效益程度： 

提升或改善程度   
 

0% 
︱ 

25% 

25% 
︱ 

50%

50%  
︱ 

75% 

75% 
︱ 

90% 

90% 
︱ 

100%
1 整體經營與管理成效的提升 □ □ □ □ □ 

2 成本降低 □ □ □ □ □ 

3 供應商時效控制的改善 □ □ □ □ □ 

4 各銷售點控制能力的提升 □ □ □ □ □ 

5 客戶/訂單回應處理能力的提升 □ □ □ □ □ 

6 客戶服務的改善 □ □ □ □ □ 

7 公司內部資源整合的能力提升 □ □ □ □ □ 

8 各部門間資訊整合能力的提升 □ □ □ □ □ 

9 管理層級決策支援能力的提升 □ □ □ □ □ 

10 公司員工工作技能改善的提升 □ □ □ □ □ 

 
七、貴公司導入「連線計畫」後，請就執行此計畫過程之優、缺點

給予參與之各單位提供具體之建議或感想。 

（1） 配合資訊廠商： 

                                                                     

 (2)帶動上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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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單位： 

                                                                   

                                                                      
 
◎附件： 
  計畫名稱：ＸＸ計畫

帶動上線家數(發出問卷數)：ＸＸ家/份 
問卷回收份數：XXX 份(統計之樣本數) 

 針對「連線計畫」帶動上線企業e化追蹤調查問卷回收統計結果如

下： 
 

   一、回答有參與「連線計畫」之上線企業有 XX 家，無參與此計

畫之家數為XX 家。 
 
   二、自民國 93 年 11 月至今，仍持續保持與「連線計畫」間連線

之家數為XX家，無持續上線之家數為XX家，無持續上線原

因如下： 
       （一）有XX家表示帶動廠商未教會使用方法。 
       （二）有XX家表示帶動廠商之系統使用不便。 
       （三）有XX家表示該公司未參與此「連線計畫」。 
       （四）有XX家表示該公司無網路連線。 
       （五）其他問題的有XX家，問題內容：                                                                     
 
   三、有關帶動廠商是否提供輔導方案之調查統計中，顯示結果如

下： 
（一）回答有提供輔導方案之家數為XX家 

1、 XX家表示有提供上線輔導相關教育訓練 
2、 XX家表示有協助購買設備 
3、 XX家表示有提供經費補助 
4、 XX家表示有提供專業人員諮詢上線問題 
5、 XX家表示有提供優惠或獎勵方案 
6、 XX家表示                                 

        （二）回答無提供輔導方案之家數為XX家 
 

四、上線企業配合「連線計畫」導入上線後，效益提升狀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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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有XX家表示效益有提升，提升項目依統計排序如下：  

1、有XX家表示獲得市場情報 
2、有XX家表示作業流程簡化 
3、有XX家表示訂單處理時間縮短 
4、有XX家表示人力成本降低 
5、有XX家表示對帳時間縮短 
6、有XX家表示                                

    （二）有XX家表示效益無提升 
原因：                                                      
 

五、上線企業使用「連線計畫」之 e 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之年平均比例為何，統計如下： 
（一）有XX家表示e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70％以上 
（二）有XX家表示e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50％～70％ 
（三）有XX家表示e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30％～50％ 
（四）有XX家表示e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10％～30％ 
（五）有XX家表示e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額 10％以下 

 
六、上線企業對於配合「連線計畫」導入 e 化應用困難點依統

計排序如下： 
（一）有XX家表示仍習慣使用傳統交易模式(EX.電話、傳真) 
（二）有XX家表示配合電子化應用導入，反而增加作業複雜度 
（三）有XX家表示本身e化程度仍不足，使用上有困難 
（四）有XX家表示本身軟硬體設備與網路功能受限 
（五）有XX家表示教育訓練不足 
（六）有XX家表示                                  

 
七、上線企業對配合「連線計畫」導入 e 化之應用效果是否滿意？ 

（一）有XX家表示非常滿意 
（二）有XX家表示滿意 
（三）有XX家表示普通 
（四）有XX家表示不滿意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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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帶動上線企業 e 化追蹤調查問卷 

民國 93 年度商業 e 化輔導推動計畫 
帶動上線企業 e 化追蹤調查問卷 

敬啟者，您好！ 

貴公司為民國 93 年度經濟部商業司『商業e化輔導推動計
畫』受輔導廠商ＸＸ公司(以下簡稱「帶動廠商」)之帶動上線企
業，本次問卷之目的除關心 貴公司導入帶動廠商之「ＸＸ體系
名稱」(以下簡稱「連線計畫」)e化應用後是否產生效益外，並希
望作為本計畫規劃未來輔導方向之重要參考依據，期能更符合產
業e化需求。惠請 貴公司由執行此連線計畫之高階主管配合詳
實填寫下列問卷。請填答後儘速於民國94 年 4 月 1 日（五） 前
以E-Mail或傳真回復，卷內資料將絕對保密處理，謝謝您的配
合！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主辦單位聯絡人聯繫。 

                           計畫主持人 張永美敬上 

主辦單位：     經濟部商業司 
聯絡人： 蔡文惠 
電 話：(02)2392-5090 分機 107 
傳 真：(02)2392-1752 
E-mail： lmwang@moea.gov.tw 

 
壹、 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填表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填表時
間 

94 年     月     日

產業別  統一編
號 

 

貴公司與帶
動廠商的關

係 

(1)□上游供應商 (2)□金融機構  (3)□物流廠商   
(4)□一般經銷商 (5)□直營連鎖店 (6)□加盟連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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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電子
化程度(可

複選) 

(1)□有內部網路          (2)□有使用 Internet 寬頻

(3)□有資訊部門或資訊人員(4)□有專屬網路   
(5)□有架設網站          (6)□有電子商務(EX.線
上下單等) 
(7)□有使用經營管理軟體(EX.進銷存軟體，ERP 等) 

 

貳、問卷內容：(請於□內打〝√〞) 
一、 自民國 93 年 11 月至今， 貴公司是否仍持續上線使用「連

線計畫」之系統？ 
（一）□目前持續上線中，每月平均上線或查詢次數____ 次(請
繼續答以下題目) 
（二）□無持續上線原因：(可複選) 

1、□帶動廠商未教會使用方法    
2、□帶動廠商之系統使用不便 
3、□本公司未參與此「連線計畫」 
4、□本公司無網路連線  
5、□其他                                                      

 
二、 貴公司配合「連線計畫」時，帶動廠商是否提供下列輔導方

案？(可複選) 
（一）□有提供 

1、□提供上線輔導相關教育訓練 
2、□協助購買設備 
3、□提供經費補助 
4、□提供專業人員諮詢上線問題 
5、□提供優惠或獎勵方案 
6、□其他                            

（二）□無提供 
 

三、 貴公司配合「連線計畫」導入上線後，是否有改善 貴公司

與帶動廠商之往來效益？ 
（一）效益有提升，提升項目如下：(可複選) 

1、□獲得市場情報  
2、□作業流程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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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訂單處理時間縮短  
4、□人力成本降低 
5、□對帳時間縮短   
6、□其他                             

 
（二）□效益無提升，原因：                       

 
四、 貴公司目前使用「連線計畫」之 e 化交易金額佔雙方交易金

額之年平均比例為何？ 
（一）□佔雙方交易金額 70％以上 
（二）□佔雙方交易金額 50％～70％ 
（三）□佔雙方交易金額 30％～50％ 
（四）□佔雙方交易金額 10％～30％ 
（五）□佔雙方交易金額 10％以下 
 

五、 貴公司對於配合「連線計畫」導入 e 化應用困難點為何？(可
複選) 
（一）□仍習慣使用傳統交易模式(EX.電話、傳真) 
（二）□配合電子化應用導入，反而增加本身作業複雜度 
（三）□本身 e 化程度仍不足，使用上有困難 
（四）□本身軟硬體設備與網路功能受限 
（五）□教育訓練不足 
（六）□其他                             

 
六、 貴公司對配合「連線計畫」導入 e 化之應用效果是否滿意？ 

（一）□非常滿意 
（二）□滿意 
（三）□普通 
（四）□不滿意，請說明：                                              
 
                                   
 

七、 請依據未來  貴公司之營運目標及 e 化需求，勾選下述各

項，提供本計畫做為未來規劃輔導之方向。(可複選) 
（一）□加強更深入的電子化應用服務協助 
（二）□提供連線電子化系統建置經費補助 
（三）□加強相關廠商應用成功案例宣導 
（四）□提供更豐富的 e 化應用系統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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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供更多元的 e 化諮詢輔導 
（六）□建置適當的機制降低電子化成本 
（七）□提供適當的電子化訓練課程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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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民國 90~93 年度商業電子化受輔導體系、計畫簡介及導入家

數 

民國 90 年度商業電子化受輔導體系、計畫簡介及導入家數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致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經銷商間之電子訂貨、出貨

管理、信用額度分級、電子付款等

功能模組，初期導入 198 家。 

198 

網際佳電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上下游間 162家廠商之電子

訂貨系統。建置與 1 家物流服務廠

商間之庫存與進出貨系統。 

163 

全達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上下游 200家廠商間之詢報

價、分級價格管理及線上交易等功

能模組。 

200 

3C 產 

品 

流 

通 

業 

國眾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 31 家經銷商間之電子訂

貨、出貨管理、信用額度查詢及庫

存管理等模組。 

31 

楊聯社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 417家主要上游供應商之產

品型錄、電子訂單、庫存管理等系

統。 

417 

特力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上游供應商間產品資訊、詢

報價、訂單、進出貨、驗收、退貨

及庫存管理等作業模組之電子商

務應用平台，並針對主要 326 家供

應商導入。 

326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自助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 34 家上游供應商間之資料

轉換、採購及庫存管理等系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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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 

建置產品型錄、詢報價等系統模

組，讓會員廠商及供應商使用，初

期導入 524 家。 524 

屈臣氏百佳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上游 160 家供應商之訂退貨、

銷售資料回饋、帳務處理、客戶權

限管理及商品公佈等作業模組之

電子化交易平台。與全省 219 家直

營 連 鎖 店 間 之 DOS 版 改 為

Windows 版。 

219 

展昕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 2 家上游供應商及 123 家下

游醫療診所間之醫藥產業電子交

易平台，提供醫療相關產品的銷售

與配送服務。 

123 

藥 

粧 

業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國內各醫療院所及藥局計 646

家間之醫藥電子交易平台，提供醫

療相關產品的銷售與配送服務 。 

646 

其 

它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下游 67 家經銷商間之市場

情報資訊、維修服務管理、運輸出

貨規劃、乘車經銷庫存管理等系

統。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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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度商業電子化受輔導體系、計畫簡介及導入家數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天韻貿易(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43 家經銷商間之線上下

單及庫存查詢系統，並與天韻內部進

銷存 ERP 連結，期能達成減少電話

下訂的往返時間及錯誤，並藉由內部

流程之改善來加強經銷商及客戶之

滿意度。 

43 

有樂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345 家供應商及下游門

市間之電子化採購作業，並掌握各門

市之庫存及銷售資訊，讓供應商也可

清楚了解各門市之銷售狀況，做為其

預先備貨及建議訂單的參考，以提升

整體供應鏈之運作效率。 

355 

旭曜電通(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80家供應商及下游 50家

經銷商間訂單管理、銷售管理、庫存

管理及工作流程管理等系統，期能提

供良好的客戶服務及協助上游供應

商擴大市場佔有率，以提升其在 3C

通路領域的核心競爭優勢。 

130 

3C 

產 

品 

流 

通 

業 

順發電腦(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300 家供應商及原廠間

之供應商商品型錄及報價系統、訂單

管理及廠商管理系統，期能提升訂單

執行、價格變動、到貨管理等效率，

以達降低營業成本、資訊流通、提升

效率、強化競爭力及增加顧客滿意度

等目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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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3C 

產 

品 

流 

通 

業 

遠傳電信(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814 家經銷商、經銷商、

直營店、特約服務中心、及直接授權

經銷商間之通路商資訊管理、產品及

服務百科、報表管理、促銷管理、門

號啟用、加值服務等電子化應用，且

將所有系統整合成單一入口，以期達

成可隨時上線查詢報表、追蹤進度、

快速解決客戶問題並降低人力成本。 

814 

統一生活事業(股)公

司 

建置與上游供應商 260 家及物流單

位 1 家將訂單、退貨單、對帳單、銷

售與庫存資料等電子化為目標，提供

正確完整的資訊、提升服務品質、增

進合作關係、改進業務效率。 

261 

國際厚生數位科技

(股)公司 

建置與藥品、衛材供應商 177 家、金

流銀行 1 家及醫療院所 10 家，以電

子商務整合詢議價方式讓客戶隨時

掌握商品資訊、訂單資訊、付款方式

等，解決效率不彰的傳統採購模式。 

188 

藥 

粧 

業 

躍獅行銷(股)公司 

建置與躍獅連鎖體系 39 家藥局及經

銷商 45 家透過資訊流，整合總部所

提供之商流、物流、金流服務，達到

快速回應顧客需求的目標。 

84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竹臨食品(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37 家經銷商及 2 家營業

所之日配電子化及訂單連線整合管

理系統，藉由 Internet 與 PC 收集訂

單資訊，並經自動彙整作為後續生產

之依據，以降低接單生產的時間，增

加乳製品的銷售期限。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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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育冠企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300 家供應商間之商品

開發及電子採購等系統，以降低商品

開發及採購時程，減少商品延遲上市

所造成的損失。 

300 

旺家貿易(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64 家經銷商間之電子銷

售及自動補貨系統，以降低商品庫

存，並確認經銷商之補貨點。 

64 

萊爾富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520 供應商之電子採

購、電子訂貨銷售、電子帳務、電子

總帳、代收資料下載、電子支付、應

收帳款收讓作業等系統，並配合流程

改造，以期能降低體系營運成本、快

速反應市場情報、提高客戶滿意度，

創造整合性的資訊流、物流、金流電

子交易環境。 

520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福客多商店(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75 家供應商及 250 家製

造商、下游 290 家加盟與直營店以及

物流商 5 家間之銷貨情報回饋、新品

提報、物流到店管理、預定進貨回

饋、電子對帳等協同作業系統，進而

讓整體交易(新品上架速度、情報回

饋、帳務、庫存管理)達成快速回應

的目標，共同增加市場競爭力。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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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 年度商業電子化受輔導體系、計畫簡介及導入家數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神腦國際企業(股)

公司 

建置與上游20家供應商、下游459家

經銷商服務及21家加盟連鎖店間之

供應商服務及經銷通路服務系統，提

供正確、完整、即時的門號、維修、

帳務、訂貨等資訊，以期緊密結合與

供應商及經銷商關係，並提升營運效

率。 

 

500 

僑品電腦資訊(股)

公司 

 

建置與上游73家供應商間之自動補

貨、協同維修機制、銷售管理及庫存

管理等系統，期能加速補貨速度與提

升維修服務，降低庫存成本，以擴大

市場佔有率及提升營收。 

 

73 

3C 

產 

品 

流 

通 

業 

精豪電腦(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324家經銷商間之印表機

耗材電子化銷售及服務系統，使經銷

商體系能透過系統即時、快速、正確

地買到所需印表機耗材產品，以達減

少成本、提升產業的整體效能。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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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粧 

業 

友和貿易(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34家經銷商、400家直售

化學廠商及研究單位間之電腦語音

話務整合系統(CTI)及電子銷售系統

(e-Sales)，提升整體流程運作效率，

整合相關作業資訊及查詢，提供單一

窗口客服服務，以增進客戶整體關

係。 

 

 

434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藥 

粧 

業 

杏豐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2家上游供應商、1家物流廠

商、201家經銷商、205家下游直營店

及91家下游加盟店之電子訂單管理

及倉儲管理等系統，提供正確、完

整、迅速之資訊及提升服務效率與品 

質，以增進供需合作關係並提高生產

力與競爭力。 

500 

全家便利商店(股)

公司 

 

建置與上游200家供應商、下游1,471

家直營店與加盟店及1家物流中心間

之資訊情報交換平台，以整合供貨廠

商資訊，以達成整體營運順暢之成

效。 

1,672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全聯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下游561家供應商、362

家代送體系及197家全聯場間之運籌

商務系統平台，進行供應鏈關聯管理

等作業，以達到廣設賣場、增加商品

項目、加速商品流通速度及控制經 

營成本之目標。 

1,120 

 

 200



  

統一企業(股)公司 

 

建置與63家經銷商間之進銷存及財

務管理等系統，同時配合集中式資料

庫建置，整合相關銷售資訊，以提供

經銷商最佳管理績效及市場需求分

析。 

63 

 

 

富群超商(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429家供應商、6家物流廠

商及741家門市間之報價、廠商管

理、銷售管理、對帳、訂貨及陳列控

制等系統，期能降低缺貨率與庫存

量，提升對帳速度及銷售分析資料提

供效率，以達降低營業成本、資訊流

通、強化競爭力等目的。 

1,176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普來利實業(股)公

司 

 

建置與195家上游供應商、1家物流廠

商、3家直營連鎖店及1家加盟店間之

電子商務系統及家居修繕服務平

台，以提供商品查詢、訂購、叫修等

服務，建構實體與虛擬互補網站。 

200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愛鮮家冷凍冷藏食

品(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34家經銷商間之訂單帳

務簡化系統，簡化現有訂貨流程、銷

售管控、庫存管理及帳務處理等作

業，提高與經銷商作業效率，取得即

時之 

銷售資訊降低營運成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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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美(股)公司 

 

建置與10家供應商、1家物流廠商、1

家金融機構、1家經銷商、104家直營

門市及23家加盟連鎖店間之銷售點

管理系統(POS)、電子化訂單處理、

銷售情報、電子對帳、會員管理機制

及喜慶訂單等系統，提升銷售、庫存

資料透明度，降低內部管理、溝通營

運成本，以快速分享市場情報，降低

缺貨風險。 

140 

 

裕珍馨食品(股)公

司 

 

建置與上游10家供應商、3家金融機

構、1家物流廠商、下游2家門市及14

家經銷商間之電子採購、供應商管理

及電子資料轉換與傳送平台，整合銷

售點管理系統(POS)、企業資源整 

合規劃系統( E R P ) 、電子採購( e 

-Procurement)、物流、金流並配合流

程改造，以期降低體系營運成本、快

速反應市場情報、提高客戶滿意度及

市場競爭力。 

 

30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熊威興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75家供應商、下游210

家經銷商、10家直營連鎖店及5家物

流廠商間之電子化採購及電子銷售

作業等系統，提供正確完整資訊、提

升服務品質、增進合作關係、改進業

務 

效率，以提升整體供應鏈之運作效

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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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農(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50家供應商間之e化採購

管理平台及新一代超市銷售點管理

系統(e-POS)，運用e化營運資料及販

售情報，有效結合物流業者與供應

商，以達成商品快速回應之效益。 

50 

 

寶雅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153家供應商及下游17家

直營店間之線上訂單查詢、銷售管理

及商業智慧(BI)管理等系統，精簡總

公司與各分店的作業流程，加速與供

應商的下單機制，提升整體產業的競

爭力及優勢。 

170 

台灣勁越(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20家經銷商與網路直銷

商、20家直營與加盟門市及上游5家

供應商間之web進銷存系統，提升總

部對門市銷售、庫存、補貨等資訊之

掌握，建立多語文電子商務網站，提

供網路主動行銷環境，加強開發設計

與國外進行資訊交流，進而提升商品

品質。 

45 

成衣

服飾

品業 

高林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98家零售據點、關係企業20

家零售據點、9家加盟店及合作店、1

家物流廠商及總部管理單位間之服

飾零售銷貨管理系統，以達到提高庫

存正確性及存貨週轉率之效益。 

128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圖書

視聽

業 

吉的堡網路科技

(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0家供應商、6家經銷

商、170家加盟分校園及4家直營校園

間之體系校務整合共享暨電子商務

平台，以提升作業效率、強化服務品

質、擴展教學面項，且降低營運成

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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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立出版社有限公

司 

 

建置與下游8大經銷商間之東立企業

資源價值鏈資訊化系統，以及開發經

銷體系資訊化整合系統，藉由電子化

機制，解決出版業界庫存過高的問

題，充分掌握市場需求。 

8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10家供應商、下游190家

中小型經銷商間之B2B資訊交換平

台並結合內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以達到資訊自動拋轉，簡化

與上下游之作業流程及資訊分享之

效益。 

200 

北極星國際旅行社

(股)公司 

建置與29家航空公司供應商、1,101

家旅行社經銷商及11家直營連鎖店

間之票務電子化交易系統，藉由B2B

同業交易系統，提升公司競爭力、旅

遊產業之作業效率及員工生產力。 

1,141 

 

觀 

光 

旅 

遊 

服 

務 

業 

華旅網際旅行社

(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18家地面代理、24家旅行

社及2家金融機構間之航空公司自由

行網路全球交易系統及飯店與地面

代理交易管理系統，藉以縮短交易流

程、清帳時間，降低交易成本。 

 

 

44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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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

車零

組件

銷售

業 

光陽工業(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17家國內整車總代理商

及50家國內經銷商間之通路商e化系

統，使通路商可透過公司入口網站，

應用電子化工具，將工作流程合理

化，同時建立經銷商管理機制，以提 

升通路效率。 

75 

 

客喜康企業(股)公

司 

 

建置連鎖總部與上游10家供應商、8

家直營店及57家加盟店間之供應鏈

線上進銷存系統，提升效率及降低營

運成本，以達快速回應、自動化及垂

直整合的目標。 

75 

集山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18家直營連鎖店、45家加

盟連鎖店間之即時供應鏈管理系統

( S C M )、下游客戶電子採購( e 

-Procurement)、資訊e化及總公司財

務人事管理等系統，以提升資訊傳遞

效率及財務分析能力與速度，進而提

高公司市場靈敏度，降低市場誤判

率，有效建立新的經營管理模式，提

高店面擴展速度。 

63 

餐 

飲 

咖 

啡 

業 

鬍鬚張(股)公司 

 

建置與50家上游供應商、11家下游直

營店、5家加盟店及40家第二通路經

銷商間之e化溝通平台，以簡化流

程、提供即時庫存查詢服務、降低營

運成本、提高存貨週轉率及產業競爭

力。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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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流 

業 

中華僑泰物流(股)

公司 

 

建置與11家客戶間之電子化單處

理、配送追蹤、即時庫存查詢、物流

作業進度查詢、物流應收帳款資訊及

分析報表等功能，提供貨物運送狀況

即時查詢，增進合作關係，提升服務 

品質及競爭力。 

11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大榮汽車貨運(股)

公司 

 

建置與168家客戶間之整合性服務運

籌中心，包括運輸活動、倉儲活動、

訂單訊息、進出貨訊息、信貸帳款訊

息、流程控管、物流處理進度訊息等 

管理，以串聯成品從客戶之上游供應

商到下游通路間之物流作業活動及

訊息傳遞。 

168 

五崧捷運(股)公司 

 

建置與23家客戶間之貨物追蹤預警

系統(Alarm & Notify System)、運輸

業務系統及物流運籌服務平台，以網

際網路技術、無線通訊、衛星定位及

物流業e化計畫為基礎，整合物流業

應用技術，以建立網際網路物流業發

展環境。 

23 

物 

流 

業 

永康生活事業(股)

公司 

 

建置與18家直營連鎖店及47家加盟

店間之電子化訂單、訂單追蹤及即時

庫存查詢等系統並建立企業網站，提

升作業效率、掌控作業品質並可減少

存貨積壓。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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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物流(股)公司 

 

 

建置與24家客戶及3家物流廠商之倉

儲客服e化平台，整合全區倉儲管理

系統，提高作業效率及倉儲空間之利

用率，以有效提升客戶滿意度。 

 

27 

 

科學城物流(股)公

司 

 

建置與29家客戶間之進出口貨棧資

料網路查詢作業、報關作業、倉儲管

理及運輸作業管理等系統，以期能降

低營運成本，提升體系競爭力，提供

更有效率及更佳之物流服務。 

 

29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物 

流 

業 

夏暉食品有限公司 

建置與9家客戶間之安全庫存合理化

機制、原物料需求追蹤計畫、銷售趨

勢追蹤及訂單回覆等系統，經由整合

各中心原物料使用量，取得市場實際

銷售資訊，妥善運用系統資源，創造

最佳利潤，以作為未來生產排程及存

貨準備之參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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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3 年度商業電子化受輔導體系、計畫簡介及導入家數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三井資訊(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7 3 家供應商

之電子採購系統及自動補貨系

統，提升整體資訊能力、強化

供應鏈關係及提升整體供應鏈

之附加價值，並帶動體系電子

化之整合程度。 

 

73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162 家經銷

商、189 家直營店之供應鏈體系

電子訂貨、交貨系統(包含交貨

至經銷商、經銷商自行提貨、

交貨至消費者)。提供電子訂貨

的物流貨況追蹤並藉此系統提

升接單與交貨效率，降低人工

與庫存成本。 

 

 

351 

 

3C  

產  

品 

流 

通 

業 

 

 

 

大將電子開發(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 50家經銷商之

電子化銷售、電子化客戶服務

及全球庫存透通管理系統，藉

由企業入口網站(EIP)，提供即

時完整的產品資訊，促使體系

間供應鏈流程再造，整合銷

售、物流、服務等作業，提升

資訊透通性及快速反應，縮短

交易時程、降低存貨成本，提

高存貨週轉率及客戶滿意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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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3C 

產品流

通業 

元山科技工業(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45家經銷商、1家物

流廠商、2家直營店及2家加盟

店之需求鏈電子化系統，藉此

電子化達到節省成本，減少人

為錯誤，促進效能提升，掌握

即時資訊，帶動上中下游產業

整體發展之競爭能力。 

50 

 

佳特健康事業(股)公司 

 

建置與30家加盟連鎖店間之電

子採購系統(e-Procurement)及

透析中心醫療管理系統

(RCIIS)，根據資料庫取得分析

報表，提升照護品質、縮短客

戶採購流程、降低庫存、節省

人力及增加客戶滿意度，達到e

化的效益，創造雙贏的結果。 

30 

 

藥 

粧 

業 

科達製藥(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2 2家經銷商間中

藥、保健、草本化妝等相關產

銷及服務電子化系統，使經銷

商體系與公司總部透過系統即

時、快速、正確地完成供補作

業，建立調撥機制，有效的降

低缺貨率以達減少成本，提升

產業的整體效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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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藥 

粧 

業 

曼都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8家供應商、下游

230家加盟店之e化系統，蒐集

分店訂購資訊，提高採購的議

價力，掌握商品的流動情形，

快速應收付帳對帳，降低採購

過程的成本，有效管理庫存，

降低商品行銷成本，精簡作業

流程，掌握出貨資訊，降低管

理成本，減少客訴發生，提升

客戶滿意度。 

238 

 

三皇三家國際事業(股)公

司 

 

建置與上游37家供應商、下游

17家直營店及24家加盟店之電

子化連結以完成體系e化，並藉

由線上學習系統(e-Learning)之

建立，建構無時間、無空間限

制的教育環境。 

78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花仙子企業(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62家經銷商及12家

代送商之電子銷售交易平台，

透過作業流程改善，將銷售資

料自動轉入與匯出，減少人工

作業及錯誤率的產生，加速供

貨速度，降低庫存成本，提升

營運效率。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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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  

日  

用  

品  

業 

美德耐(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5家供應商、下游

113家經銷商維康醫療用品門

市之共同交易作業平台，加強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以

人為本，創造體系競爭優勢，

減少成本，提高存貨週轉率，

增加客戶滿意度。 

138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曾記糬股份有限公司 

 

 

建置與上游3家供應商、10家直

營連鎖店之e化系統，發展無店

舖通路，結合顧客資料庫、Web 

訂購及銷售點管理系統

(POS)，提供客製化訂購及物流

配送服務，強化單點銷售點管

理系統(POS)功能，發展B2B機

制，提升原料供應商e化程度，

以達到快速反應，降低營運成

本及庫存，提升整體供應鏈之

經營效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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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珍馨食品(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 24 家供應商、下游

10 家經銷商、3 家金融單位、1

家物流廠商及 3 家直營店之商

業 e 化供銷平台，整合糕餅業

供應商、同業廠商及金流與物

流廠商，協助提升成員之 e 化

程度與能力，並提升體系整體

營運效益。 

 

 

 

41 

 

新東陽(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69家供應商、2家

物流廠商、2家金融單位及66家

直營門市之銷售情報即時回

饋、電子採購、自動補貨、電

子對帳單、電子付款等系統，

快速反應市場資訊及降低體系

營運成本。 

 

339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食  

品  

日  

用  

興農(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00家供應商及35

家直營店之 e化採購管理系

統；同時結盟弱勢環境中的業

者，使用最新的電腦技術運用

與經營Know-How，積極有效的

使用資訊管理系統，提升競爭

力，爭取生存空間。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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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拓企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24家供應商、下游7

家經銷商、21家直營店及1家加

盟店之電子採購及B2B商務管

理系統，讓所有體系成員可以

共享資訊、資源與服務，建立

具有核心競爭力之經營團隊，

藉由電子化運作環境提升體系

之間資訊傳遞與行銷效率及專

業服務能力。 

53 
品 

業 

藝奇藝術授權文化(股)公

司 

 

建置與上游5家供應商、下游35

家經銷商、1家金融單位、1家

直營店及1家加盟店之e化流通

平台，導入供應鏈管理系統、

策略支援系統、資料庫管理系

統以增加藝術創作的加值運用

空間，建立上下游的更多合作

配合。 

43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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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光學科技(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51家供應商、143家

直營連鎖店、125家加盟連鎖店

及1家物流廠商間電子資料交

換平台，運用Web平台、單一

資料庫架構，即時傳遞資料及

訊息，提高資訊的透通性，簡

化作業流程，提升訂單、對帳、

盤點的效率並降低人力成本及

資料錯誤率。 

320 

 

寶島鐘錶(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5家供應商、112家

加盟店及1家直營店之客戶關

係管理系統(CRM)、電子採購

系統、庫存管理系統及決策支

援系統，串連加盟店與總部及

代理商的交易關係，藉由e化，

加速處理時效，快速流通商情

資訊。 

 

118 

 

食  

品  

日  

用  

品 

業 

寶雅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153家供應商及17

家 直 營 店 之 訂 購 管 理

(e-Order)、銷售管理、庫存盤點

管理 (e-Stock) 及商品分析管

理、網路匯款(e-Payment)、供

應 商 融 資 (e-Financing) 等 系

統，分析更大量的銷售資料，

有效降低海外物流的交易成

本，建立新增客戶的忠誠度，

進行全面的功能升級。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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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建置與下游450家經銷商B2B電

子商務網站、供應鏈管理資訊

化以及物流配送資訊化系統，

藉由web達到內外部資訊共享

與透明化，減少漫畫出版界

產、供、銷從上至下游整體庫

存調度與缺貨壓力，發揮靈活 

調貨補書之效能，掌握市場需

求的變動，進而提高服務的品

質與效率，增加漫畫出版整體

價值鏈之競爭力。 

 

 

 

 

450 

 

圖 

書 

視 

聽 

業 

皇宇科技(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1 2 家供應商、4 家

直營店與44家加盟店之WEB版

「皇冠net多元複合系統」，由

加盟店以WEB方式操作，將所

有資料儲存在總部資料庫中並

結合線上交易以達到全面資訊

化管理，提升總部、上游廠商、

加盟商、客戶間之互動及獲利

的目標。 

60 

 

 

 

 

 

 215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圖 

書 

視 

聽 

業 

佳音事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8 家供應商、1 3 家

直營分校及1 8 7 家加盟分校

間之電子訂貨系統(EOS)，使分

校透過系統即時、快速、正確

地買到所需教材、教具，並利

用校務管理系統與訂單系統之

整合，提升分校效率，供應商

則透過採購管理預知研發教材

計畫，提早準備生產作業。 

208 

 

成衣服

飾品業 

愛的世界(股)公司 

 

建置與147家直營門市、2家金

融單位、2家物流廠商之電子化

服務系統，使門市透過電子訂

貨、銷售及物流整合系統增加

服務能量，以達到提升客戶服

務滿意度，增加銷售機會，提

升服務競爭力的整體效能。 

151 

 

觀光旅

遊服務

業 

行邦旅行社(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5 1家供應商、3家物

流廠商及167家加盟店之行遍

天下旅遊網連鎖營運網路交易

平台(B2B2C)，推動旅遊產業全

面升級，將零散型服務型態，

透過聯合採購統一行銷之策

略，整合建構為旅遊同業結盟

制度，降低人工作業流程時間

成本及產品採購成本，專注區

域性產品特色。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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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仲

介業 

住商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156家加盟店之聯合簽

約中心系統及聯合流通中心系

統，藉由e化與行動化商務(M

化)網絡之通路整合，提升客戶

滿意度與作業效率。 

 

156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光陽工業(股)公司 

 

建置與下游17家國內零件總代

理、150家國內經銷商的通路商

e化系統，讓通路商可以透過光

陽入口網站，應用電子化工

具，將工作流程合理化，導入

行銷管理，藉以提升通路附加

價值及增加通路實際效益。 

167 

 

汽機車

零組件

銷售業 

車麗屋汽車百貨有限公

司 

 

建置與上游401家供應商、6家

直營店及客戶間之汽車百貨商

品電子化銷售及服務系統，強

化供應商管理、庫存管理、採

購管理及帳款控管的整合，促

進體系間作業流通效率，並透

過客戶交易紀錄，分析客戶消

費行為以掌握企業核心價值並

增加客戶滿意度。 

407 

 

餐飲咖

啡業 

欣葉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45家供應商及13家

直營門市採購與銷售管理系

統，使上游原物料供應商及門

市透過系統快速、正確的訊息

回覆，縮短採購時程，降低採

購成本，提升庫存管理及工作

效能，增加客戶滿意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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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餐飲咖

啡業 

集山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6家供應商、3家物

流廠商、3家金融單位、21家直

營門市及80家加盟門市之e採

購與行銷系統，建立『B to C無

店舖行銷通路』並導入客戶關

係管理系統(CRM)，提供消費

資訊做有效分析，整合門市、

金融單位匯款、客戶簽帳等電

子表單，提高訂單處理效率，

減少人為疏失及成本，提高客

戶滿意度。 

113 

 

其他流

通業 

臻霖實業(股)公司 

 

建置與上游35家供應商及50家

加盟店之電子商務共同作業平

台，利用網路科技服務來做人

力派遣、人力服務，使人力得

到最恰當的安排。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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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流 

業 

五崧捷運(股)公司 

 

建置與39家客戶之e化系統，導

入整合通關及空運業務系統、

人力資源系統、決策支援系

統、線上分析系統與資料挖掘

系統(Data Mining)及e化帳單系

統、物流運籌服務平台、地理

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提升整體物流業應用技術

發展，帶動更多合作夥伴。 

39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物 

流 

業 

中華僑泰物流(股)公司 

 

建置與13家客戶、3個配送點推

展配送異常快速回應系統 

(EQRS)、中華僑泰供應鏈 

協同服務系統(CT e-Service)及

中華僑泰供應鏈線上學習系統

(CT e-Learning)等，使整體上下

游客戶及價值鏈相關廠商達成

緊密相互與共、協同合作的生

命共同體，提升整體物流體系

供應鏈的品質、效率及競爭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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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及物流(股)公司 

 

建置與2家供應商所屬下包商

及物流中心間之基地台組件流

通的資料共用平台，使供應

商、下包商及物流公司能透過

系統快速、正確、即時的掌握

庫存資料、進出貨資料、組件

流向、需求資料等，以達減少

成本，提升產業整體效能。 

 

2 

 

全台物流(股)公司 

 

 

建置與257家客戶(含供應商)之

e化應用系統，在北、中、南建

立全省全溫層綜合物流網，提

供全家便利商店全省約1400店

的後勤支援綜合物流服務，增

加作業效率，提升整體效能。 

 

257 

 

 

全球趨勢流通網(股)公司

 

建置與20家供應商之自動補貨

機制、物流資訊管理、供應商

儲位管理系統，改善客戶、物

流中心及供應商之作業流程，

降低庫存成本，提高服務品質。 

 

20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物 

流 

業 

長榮國際儲運(股)公司 

 

建置與19家客戶之整合型儲運

資訊服務平台，提供客戶 All 

In One 的物流服務及一貫化優

質的服務，提高貨載之安全性

及流暢性，降低客戶營運成

本，進而增進服務品質，以強

化市場競爭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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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盟行銷(股)公司 

 

建置與351家供應商及全省7個

物流中心以捷盟體系為主的

B2B「供應鏈整合電子商務暨

金流加值服務系統」，整合7-11

全省3，370家門市銷售點管理

系統(POS)及企業原有之物流

系統、資料庫與對內網站，以

提升體系資訊化程度及整體競

爭力。 

 

 

358 

 

集康國際(股)公司 

建置與4家客戶之B2B電子商

務採購系統及醫藥物流網二個

整合性作業系統，推動醫學中

心與地區醫院採購與物流e化

作業，物流中心協助醫院採購

驗收作業、庫存控管與院內配

送，整合電子化採購與物流配

送管理，建立單一作業流程與

高效率的服務模式，強化醫

院、供應商、物流中心協同作

業與專業分工。 

 

4 

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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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耀(股)公司 

建置與59家客戶、5個物流中心

透過e網通單一介面單一格

式，完成e網通與店配、宅配、

貨運、郵局四大配送體系資訊

交換機制。另運用凱耀完整之

倉儲包裝能力，透過e 網通平

台處理之訂單，依選擇之配送

方式，自動產生不同規格出貨

條碼及發票列印製作，一併進

行包裝作業，降低零售業者經

營門檻，縮短出貨時程。 

64 

物 

流 

業 

 

嘉豐冷凍冷藏(股)公司 

建置與2 5 家客戶的倉儲作業

管理(A S /RS)、內部倉儲與貨

物管理(WMS)、輔助配送運輸

管理(TMS)及數位學習平台等

資訊即時整合，讓嘉豐物流上

下游客戶、配送點之資訊應用

與服務供應鏈電子化，建構完

整企業價值鏈，提升企業競爭

力，提高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

並完成推廣協助上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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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體系名稱 計畫簡介 導入家數 

廣九物流(股)公司 

建置與10家客戶與124家配送

點及301家供應商之客戶關係

管理系統(CRM)及決策支援系

統，透過導入客戶關係管理系

統(CRM)及播種式揀貨作業，

有效率的擴充業務版圖、提高

顧客忠誠度，更可以提升揀貨

之作業效率，減少訂單處理時

間，進而以最小成本創造最大

價值。 

435 

物 

流 

業 

聯倉交通(股)公司 

建置與30家客戶之物流服務全

方位e化系統將企業資源規劃

(ERP) 、 供 應 鏈 管 理 系 統

(SCM)、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CRM)整合，帶動相關產業供

應鏈的競爭力，藉由發展全方

位e化服務，提升顧客物流服務

品國內貨物運輸業者效率與形

象，建立 同業之典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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