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背景目的 

 
台灣高科技產業為世界潮流帶出一個島國經濟中卻能以優異之

科技人才、優異之晶圓製程、超彈性管理系統之能力來創造世界晶圓

半導體高科技產業大國之榮景，使得身為高科技一份子的資訊人相當

的引以為傲也深感責任重大; 由於學生一直都在跨國大型外商公司

服務，深深覺得現今變動快速的經濟企業體系中，如何能夠延續高科

技產業的競爭力並發展超優勢來重新整合高科技產業的榮景再造與

建置高科技產業新願景與目標是當今高科技產業要特別關注之議題。 
 

學生在 IBM 公司負責 Business Consulting 部門因職務之須常需帶

領顧問群評估協助竹科高科技產業之BPR & ERP system 之企業診斷

與應用系統之導入， 在不斷和高科技產業 CEO 們互動及訪談高科技

產業之過去創業惟艱時代到全盛時期台灣孕育了一百多家在竹科之

創新高科技產業衝刺高度知識經濟發展中乃至今所面臨之再次挑

戰，尤其面臨南韓以國家級產業電子資訊大廠之勢凌駕全球產業，這

時台灣高科技奇蹟之源-半導體製造代工王國必須要思以如何垂直整

合趨勢迎戰全球半導體業反撲 ，在此我們當思如何以快速佈局再造

台灣高科技產業之創新/誠信/分享與持續獲利之能耐。 
 
而如何利用自己所長以發揮棉薄之力來協助台灣高科技產業迎

向更艱鉅的挑戰是本研究最大之動機; 我們看到全球產業已經進入

微利超競爭時代，大家所面臨的是企業內部的超效率系統擠壓高標和

來自內部外部之各種白熱化競爭及多方資訊與決策之壓力，當下如何

找出一個創新手法，讓高科技企業有機會縮短建置企業組織變革/業
務流程改造/縮短學習曲線使企業資源計畫快速導入和企業供應鏈價

值鏈快速備妥以超快速學習變成創造新典範的先鋒部隊來建立超優

勢競爭企業是本研究之重要動因。 
 
 

1.1 研究動機背景 
 
在研究動機背景方面有兩大方向，分別為：(1)在激烈快速競爭

微利時代下， 如何協助中型高科技產業快速導入 ERP 之鑰在現今之

大型高科技產業和外商跨國公司和中型高科技產業所面臨之問題和

挑戰幾乎是相同的激烈， 然經過我花時間去分析這些高科技電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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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早在第一波全球資訊/企業改造組織變革的巨流聲浪下約在 1995 年

前後左右即已經導入跨國高檔之 ERP system (例如: SAP⋯ system 
ects.)， 也因為當時即導入 ERP 系統，使得台積電/聯電/旺宏/英業達

/光寶/鴻海⋯等大廠得以快速和國際高科技舞台接軌，使高科技產業

從核心業務流程全部重新變革翻新，以大力幫助 First Tier 因應全球

快速成長之業務和製造訂單之需及成效; 在大廠紛紛上軌道之後，他

的相關高科技中型電子產業亦面臨相同之高速業務成長壓力下，在事

前未能有效預測或未具能力或時間資金不足之下，往往只是窮於應付

大廠或外來大客戶應接不暇之訂單外，毫無時間或人力來思考整頓企

業之整個流程和整合應用系統，我所見稍有獲利之成長型高科技電子

中型企業就深深領悟到企業要成長就不能老是用古老之方式管理，無

謂的內耗是吃掉微利高競爭時代所掙來所剩不多之微薄利潤的最大

禍首之一; 再進一步觀察一般中型高科技產業更深一層之問題時， 
更發現他們在考慮企業資源規劃整合企劃案之企業改革時都面臨相

同之困境 – 那就是:既希望能導入和大廠相連結之高效率之 ERP 系

統，但又限於預算經費和人力時間之壓縮限制，往往只能望梅興嘆(或
稱:望梅止渴之份)⋯; 學生有機會和多位高階CEO和集團負責人多次

交談切一段期間後，就一直不斷思考要如何找到使中型高科技產業也

能以經濟且快速方法但卻能享有相同之高品質之 ERP 系統快速導入

方法之鑰匙，來協助中型高科技產業快速導入 ERP。(2)基於以往很

多企業為何導入 ERP 經常失敗的動因背景之下而研究出一套成功可

行之解決方法。 
 
再緊接著第二個本研究動機是: 常常聽到很多企業導入 ERP 失

敗之案例，使學生相當之驚訝!(因為在我所經歷過約 20 年之資訊人

生涯中乃至於我所帶領之各種大型跨國或兩岸三地之 ERP 仰或 BPR
導入大系統中從來沒有不成功之紀錄!) 在此情境下學生更想找出一

套可行且驗證成功之 ERP system 讓中型高科技企業有機會擁有高品

質之國際級 ERP 系統但只要用較經濟低成本投入之創新手法以使該

類中型高科技企業快速導入 ERP 來協助其快速實現企業業務藍圖! 
 
註:  

很多企業為何導入 ERP 經常失敗的之原因有很多種，學生在兩年

前應某一企業主之邀約曾花一些時間研究過本問題，此議題牽涉到另

一個 Tree structure， 影響範圍極為廣擴，僅將其失敗要因簡要提列

於下， 將不在本研究中再述 ; 基本上失敗之主因簡單列示於下： 
 
- 歸納 ERP 失敗之前十大令人頭痛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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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king Key Issues 
1 Project Size 
2 Staffing (Includes Turnover) 
3 Risk Management 
4 Unreasonable Deadlines 
5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6 Scope Creep 
7 Unexpected Gaps 
8 Interfaces 
9 Too many add-on program 
10 Resistance To Change 
 

 Ranking Key Issues 

1 Project Size 

2 Staffing (Includes Turnover) 

3 Risk Management 

4 Unreasonable Deadlines 

5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6 Scope Creep 

7 Unexpected Gaps 

8 Interfaces 

9 Too many add-on program 

10 Resistance To Change 

 
        (圖表-1 ERP 失敗之前十大令人頭痛主因) 

 
 
1.2 研究目的 
 
 (1)協助台灣中型高科技企業以產業別最適合模式快速導入 ERP
以加速其建立企業競爭力基礎建設和國際企業快速接軌。(2)企圖研

究找出電子高科技產業之產業模式建立最佳企業典範之核心競爭力

和 Value Chain 等 ERP 產業模板(Template) 之建置，讓企業快又有效

率擁有核心能力!(3)嘗試建立一套可行且獲利之ERP導入之 Business 
Model 以達到 Win-Win 之局(指中型高科技產業和資訊顧問服務廠

商)， 由於許多大型跨國性企業已經在第一波 ERP 洪流中導入國際

級 ERP 系統，而目前新一波之商機是如何讓中型高科技企業也可以

快速輕鬆使用經濟有效之模式來享用貴族化之世界級 ERP 系統之品

質是很有價值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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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企業，其價值主張與下列幾項企業在市場上創造差異化競

爭優勢的象限息息相關，其可大分為: 服務優勢、顧客市場關係優

勢、業務流程優勢、製造優勢、資訊應用優勢⋯等等。傳統的企業績

效採用大量奴工進行產銷人發財之人為個人來維繫企業之生存，用過

期之資訊和財務報表衡量等落後指標來執行營運策略，但殊不知資訊

知識時代，資訊整合企業經營之鑰，尤其企業最重要的是無時無刻應

以客戶為依歸 - 幫助客戶贏得市場，以服務客戶/市場之業務流程和

核心應用系統設計觀念就極為重要，有完整產業別之 ERP 應用系統

為基石下，企業才能在基本核心能耐下再進一步管理帷握其他更深耕

之如顧客、技術、知識、創新能力、智慧資產⋯等等以往找不出喘息

機會所要顧及之核心擴張能力，以使企業更快、更精確、更廣之分析

角度績效衡量及決策管理以發揮企業綜效！ 
 
在企業界，誰先發動變革，誰就先掌握競爭優勢，標竿產業成功

的典範比比皆是案例不勝枚舉，著名的例子在國外諾基亞從紙漿公司

變成全球三大行動電話企業、德州儀器由石油探勘公司轉為積體電路

大廠等; 在國內有 TSMC & UMC ⋯等高科技大廠和中華汽車組織

再造和 ERP 成功的企業!因此要使中型高科技產業導入快速又成功之

ERP 應用系統就必須利用“他山之石＂之策略：即找出電子高科技產

業之產業模式建立最佳企業典範之核心競爭力和 Value Chain 等 ERP
產業模板(Template)是讓中型高科技企業再生之可行方向。 
 

嘗試建立一套可行及獲利之ERP導入之Business Model是本研究

希望達到雙贏的局面；這種創新之 Business Model 若要成功就必須要

有被驗證且長期可以使用複製之，否則只顧及中型高科技企業之概括

承受而忽視成本元件則是不經濟且不能長久經營成功的，因為如果一

味只是單方面付出而無從找出一個創新之 Business Model 則此改革

關係將不牢固，最佳之作法是創造一個有價值之 Business Model 使產

業和資訊顧問服務導入公司也能獲利之 ERP 模式，一起解決重大挑

戰而頻臨迅速瓦解之困境! 
 
 
1.3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如下幾個問題提出探討，並期能找出解決方

案: 

1.台灣中型高科技產業 ERP導入之發展現況及面臨之瓶頸為何？ 

 - 7 - 



2.尋找建立一套高科技產業解決方案之產業模板，建置共用之-

半成品， 探討高科技產業特性及其價值活動如何構成價值鍊之

產業模板之核心元件以協助台灣中型高科技企業加速 ERP 之導

入。 

3.探討一個快速導入 ERP 之行銷輔助方法為何? 其核心能耐為

何？資訊服務公司的價值活動內涵為何？各價值活動所需的顧

問專才及行銷輔助機制為何？ 

4.如何找到一個 ERP 快速導入專案之方法論，發展形成一個共通

性結構的 Business Model。 

 

 

1.4 研究流程 
 
 本研究主要流程描述如下：鑑於台灣中型高科技企業所面臨之問

題和資訊服務廠商之創新和個人之理想抱負和使命感，學生即研擬本

研究架構大分為六大研究流程，分別從:  
 
Step (1). 以資訊創新改革創建一個 ERP 快速導入中型高科技企業商

業模式為主題確認目標為研究流程之第一步驟。 
 
Step (2). 參考各種台灣高科技產業之電子產業最佳典範實踐 (Best 

Practice)之 Template 與其商業行為和運作模式，和資訊顧問

服務廠商運作支援模式之文獻資料研究與發酵成形。 
 
Step (3). 利用台灣已有導入 ERP 之科技大廠，如 TSMC，UMC，旺

宏⋯等廠之應用系統核心價值鏈，和參考國外高科技廠和應

用軟體開發之最適合此產業之典範學習，結合系統參數設定

以國內外標竿企業為藍圖尋找一個屬於高科技產業之產業

模板建置。 
 
Step (4). 找到產業模板後，更近一步探討一整套創新管理快速專案管

理方法論和資訊應用服務廠商之搭配支援和行銷輔助之管

理系列。 
 
Step (5). 為驗證本研究之可行性，本研究係以學生用本研究所找到之

快速導入方法模式為設計創新藍圖以新島示範性的兩家中

型高科技企業為個案實例為佐證本研究方法邏輯之高成功

性。 

 - 8 - 



 
Step (6). 進而整理出我的研究發現和建議 
 

茲將本論文研究流程畫出，圖示如下示意圖： 

 

(圖表-2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 

(參考來源 : 本研究整理 – Feb.2004 Carolin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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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的探討 

 
本研究文獻的探討，旨在整合台灣在高科技電子產業之最佳典範

實踐(Best Practice)企業資源規劃管理相關文獻，探討對 ERP 快速導

入中心思想和資訊服務業支援 ERP 快速導入之商業模式文獻之探討

經由創新方法和個案實証來找出本研究之定義、規劃與運用形式，從

而發展出中型高科技企業快速導入國際級 ERP 的可行模式。 
 
我們發現企業間敵對狀況越演越烈的同時，競爭對手也不再溫文

有禮， 值此競爭熱度全面升高時， 就連最沈寂的行業也不例外，舉

凡：從高科技產業、從傳統雜貨店跨國量販店大賣場，大小企業甚至

非營利機構或醫療院所無一可以逃出超優勢競爭的手掌⋯由以上種

種感慨讓我想起一個企業如何應用快速資訊廣義 ERP 超整合力量保

持超優勢競爭之關係極為重要。 
 
再論: 我們知道在超優勢競爭的環境裡，優勢不再屹立不搖，競

爭的策略重點，不是尋求唯一的優勢，策略的目標亦非只是建立穩定

與平衡；企業要成功所仰仗的，是持續地開發一系列的暫時優勢，是

主動打破現狀， 並積極地轉移到下一個優勢， 由此源源之肇因，更

讓我們不得不重視廣義 ERP syetm 對超優勢競爭之重要警訊，而要

使企業能創造另一波之企業超優勢就必須有超優勢之組織和資訊整

合系統來加以靈活運作，以"整合" 和 "創新" 出一片新的超優勢企業

活水。在一波波資訊技術發展與應用的衝擊下，除了企業資源規劃、

供應鏈管理等企業極欲導入的解決方案之外，一套高品質快速可行之

國際級 ERP 是為各企業競相追逐的重要項目，ERP 超整合系統管理

和建置一個可行之 Template 之 Business Model 的理論與實務發展，

有這些應用系統發揮資源整合時就可以讓企業朝向如何讓企業造就

顧客之成功與企業持續獲利之最終目的。 
         
因此，在本節中，將就如下三個主題探討，進而了解如何找到創

新之中型高科技企業快速導入 ERP 的方法文獻，以做為理論架構建

立時的重要依據。 
 

文獻探討 1：探討 EE 產業最佳典範實踐(Best Practice)之文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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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探討 EE 產業最佳典範實踐(Best Practice)之文獻資料) 
 
從 SAP Best Practice 和探討電子產業模式兩大主軸相關資料去找

到 EE 產業最佳典範實踐(Best Practice)。 
 
文獻探討 2：探討 ERP 快速導入之文獻資料 

 

 
(圖表-4 探討 ERP 快速導入之文獻資料) 

 

利用 SAP/ERP 系統導入之專案智庫相關文獻和 ERP 導入方法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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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去尋求最適合中型高科技企業 ERP 快速導入之專案方法論。 

 

文獻探討 3：資訊服務業之商業模式文獻探討 
 

 
(圖表-5  資訊服務業之商業模式文獻探討) 

 

 

2.1探討電子產業最佳典範實踐(Best Practice)之文獻資料 
 
 提升台灣高科技產業競爭力的關鍵是建立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產

業的典範（Best Practice），台灣整個高科技產業在目前趨勢上仍以半

導體晶圓代工為主，該產業發展已邁入成熟期；轉而圍繞在這些大廠

之中型高科技產業繼而紛紛爭先恐後一一企圖出現為成為一級電子

廠，其中諸如: 以通訊網路為主的發展方向或以消費性電子 3C 整合

電子產業為主之發展⋯等前景不錯之發展趨勢將深深影響我國電子

產業未來發展。 
根據超優勢競爭原理，台灣優勢已不再是屹立不搖，未來台灣電

子產業的前景，應以面向全球的產業發展之新思維為方針，內造產業

競爭力的固本策略，擺脫單一式的產業發展模式，以創新突圍提倡以

進代守的產業發展與兩岸政策，為台灣電子產業奠下未來十年發展的

根基。 
換言之，台灣電子產業應重新定位，由全球生產中心升級為創新

與運籌服務中心，同時應藉重外部資源、推動國家級計畫等，來提升

台灣電子產業的內部能力，這時最值得我們把台灣多年之珍貴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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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最佳典範實踐產業核心典範資產加以會整蒐集研討成為下一波

之重要武器。 
 
 
2.2 ERP 資訊服務業之商業模式文獻探討 
 
 資訊服務業–在台灣一直是楚於高度競爭，急速建立和淘汰資訊

先進技術之行業; 尤其在軟體發展業中更是如資訊科技競技之短兵

交接之壯烈，由於台灣資訊產業和高科技業之快速崛起，台灣軟體資

訊服務業大部份只是扮演救火救急之腳色，而較未朝向較有系統化之

大型軟體之研發與深入產業開發以研發出一套高整合之資訊成品，也

因為如此速成追趕業務&技術⋯種種現實環境之壓迫，當然就無法產

生高加值之資訊服務，同時獲利也相當微薄，甚或虧損累累， 折損

台灣諸多資訊應用軟體服務業廠家及人才，以此惡性循環下自然難成

一有氣候之大型高品質之資訊服務業; 台灣中小型資訊服務業遭受

如此惡性循環情境之下，其中連大型資訊服務業也面臨大型企業市場

轉移到中型企業市場轉變之壓力而必須改弦易轍，重新創造一個–資

訊服務業之服務創新 之 銷售行銷模式 以建立一個獲利商業模式。 
 
 
2.3 台灣高科技產業之發展狀況探討 

 
針對台灣高科技產業幾年來表現之一線大廠之競爭起落非常激

烈，除了台積電、聯電之外其中高達 7 成都已換新的 CEO 或金主已經

轉移或合併，如旺宏、台灣大哥大和威盛都紛紛退出一線大廠行列， 

力晶、 茂德、南亞科、華邦電、世界先進等台灣五大 DRAM 製造業者

也通通被擠下， 由此可見在高科技產業競爭之白熱化與殘酷。 

 

台積電一向以一貫之企業信念 - ＂為客戶赴湯蹈火，強調服務

及品質兼顧 ＂之精神登上高科技電子產業總龍頭之尊， 在前有挑戰

林立， 後有追兵不斷，高科技領域的企業並沒有所謂太平盛世，而

要成為台灣甚至全球科技界的強手唯有以過河卒子的精神，不斷創新

製程研發之外企業也應建立一個超整合之符合該產業之 ERP 系統以

提升整合企業資源之應用與管理並不停的向往下一站盡力衝刺！ 

 

台灣高科科技產業在 2003 年度競爭力的完整調查中，發現台灣

所有高科技企業，從上游到下游，從製造業到服務業；除了上市櫃公

司外，還包括非上市櫃企業，總共涵蓋台灣 3，500 多家公開發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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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公司，由此可見台灣中型高科技企業是一塊多麼重要之資訊服

務業應該專注經營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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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 

 
3.1 系統邏輯- 1 (快速導入＂系統邏輯＂架構) 
 
 (1).本研究關鍵觀念是: 採用模板導入方法(Template Approach)以 

為快速導入系統邏輯 
(2).本研究關鍵架構主軸分別是： 

  -建置產業模板核心元件 
  -研究 ERP 快速導入專案管理方法論 
  -成功快速導入個案實驗案例驗證研究結果 
  -尋找共識媒合點之行銷輔助工具 
  -建立獲利可行之商業模式 

採用此雙主軸架構以建置快速導入之可行性。再輔以 Case study - 
Pilot system 進行多次測試驗證以個案成功導入實證結果佐證與修正

快速導入之模式。 
 

將本研究所主張之 ＂快速導入系統邏輯 - Template Approach ＂ 
研究架構系統邏輯整體圖示畫出來整理如下總圖以協助了解整個創

新架構: 

 
(圖表-6 ＂快速導入系統邏輯-Template Approach 研究架構整體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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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統邏輯- 2 (以建立產業模板快速導入之產業特性半成

品架構觀念) 
 

本研究最重要之研究系統邏輯就是利用全球從國外和國內各高

科技產業之最佳典範核心作程彙集為最適合台灣中型高科技企業

之＂模板核心元件＂系統邏輯。 
將其組成之主要系統邏輯過程簡圖於下： 
 
 

 
 

 

SAP/ERP 
Best Practice

全球高科技電

子產業最佳典

SAP – IMG
系統參數設定

EE產業 
核心能力要

Template
雛型資料

 

 

 

 

 

 

(圖表-7 模板核心元件-系統邏輯 過程簡圖) 
 

 

 

3.3 系統邏輯- 3 (以創新手法建立快速導入管理方法論) 

 
 這裡所提到的是以創新手法建立一套ERP快速導入時所需之管理

方法論的創新系統邏輯，以大膽假設的將其測試在 ERP 在中型高科技

產業快速導入之兩個先導專案中，藉以驗證本創新手法之可行性而且

可以自此經驗中去作為找出 ERP 快速導入之-專案管理方法; 我試著

把其系統邏輯主要元件簡圖示意如下： 

 

 

 

 

 

 

 

 

ERP 
Implement Methodology 

快速導入手法論 & 
Pilot Project Plan 

SAP 
Project Team Room 

(圖表-8 ERP 快速導入之專案管理方法-系統邏輯 過程簡圖) 
 

 

 - 16 - 



3.4 系統邏輯- 4 (快速導入業務行銷輔助機制) 

 
 為要造成雙贏之局面，仍有賴資訊服務業者運用其在供需雙方較

易取得之充裕資源，扮演媒合之重要角色，他的主要達成任務是集合

本研究之產業模板和快速手法之資源重整與創新手法，還需要有臨門

一腳的市場行銷計畫和完善之 ERP 顧問群適應新方法時期應該具備

之核心能力的養成研究教育計畫＂再結合  Go to market  之新模式

來創造機會尋找共識媒合點之行銷輔助機制; 有鑑於以上之設計構

想 ， 資訊服務業者必須計畫重組出一組新行銷組合團隊以培訓

Pre-Sales Team 和 Delivery Team 乃至交付主要產出之相關

services或文件或是服務 (例如 : 增設委外部門之核心能力來輔助

本來人力就嚴重不足之中型高科技企業⋯等等擴展服務項目)。   

 

在設計這個新的快速導入 ERP 之行銷輔助方法時，更要進一步標

示其核心能耐為何？資訊服務公司的價值活動內涵為何？各價值活

動所需的顧問專才及行銷輔助機制為何？⋯等等之配套設計，始能有

機會建立一個有效之產界和業界之雙贏可行性之 Business Model 創

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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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分為兩大方面， 一為以豐富之產業導入經驗和對國

際級 ERP 系統之嚴謹架構和產業別深厚之 Business 顧問為主要目標

進行中型高科技企業的最適合之 Industry Template 產業模板之探

討; 另一為使用 Case Studies 個案研究法已取得研究之驗證: 

(1)分析模式: 建立快速導入產業模板(Template)  

(2)成功個案實例方法：(Pilot Project 以找出快速導入產業模板和

快速專案導入手法併用在先導系統專案)加以驗證其可行性。 

     

而其中個案研究法係以台灣兩家中型上櫃高科技電子企業為試

驗本創新方法論來作為驗證過程研究報告之可行性為主要研究之實

務&學理的依歸。 

 

4.1 分析模式– 建立快速導入產業模板(Template) 
 

針對台灣中型高科技產業建立快速導入產業模板時，我假設本研

究鑽研之重點為建置模板核心元件(Core Components ) 在中型高科

技電子企業，茲將其模板主要核心元件繪以下圖表之: 
 

 
(圖表-9 模板主要核心元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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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高科技電子產業的核心流程就必須先具備一些核心競爭優

勢之思維; 一個企業要基業常青一定要有保持組織創新 & 核心競

爭創新之優勢避免企業核心僵化不要怕變革，因為＂他 ＂可使我們

企業保持組織創新， 從企業變革中去挖掘屬於企業真正之核心能

耐 ，而這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屬於這產業之最適合之產業典範! 

更重要是要提醒企業管理者另一個重要思維是: 

- 要促使企業全員動員常常找出因應短/長期對策使企業免於核心僵 

化。我們應不斷放在心上之信念是:核心能力並非企業固有的死水，

而是不斷注入新觀念的活泉，就像將感冒病毒的變種精神，導入創新

領域裏，讓競爭者難以應付，拉長競爭距離 ! 

 

現在高科技電子界在乎的核心能力，乃是將日積月累的知識形成

他人無法輕易模仿的競爭優勢，然管理核心能力時常遭遇的困難在

就在於如何規避核心僵化？核心僵化最易發生在績效已臻理想，導

致組織孤立自滿，有關這類因 ＂過猶不及＂而適得其反的解釋很

多，一般較專注於經理人的負面行為上;不少公司只有在許多問題昭

然若揭、客戶棄其而去時，才驟然驚覺核心僵化的存在，屆時倘若

又無勇敢的領導人出面，組織恐怕很難有效改革。 

 

此外，不可迷戀固有的準則典範，核心僵化難以克服的第二個原

因是行為上的組織的常規根深蒂固，各種習性牢不可破，要隨時檢視

會阻滯企業核心專業化的阻力，一昧享受既有核心能力的結果很可能

扼殺意想不到的豐富知識來源。雖說太過外行會阻礙創新對核心能力

的正面效益 ; 然而有趣的是-太過專業亦為可怕的＂行為典範，企業

內扼殺創意而致核心僵化的最大元凶，就是誤認群聚專業人士方可在

動腦會議中做出貢獻，其實這些被認為＂比較懂 ＂的人，平常早已

在同一個領域互通有無，七想八想也跳脫不出原先的思維框架， 怎

能期待他們產出多少創見？ 

 

所以針對核心僵化問題，應注意一般企業經理人要常常記得身

為＂經理人的重要任務便是經常重新思考企業的系統⋯⋯在腦海中

利用有紀律的心智過程將其分解，再由零開始重組＂- Back to start  

point。一切皆以- 思考客戶之需求，和市場之需求為第一優先! 

 

本節將試圖將中型高科技產業模板核心組成元件分述如下: 

 

(1)分析模式: 建立產業模板(Template)快速導入 

1、Master List ，主要是要訂定本中型高科技產業模板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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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範圍： 

 Definition of functionality in scope 

 Shows interrelationship of all components 

 Excel spreadsheet format 

 Based on the ASAP QAdb 

 

首先彙集國內外和 ERP 應用系統軟體廠商所聚集上萬名資深

Business Consultant所群集完整之屬於高科技電子產業的企業藍圖

設計的 Q & A data Base;本研究係利用這些高價值且異常複雜之高

科技電子產業企業藍圖重新整理簡化為易懂之產業業務範圍之

Excel Q & A 系統格式清單，此 Excel Q & A Data Base 先依大模組

別一項項的檢視屬於這產業之功能範圍之訂定， 其樣本格式如下面

之 Excel 附表: 

 

 

 

 

 

 

 

 

 

 

 
本 Q & A Excel Data Base 其業務範圍是根據嚴謹之樹狀/階層

性結構化的展開，參照 ERP 之應用系統 Menu Path 中依大模組別一

一展開所相關之 Business Process Master List(BPMS)；其中分別

依產業特性訪談調查中有五階層之詳細描述說明業務功能面的訪問

分析; 再依此產業模板企業範圍為基調，去 link 對應 ERP 系統之＂

Transaction Code＂(類似指令的意義)，並將其主清單中之＂

Transaction-Code＂和＂ Business Process Plan ＂以準備其

Process Flow 之業務流程說明文件; 再結合本研究所假設之中型企

業目標範疇來連結製作出交互之關聯性並整體定義其:  

-In/Out 資訊與規範定義 (輸入和輸出之業務功能範圍) 

-Visio 1 &  Visio 2 (制定業務功能之流程圖) 

-資訊服務顧問再依專屬本產業之業務流程 和相關之 Business case

 - 20 - 



相連結之。 

 

   2、Business Process Procedures (BPPs)，主要是將前者所分析

產出的核心元件為範圍，製訂出屬於中型高科技產業的相關業務系統

標準說明書。 

 Central document used by Consultant， Super users， End 

users 

 ASAP standard format 

 Template scope fully covered 

 Additional ones created 

 

 本元件之製作是 Scope 訂定好之後很重要之雛形工作與系統說

明書 ，首先我先制定這些相關資料之文件格式交由顧問群統一執行

控管製作，顧問必須領導他的 Key User 和 End User 依照規定之格

式詳細記錄並中央控管所有文件， 

 

 僅將其示意圖以下表表示之: 

 
User procedures 
(How, When, 
Why...)

Work Steps

SAP Menu Path

 

 

 

 

 

 

 
 

3、Customizing Details，將屬於這產業所需客製或外掛部分， 

預先分析好並在系統中預先設定好成為一個適用之產業模板，是快

速導入之重要元件基礎。 

 Change log 

 SAP transaction code 

 What is customized 

 SAP Project IMG (先做好這產業之客製之相關系統設定) 

做任何外掛或修改需嚴守紀律-就是要把修改或增加之系統設定或

程式修改要完整紀錄在文件上，包括新的 Transact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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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外掛 Link

 



 
4、Pre-Configured Client，預先做好這產業之標準模板的系統

設定並和 ERP 應用系統執行系統連結安裝設定為客戶端所需之資料 

Delivered SAP configuration includes: 

 Customized SAP client system 

 Master Data (for demo & test) 

本元件係已經把一個雛型系統完整連結在測試系統中，並將此半成品

安裝在客戶端。 

 

整整個個  LLooaadd  到到

客客戶戶端端之之主主機機

 

 

 

 

 

 

 

 
5、Demonstration/Testing Scenarios 本核心元件是依據第 3

元件所完成之雛形系統，開始依照中型高科技產業之 Business Case

來設計 Test Case  

Selected test scenarios defined: 

 Test scenarios and case documents 

 Leverage Pre-configured master data 

將測試 Case 分為單元和整合之 test case，並執行單元和跨模組之

整合測試，最重要是依此測試結果完整紀錄，並訂製出標準測試程序

書。 

 

 

 

 

 
 

DDooccuummeenntteedd  ::  

  ““TTeesstt  pprroocceedduurreess””  

 

6、End-User Training，使用者實際上系統作完整之操作訓練，

並製作教育訓練之詳細教材，以為日後重複訓練最終使用者之基本快

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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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the training plan : Task / Role / Schedule 

 Provide the training materials 

 Consultant perform the training 

 By Module 

 By Core Team 

 

根據以上核心元件之產業模板(Template)設計製作是建立快速

導入中之重要核心知識基礎。 

 

 

4.2 成功個案實例方法實驗–先導系統實驗 Pilot Project 
 
除了建立產業模板之外，為了要驗證此創新是可行的，因此我選

了兩家中型高科技電子企業來進行實驗。 
 
成功個案實例方法: (Pilot Project - 以產業模板和專案導入手法併

用在先導系統專案) 
成功案例 1:以台灣某中型之電子高科技產業 - LCD Monitor 廠 
Neovo-Brand (為保護該電子公司之權益，本研究以 A-電子科技公司

為代稱)為快速導入實驗個案研究。 
成功案例  2: 以台商為背景之兩岸三地之中型電子高科技產業- 
Wireless 電子廠 T-電子公司(為保護該電子公司之權益，本研究以 G-
電子科技公司為代稱)為快速導入實驗個案研究。 

 
 

4.3 成功案例- 1 (A-電子科技公司) 

 
A-電子科技公司在台灣是以航運起家，在航運界有極豐盛之資源

人脈與影響力，鑑於台灣科技電子產業之興盛，他們決定轉投資到高

科技之事業-LCD Monitor 廠。 

 

該公司之高層全部延攬自國外和國內業界有經驗之高科技人才， 

其產品定位是以高價位為定價政策，目標市場放在＂歐洲 ＂，其最

為自豪的是擁有自創LCD 品牌而且在歐洲其市場佔有率高達第二位。 

A-電子科技公司 除了生產 LCD 監視器外，更逐步佈局介入光電產品， 

朝向光通訊事業領域發展， 該公司採台灣接單大陸生產模式，由於

訂單量超增，製造和運籌支援需求相當吃緊即將面臨的問題就如同多

數資訊電子業一樣，若不是訂單的問題，就是後勤支援體系及其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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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因此我們和其高層討論後，也為該公司未來逐步構建全球運

籌體系做好扎根的工作極力推薦該公司積極規劃 ERP 系統之建置， 

以期使公司整體運作能透過 ERP 系統將資源整合，並充份支援公司內

生產、採購、物管、營銷、財會等各項作業及流程，以提供關鍵績效

指標（KPI）所需要的營運資訊，做為目標管理之用。 

 

該專案的導入範圍以位在台灣及其於上海和荷蘭所投資設立生

產 LCD 監視器的公司為範圍， 總計兩家公司三個 Sales Office 和兩

個廠，由於該公司預算有限且人員不足之下但又緊急需要使用國際級

ERP，因此學生建議其使用 Template 產業快速導入之先導解決方案。

在專案進行中該公司相當感激我們所提供之產業範本， 尤其是參與

之 Key User & MIS Team更沉浸在新制度新系統之學習和使用，在此

先導系統共計花了五個月準時 Go Live，此紀錄震驚了雙方之高層，

他們沒想到以往需花相當長之時間始可完成之大系統，我們竟可使用

新的手法來使這麼大之範圍在短時間內快速成功之導入!  

 

該公司顯著之效益包括: 解決了該公司之前之訂單管理不善和

產能不足、插單頻繁、後勤支援體系效率不佳、工單工時及領退料資

料切不清楚、工單成本及產品成本無法準確結算、影響業務接單價格

之判斷、客戶訂單達交及產銷協調不順暢、相同的品質與客訴問題往

往無法立即改善而重複發生等等問題， 建立完整的資訊架構及協同

作業環境，並及時提供企業營運或管理所需之資訊。 

 

本實驗顯著之效益：證實高科技電子產業之模板是可以成功快速

的在中型高科技電子公司實現 ERP 快速導入之研究；此外該公司確實

運用本業務藍圖而改變其核心流程，並將此 Blue Print 和專案之文

件當做該公司之 SOP，最重要是確實為該成長中之公司建置一個很健

全整合系統和管理機制來協助該公司之營運，達到作業流程標準化及

資訊系統整合之目的， 以支援公司內核心流程運作，並加強內部稽

核與管理功能，即時提供主管決策所需資訊為主要目標。 

 

在此，亦將其以 Global view & Local view 之國際化管理體系

以簡圖示意如下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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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 / ERP Org. For 
Control Information 
Flow and Support 
Daily Management & 
Production Operations 
 
  Globe View: 
 

A-公司 TOP 
Management  1.AR/AP 

  2.Inventory 
 Operation Concern  3.Sales Performance 
   4.Profit Analysis 

 

  Management View: 
 A-公司Management 

 1.Production Control 
  2.Inventory Control 
 Controlling Area  3.Cost Control 
   4.AR/AP Control 
   5.Performance Analysis 
   6.World-Wide 

Marketing Control 
 

A-公司－台灣  A-公司－歐洲

 Company Code  Company Code
 

 

 

 

 

 

 

 

 

 

(該分點含:台灣/上海/荷蘭) 

 

 

4.4 成功案例- 2 (G-電子科技公司) 

 
G-電子科技公司之創業者是資訊服務業出身，該公司最大之競爭

優勢是有很強之 R & D 團隊，在園區有兩個廠，在上海和蘇州各有 3

個廠，另外設有南港研發中心以及內湖的辦公室。其主要產品是

Wireless無線電子產品和3C與藍芽手機等等，以及塊之速度成長中; 

是國內有關無線網路的 OEM/ODM 領導廠商，主要的產品有: 

802.1X/RF/Bluetooth-oriented Access Point，  Router，  PCI 

Network Card， PCMCIA card，以及相關的零組件。 

 

面對全球性的經濟不景氣， G-電子科技公司在高階主管的領導

及全體員工的努力之下，在業界一片虧損聲中，仍能繳出亮麗的成績

單， 在無線通訊的高科技產業中屢創新高，實屬難能可貴;然而隨著

電子商務時代的來臨，G-電子科技公司兩岸三地的全球化運作，以及

環境快速變遷，改寫了企業競爭的遊戲規則，G-電子科技公司所使用

舊的企業資源管理系統 ERP，已逐漸不符使用，他們希望急迫迅速建

 - 25 - 



置新一代 ERP 系統，提昇企業競爭優勢，因此鑑於我們之前 A -科技

電子公司之 ERP 快速導入成功案例，該公司確實去和 A-科技電子公

司之 CEO 和 VP /MIS Team 訪談後，G-電子科技公司就成為我們 ERP

快速導入的第二個實驗。 

 

再一次的，我察覺到該公司也有插單過於頻繁、後勤支援效率不

佳、複雜的產品線及相關的零件表、替代料號的多選擇性及產品成本

無法準確計算重複發生、原有的資訊系統架構無法負荷業務量的高度

成長、內部資料重複輸入或不一致的情形嚴重等，這些問題若不能儘

快獲得改善，終將造成企業競爭力的喪失，沒有耐心的客戶很快就會

將訂單轉到競爭者手裏。因此，如何暢通產銷資訊、並強化內部管理、

改善成本效益，以提高生產力、維持高度的市場競爭力為該公司的重

要課題。 

 

本實驗花了 4.5 個月如期完成兩岸三地 6 個廠，由於該公司之

R&D 變化相當快，製程改動很頻繁，BOM 替代問題很大，同時該公司

急速擴展併購其他公司造成組織變化 BU 異動相當快。 

 

該公司顯著之效益包括: 協助該公司解決了 R&D 和製程製造複

雜的產品線替換問題、簡化相關的零件表、節省替代料閒置的半成品

及原物料、因應訊息萬變之產品需求和越來越短之 Product life 

cycle; 最主要是本實驗為該公司建置一套總部經營管理獲利分析制

度，讓其準確掌控成本和獲利因子、容易掌管兩岸三地的快速運籌。 

 

本實驗顯著之效益: 對本實驗，我們在次發現向這類成長中之中

型高科技產業平常忙於接單生產外，其實較欠缺的是整合式之產業

Template，經過再次實證證，該公司奉該產業模板為圭臬，顯示該快

速導入之產業模板市可以接受考驗的;本實驗和第一個實驗最大不同

收穫是在＂Test ＂case 和 兩岸三地之整合測試，由於該公司之組

織成員是來自不同公司，每一位 BU 高層主管皆有一些創舉，為因應

這些核心異動我們設計非常多之測試計畫和測試案例來模擬各種核

心變化，過程相當辛苦，但也為本先導系統實驗帶入豐盛之成果與智

慧資產。 

 

 

4.5 成功案例- 導入智庫 
 

 基於兩個個案實驗之成果豐碩，A 公司和 T 公司為上線成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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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以表謝意，而比較實際的是該兩公司在當時之股價也表現輝

煌，公司內部更依此成功案例而曩獲不少商機!  

 

但是學生對本實驗最珍貴之收成是他驗證了我所規劃之產業模

板來協助 ERP 快速導入之可行性，其中對於整個智慧資產之建立更

意義深遠， 除了 Template 之建置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之部分就

是快速導入之專案管理方法，學生將本管理方法所涉及之主要範疇說

明於後: 

   

ERP 快速導入專案管理手法分為共分為準備(Prepare)、設計

(Design)、系統設定(Configure)與系統上線(Deploy)四個階段，每

一階段的執行內容均針對了業務流程、科技架構等層面之考慮，設計

出詳細的工作項目以達成各階段之目的，並進而完成專案目標之達

成。下列即為該導入方法論之四大階段示意圖: 

 

參考來源：本研究整理 

籌籌備備計計畫畫階階段段

流流程程設設計計&&確確認認階階段段

系系統統設設定定 && 測測試試階階

組組

織織

變變

革革

資資

訊訊

技技

術術

架架

應應

用用

系系

統統

開開

業業

務務

流流

程程

系系統統建建置置上上線線階階段段

快快速速導導入入方方法法 

 

 

 

 

 

 

 

 

 

 

 

 

 

(圖表-10 導入方法論 Phase & Domain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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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階段 系統設定階段設計階段 上線階段

交付項目 交付項目 交付項目 

專 案 管 理 

交付項目 

 

 

 

 

 

 

 

 

 

 

 

準備階段 

本階段的目的為建立完整的專案組織、明確訂定導入重點、確認

專案投入之規則，同時提供具備 ERP 導入經驗豐富之專案小組並派任

專案組員的職責。 

 

設計階段 

本階段的目的為充份瞭解企業現行功能流程、記錄企業未來功能

流程、現行與未來的評估比較、系統標準規格的建立、資料轉換比對、

教育及訓練計劃的訂定，同時建立起 ERP 模組的基礎架構以支援未

來企業的功能與流程。 

 

系統設定階段 

本階段的目的為決定 ERP 的系統設定方式(以支援未來企業流

程)、系統雛型的建立、測試情境的擬定、單元測試執行/改善、整合

測試執行/改善、使用者測試，客製化程式開發與測試、資料轉換測

試、操作手冊編撰、初步上線及移植計劃的擬定、教育訓練的執行。 

 

上線階段 

本階段主要目的為完成 ERP 上線環境系統設定、正式資料轉換、

人工輸入初值，將系統切換至上線環境。此外上線後端問題處理與支

援所涉及的組織架構及程序訂定也相當重要。 

 

為要求控制本快速導入之成功，本研究就設定一些專案假設，例

如:  

- 專案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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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進行之地點和人員之挑選(雙方團隊中挑出最有影響力和潛力

之核心團隊-Core Team) 

- 系統環境 

- 專案既定範圍維護 

- 專案品管和風險控管 

 

為要達到本快速導入之成功，本研究就也設計一些專案導入手法

設定一些專案政策，例如: 

-  擬定專案導入策略以符合快速協助 A 公司和 G 公司導入 ERP 

system (例如分模組或分國家或分階段上線⋯等策略之應用與訂

定) 

- 限制客制化程式之擴張: 此項議題影響快速導入非常大，因此在此

特別闡述於下: ERP/SAP 軟體所提供之流程模式 (Process Model)

是經過許多產業實際應用之印證經驗，經常作為流程改善之基本藍

圖。然而每家企業或多或少都有其獨特性或與眾不同之處，每當

ERP 標準功能未能完全符合個別企業需求時，或者是 SAP 所提供的

資訊表現方式或標準報表不能滿足個別企業之需求時，都會構成客

製化程式開發之需求。 

一般所稱之客製化程式，依其目的及特性，可區分為五大類：功能

擴充、報表、表單、資料轉換、以及系統介面。 

在瞭解是否應該開發客製化程式以及如何開發客製化程式之前，我們

應當先瞭解： 

1.客製化程式的複雜度及數量多寡，將影響專案的時程、成本、及失

敗風險。客製化程式開發需要有顧問與使用者及系統分析師反覆確認

需求，程式設計師設計完後，各方還要經歷多次測試， 這過程當中， 

還需要準備功能規格或程式規格文件， 而且這複雜的流程還可能由

於各種不同的原因而需要反覆來回好幾次。對資源之消耗、專案時程

的影響、與專案成本的增加，影響甚鉅。 

2.客製化程式的複雜度及數量多寡，將影響日後版本升級的難度、時

程、與成本。 客製化程式開發本身會造成在標準 ERP 系統上構築許

多非標準之功能， 使日後做軟體更新時之困難度提高之外， 必須重

新在新版之 ERP 系統上重複作程式碼之改寫並增加在新版本正式運

轉前之測試工作量， 因而影響版本升級之時程及成本。 

3.專案有明確的完成時間表，而企業或使用者需求則會持續不斷的改

變。 企業或使用者的需求， 經常由於市場的不確定性或隨著其他因

素的變動而變動，客製化程式的需求及規格，也因而不斷改變，可能

是針對原有客製化程式有修改、調整或維護的需求，也可能產生全新

的客製化程式需求。這些需求的改變或產生，不會因為專案結束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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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因此，若要達到 ERP 快速導入之守則，首先要先說服該兩家公司

同意本專案客製化策略如下： 

1.儘量減少客製化，除非是關鍵或必要的流程。 

企業流程依據與企業目標達成之關係可分為關鍵流程或標準流程兩

類。關鍵流程會因為其對企業目標達成之重要性，在 ERP 功能未能符

合之時，可考慮於 ERP 系統上開發客製化程式或保留既有系統功能以

順應關鍵流程之需求。反之，一般標準流程則應儘量順應並運用 ERP

標準流程所提供之標準功能，重新改變企業既有流程，以減少無效益

之投資同時避免系統維護之困難。  

2.培養該公司之 MIS Team 有客製化程式開發能力，以提升未來對企

業需求變動的因應能力 

–應業務之需將來可以自行開發:即使必要開發客製化程式，在考量

後續對已開發的客製化程式的修改或維護需求、以及為了因應企業或

使用者多變的新增需求，為有效降低成本、並增加反應彈性，強烈建

議陽慶電子應培養自己的程式開發人員來逐步承擔起客製化程式的

開發工作。 

 

- 資料轉移之注意事項與策略:由顧問提供 ERP 所需之轉檔資料欄

位、及介紹 ERP 標準之轉檔工具及介面由 MIS Team & Core Team 負

責將未來所需之資料放入 ERP 系統。有關資料轉檔策略詳述如下： 

當 ERP 系統導入上線前，原先企業存在既有系統所處理之相關主檔資

料及未完成交易作業 (Open Transactions)，需要以適當的方式及順

序移轉至新系統上，同時必須根據預定之上線時程將既有系統之期末

資料，快速正確地移轉至新系統成為期初值，以完成正確地上線作業。 

針對資料移轉之建置，分為三類分別敘述其應注意事項 : 

一般主檔資料量都頗大，因此通常大部份都會考慮利用程式做轉換工

作；但可考慮儘量使用系統提供的標準轉檔功能或人工輸入，以減少

自行開發而可能只用一次的轉檔程式。且因為新舊系統上之主檔內容

不會完全相同，因此在即使利用程式來取代大量資料轉換之後，必須

安排相當之人力來作後續資料確認及補充之作業。此項工作會因新系

統之環境複雜度不同而困難度不同，一般上線準備工作之安排需要在

預定上線日前二至三個月前就必須開始，複雜的情況下可能需要考慮

更早開始。以下為主要作業: 

 新舊系統主檔詳細比對， 並歸納程式轉換規則 

 撰寫並測試程式 

 準備舊系統主檔及測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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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並確認正確性 

 準備最後一版之舊系統主檔資料並轉換至新系統上 

 資料確認 

 主檔補充(必須經由人為判斷之資料輸入部份) 

    未完成交易資料選定上線日期後， 必須著手進行未完成交易作

業之規劃。如尚未出貨訂單， 尚未完工入庫之工單， 尚未收料之採

購單等都必須移轉至新系統繼續作業，新系統之移轉運作方為成功。    

一般交易作業內容和 ERP 交易作業有相當大之差異， 因此不一

定會全部考慮利用程式做轉換之工作。以下為主要作業 : 

 定義未完成交易作業種類 

 估算平均月未完成交易作業 

 評估未完成交易作業轉換方式 

 準備未完成交易作業轉換工作 

 月底關帳後整理出該月未完成交易作業 

 轉換至新系統 

期初值轉檔: 例如，所有財務會計在各科子目之值， 庫存量及

金額，相關成本資料等，因此正確地將這些重要資料移轉至新系統成

為新系統運作之成功關鍵因素。這些重要值，有部份可以利用程式來

作移轉， 因此事先充分之程式測試就非常重要了! 期初值建置之最

重要兩個需求為＂正確＂和＂速度＂! 以下為主要作業 : 

 月底關帳並結出期末值  

 將期末值帶至新系統 

 確認正確性 

 待相關必要未完成交易之準備完成 

 啟用新系統作交易 

 

- 另一個很重要之項目是介面程式政策: 介面程式係指ERP與非 ERP

系統間欲做資料傳遞所需要的輸入或輸出程式。從資料流的角度來

看，一般可以將介面程式分成四類：由 ERP 轉出資料的程式、將資料

轉入非 ERP 系統的程式、由非 ERP 系統轉出資料的程式、以及將資料

轉入 ERP 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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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5.1 本研究係以成功個案實例研究為基礎以驗證本快速導入

方法論 
 

本研究係以成功個案實例研討為基礎，來驗證本 ERP 快速導入之

方法論，以創造一個可行且獲利之模式(Business Model)；因受限於台

灣中型企業視 ERP 導入是企業內重大之決策考量之下，我先用兩個

個案來實現本研究驗證，而非大量之群體實驗。 
 
 

5.2 本研究以台灣中型高科技產業為研究標地以創造一個可

行且獲利之模式 
 
 由於台灣之經驗和個人過去有經驗幫一些高科技大廠，如 TSMC， 
UMC， 英業達和光寶導過國際級之 ERP 的經歷，眼觀大型高科技電

子已經都導入 ERP 了，但其中型之高科技電子業受限於預算和人力

資源之種種限制，無法有機會使用本 ERP，學生認為這類中型之高科

技電子企業要在有限之資源下使用國際級 ERP 是有其機會的，於是

研發本研究計畫，運用本快速導入創新手法來使雙方皆有所斬獲。 
 
 
5.3 本研究之個案實例之 ERP導入係以採用 SAP System 為主 

要應用系統軟體 

 
在 ERP 之領域有非常多之解決方案，惟這些中型之高科技電子

企業極期望能和國際級 ERP 系統接軌，除了希望能享用以業務改革

之＂ Best Practice ＂之外，他們更希望藉此系統和一線大廠聯結以

取得優勢！ 
 

     由於基於多年之經驗及評估， 學生認為 SAP 仍是較高整合度以

Business 為導向且可以活用參數設定之結構化系統，就功能面就整合

度就適用性皆遠適於其他國外之 ERP system，因此本實驗就以此 ERP
應用系統為研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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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6. 1 研究發現 
 
學生經過本研究從一個 Business 角度切入，從高科技產業核心元件

去發現出屬於中型高科技電子業之產業模板，進而研發其快速導入之

方法並找出實例驗證之整個研究過程後，學生獲得很多發現，分別列

述如下： 
(1) Project Savings achieved with 產業快速導入專案實驗，因為... 
 Many decision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Complex customization has already been implemented 
 Quality is enhanced through leverage of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Project Organization is predefined and delivered with extensive detail 
 Improved information delivered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 

consultants user guide 
 
(2) Benefits of the Mid-Market Offerings  
 Companies leverage the power of an SAP solution more rapidly 
 Companies secure the benefit of powerful new ways to improve 

decision making and business controls 
 Companies utilize this functionality faster than with a traditional 

implementation 
 Staff returns to their duties more quickly 
 Quality is enhanced through leverage of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3) How to solve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in Taiwan (Add-on issues/ 
Localization issues)  
Required， covering： 
 Taiwan Local Tax  
 Taiwan GUI 
 Taiwan Note management (Forward Check) 

 
 
6. 2 研究建議 
 
就研究建議方面來分析，學生建議如下: 
(1) 從中小企業面來看: 
 Unlike large customer projects that are driven by one factor， 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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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implementations are constrained by ALL key factors: time， 
money， and available people. Local Tax 
 Key-User learning cycle and ability consideration 
 Full-Time team member resource requirements 
 Reduce the add-on requirements 
 Strengthen Copy approach and Standard approach concept 
 Top-Down management – adept the Change Management skill 

 
(2) 從高科技電子產業面來看: 
 找出“產業快速導入解決方案＂以加速台灣整體高科技產業升

級 ， 以創造台灣形成在高科技產業之全球運籌帷幄中心之能力

與可行性 
 加速和國際電腦大廠之系統完整整合，快速與國際化接軌 
 建置快速回應中心，提升台灣高科技產業掌握微笑曲線中之             
高附加價值之 R&D and Marketing 獲利模式之優勢 

 
(3) 從資訊服務廠商業界面來看: 
 Pricing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hance Value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Software Product 

branding in Taiwan 
 Business Domain plus System Domain knowledge application are 

Key value added for Consultant and Customer 
 Quickly respond the customer needs to build up customer’s 

competitiveness - help customer win in the market!  
 
(4) 從未來後續深層研究面來看: 
 Consultant skill development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template by Industry 
 How t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cost dow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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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紀要及附錄 
 

做完研究，同時也幫助我重新檢視學生在資訊界 20 幾年之經驗

和近幾年對企業變革對 ERP 導入過程中之創新手法得以實現，尤其

感謝季教授延平先生給我充分發揮之機會，給我 High Level 和最有價

值之想法與做法，尤其在論文題目訂定之初階段給予一個明確之方向

來進行研究，教導學生以宏觀之角度以 Focus 中型企業實對學生有莫

大之助益。 

再次感謝 教授 頃囊相授，學生穫益豐碩，更期教授惠與賜教！ 

 

7.1 附錄–A  

企業如何快速導入 ERP 之先導專案之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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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附錄–B 
 

企業改造 BPR-是本研究研究產業範本最基本之基石，而學生個

人運用的最多的是–第五項修煉；因為我身身體會第五項修煉是企業

改造/組織變革最重要之內功(也是 build template 之根本中心思想)，
因此我想把一些做法分享在本附件供參考:  
 

企業體在面對整體環境的變遷時，尤其在面對市場多變而造成生

產管理的衝擊時，“第五項修煉＂是我最愛的一本聖經，他其中最令

人動容的是出自內心之改造能量！其中談及自我超越雖然是以磨練

個人才能為基礎，卻有超越此項目標的最高標的，它雖然以精神的成

長為發展方向，卻超乎精神層面的抒發之上且自我超越的意義在於以

創造，而不是以反應的觀點，來面對自己的工作生涯和生活與生命。 
*現僅將個人在跨國企業所作之企業改造之主要步驟和簡述其成功的

因素整理如下： 
 
Step 1- 危機意識的建立  
組織再造的第一步，即是變革英雄們的危機感強烈，思考前瞻，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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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仍沉溺於安逸狀態時，登高一呼，發動變革。無論有無預警式的

提起危機意識，必須先和同仁分析與討論組織目前的危機與劣勢，凝

聚共識，瞭解變革對組織的利益與價值。 
 
Step 2- 團隊的建立與整合 
分析現有團隊成員各自的專業能力，分配適任的角色，並給予變革前

所需的教育訓練，組成一支能同心協力並且相互支援的 BPR Team」。 
 
Step 3- 一起共築願景 
要讓變革成為井然有序的行動，還需要全面思考與腦力激盪，清楚界

定藍圖對策。這個策略藍圖有時是變革領導人的宏觀創意；有時是變

革團隊的集體創作。 
 
Step 4- 溝通、接受、共識   
基本上，人面對變革都會抗拒，因為多數同仁習慣於既有的作業模

式，長期的工作經驗使他們不認為變革是必要的。再加上有些同仁認

為自己可能無法勝任變革後的新工作，所以自然會抗拒變革。變革英

雄們必須花時間了解與安撫同仁對變革的情緒與害怕，告知變革對組

織的意義與價值，並確定同仁對變革策略與配合步驟的瞭解程度。 
 
Step 5- 適當的授權與行動   
組織轉型與變革，其實是知易行難的工作。在過程中，同仁心態可能

是最難掌握的變數。組織變革的最大挑戰，就是在改變人的行為，成

功又靠眼見為憑，感同身受。因此，從危機引發策略，還要有授權和

執行。 
 
Step 6- 適時的調整與修正   
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一旦發生抗拒情緒或壓力時，要給予適當的輔

導與關心，把隱藏在心的問題說出來，不但給自己機會，也讓別人瞭

解大家的恐懼。組織變革雖然緊要，但絕非一蹴可及。在變革過程中，

變革領導人也要有容許執行者犯錯，鼓勵嚐試的胸襟，並提供必要的

支援。 
 
Step 7- 訂定階段獎勵    
以訂在完成階段性目標(包括短期與長期)時，給公開的獎勵，以戰功

激勵人心，適時的累積團隊能量，也使抗拒與懷疑相對的減少。 
 
Step 8- 持續變革   
在戰果初現後，馬上乘勝追擊，毫不自滿與懈怠。變革領導人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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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的不同階段中，隨時與同仁溝通，以整合同仁對目標的共識。由

下而上的變革如波浪般出現，那麼，距離願景則會愈來愈近。 
個人之經驗中- 變革雖然痛苦，但成功後它的結果卻是甘甜的。剛開

始醞釀變革時，變革英雄們很興奮! 
 

7.3 附錄–圖表附錄 
 

(圖表-1 ERP 失敗之前十大令人頭痛主因) 

(圖表-2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 

(圖表-3 探討 EE 產業最佳典範實踐(Best Practice)之文獻資料) 

(圖表-4 探討 ERP 快速導入之文獻資料) 

(圖表-5 資訊服務業之商業模式文獻探討) 

(圖表-6 快速導入系統邏輯-Template Approach 研究架構整體總圖) 

(圖表-7 模板核心元件-系統邏輯 過程簡圖) 

(圖表-8 ERP 快速導入之專案管理方法-系統邏輯 過程簡圖) 

(圖表-9 模板主要核心元件圖) 

(圖表-10 導入方法論 Phase & Domain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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