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7- 

附件一. 訪談內容 

一. 訪談精神 

這次的訪談，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從不同的資訊軟體廠商如何從，界定

自己企業所屬產業的經營環境及其營運策略開始討論，進而很實質的討論

國際化的發展相關議題，最後再看企業自己如何定義自的的核心能力，以

及與國際化過程中的互動關係。 

因此訪談的方向分為五個主題，分別是貴公司的資源與經營策略、海

內外競爭者與競爭環境、海外市場環境特性、國際化動機、與國際化進入

策略及運作模式。 

二. 訪談內容 

(一) 公司的資源與經營策略 

1. 資訊產業變化速度非常快速，產品生命週期有不斷縮短的趨勢，

請問貴公司是如何掌握產品週期，因應市場，並且知道未來發展

變化的趨勢？  

2. 在複雜且競爭劇烈的資訊軟體產業中，貴公司的主要的營運策略

為何？ 

3. 貴公司在資訊軟體產業中的「核心能力」，貴公司是如何定義及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力？同時如何塑造成形，並且持續維繫？ 

4. 所謂的「核心能力」，如果是從「產、銷、人、發、財」的角度

來看，哪一個是最主要的競爭力？而其中主要內容為何？或者是

有自己不一樣的核心能力？ 

5. 貴公司的資源與國際化的發展有任何關連性存在嗎？是怎樣的關

係？彼此會相互影響嗎？影響結果如何？ 

6. 國際化後，貴公司如何去管理及組織其海外的營運，如何分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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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資源，尤其是核心能力？ 

(二) 海內外競爭者與競爭環境 

1. 在貴公司所在國家的資訊產業環境當中，貴公司是如何定位自

己，同時又如何定位於國際市場當中？ 

2. 貴公司所面臨的產業競爭環境為何？主要競爭者是那些以及各自

的營運與產品策略為何？ 

3. 貴公司當時進入海外市場時，產品策略為單點突破或是全線出擊? 

4. 貴公司進入海外市場後，採行的市場策略為何?是採取挑戰該市場

之龍頭？或採行老二政策？或是採行產品/服務差異化的策略？

公司之作法是否有改變，原因為何? 回顧當時做法，您是否覺得

當時做法有調整之必要？ 

(三) 海外市場環境特性 

1. 在進行國際化市場選擇之考量時，請問當初之所以選擇這些區域

進入，主要之考量因素為何？ 

2. 請介紹貴公司主要經營海外市場的特性與特質 

(四) 國際化動機 

1. 當初進入國際市場之動機為何?(動機是多樣化的，這裡無法全部

列出，僅列出常見的動機，如果貴公司有不一樣的動機，請詳述

於最後一欄–其它)(可複選) 

(1) □追求企業更大的成長與獲利 

(2) □掌握國外市場成長的機會 

(3) □拓展新市場  

(4) □來自國內及國外同業競爭的壓力 

(5) □取得國外市場的技術、人才和資訊 

(6) □母國營運環境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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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跟隨客戶 

(8) □其他，請詳述 

                                                        

(五) 國際化進入策略及運作模式 

1. 企業國際化，要成為一個國際性的企業，其中需要經歷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也就是所謂國際市場進入的步驟。而在過程中的每一個

階段都隱含有不同的經營管理及策略思考模式與行為。請問貴公

司在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是採用例如“直接出口–海外代理

商–海外銷售子公司–海外生產子公司＂的漸近方式或是動態性

隨需求與狀況來定？整個過程的演變主要影響因素為何？ 

2. 大體上，我們可以看到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可以分成間接外銷、

直接外銷、技術授權、合資、及獨資等幾個方式。請問貴公司在

國際化的經驗中，都是採用怎樣的進入模式？ 

3. 目前海外據點有那些，以及各自的進入模式為何(間接外銷、直接

外銷、技術授權、合資、及獨資) ？ 

4. 貴公司國際化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主要影響及考慮的因素為何？

進入市場後如果模式有所調整，其主要原因是？ 

5. 對資訊軟體產業來看，服務是一項特性，請問貴公司在進入海外

時，是採用怎樣的服務策略，如何將這些能力移轉至當地？ 

6. 進入市場後，營運策略動態性會調整的有那些？ 

   □市場承諾度、□進入策略、□資源佈局、□產品策略、□市場

策略、□組織策略、□其他                     

7. 貴公司的資源(核心能力)與國際化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為何？ 

8. 貴公司的資源(核心能力)與國際化進入策略及進入模式之間的關

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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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鼎新電腦產品進一步資訊 

一. 產品演進過程 

透過《圖 A-2-1 鼎新電腦產品系列圖》來說明這些產品的演進過程 

《圖 A-2-1 鼎新電腦產品系列圖》 

二. 未來計劃延伸開發及開發中之產品與服務 

1. 在「廣度」部份，以 ERP 為核心，持續開發 ERP II 的服務與產

品： 

在產品面將不斷強化 ERP II 的協同運作─即以 ERP 為軸心，

延伸整合SCM(供應鏈管理)、CRM(客戶關係管理)、BI(商業智慧)、

KM(知識管理)、Workflow(工作流程)或EC(電子商務)、PLM(產品生命

週期管理)⋯等產品，進而包括異地整合、資訊安全⋯等，全面整合企

業營運所需的IT 服務(請參考《圖 A-2-2 鼎新電腦完整產業e化

(ERPII)解決方案圖》)；而在服務端的顧問服務、教育訓練及售後服

務部分，鼎新也為滿足產業所需，提供完整的e-learning、高品質結

合CTI 的Call Center 服務、不打烊的e-Service 網路服務等，不斷

提昇對客戶服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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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2-2 鼎新電腦完整產業e化(ERPII)解決方案圖》 

2. 在「深度」部分，依據產業的不同特性，延伸出深具產業行業差

異性之解決方案與服務機制。 

也唯有透由產業領域知識與資訊的結合，企業才可握有滿足產業

行業特性的資訊系統，真正做到統合管理綜效並提昇整體競爭優勢。

為此，鼎新將會深耕產業，提供可滿足製造業中各行業領域、流通買

賣業的各業種業態、金融及服務業的不同需求與政府產業等在IT 上

的各式需求。 

3. 在「速度」部分，透過深度與廣度佈建，完成了產業供應鏈上、

中、下游企業間即時的資訊回應能力： 

國內企業若有意快速完成全球營運佈局，必需握有協同商務的運

作系統、營運總部的整體解決方案，讓整個產業的成員都能彼此分享

資訊，達到資訊同步化，進而共同提昇管理效能。為此，鼎新已完成

產業供應鏈上、中、下游企業間即時的資訊回應能力，實踐企業對速

度的要求。 

從《圖 A-2-3 鼎新電腦企業內外部解決方案圖》可以清楚看到

鼎新電腦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含蓋不同大小的企業規模，並且提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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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企業間的解決方案。 

 

《圖 A-2-3 鼎新電腦企業內外部解決方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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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用友軟件產品進一步資訊 

一. 用友 ERP/NC 

是中國大陸國家 863 計畫“新一代 ERP＂的領航產品，主要是為中國

集團企業和企業集團提供了一個個性化的經營管理平台，它的問世，創造

中國 ERP 市場的數個第一︰  

(1) 第一個全面基于 J2EE 技術體系的產品  

(2) 第一個完全 B/S 架構，基于互聯網的企業級應用  

(3) 第一個按“協同商務、集中管理＂管理理念設計的產品  

(4) 第一個平台化設計的產品，具有高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擴展        

性  

(5) 第一個基于模型化設計的產品，支持動態企業建模和基于行業參

考模型的快速實施  

(6) 第一個面向全面解決方案的產品，包括︰財務會計、管理會計、

供應鏈、生產製造、人力資源管理、客戶關係管理、企業績效管

理、知識管理等  

(7) 第一個面向互聯網時代電子商務需要的集團管理解決方案  

NC 產品的問世，打破了中國大陸國內 ERP 中高端市場長期被國外 ERP

廠商壟斷的局面，受到中國大陸國內大中型企業的歡迎，並在 500 多家企

業集團成功應用，NC 產品的發展經歷了三個發展階段︰  

(1) NC1.0 1998-2000 JAVA 語言開發，跨平台，B/S 多層架構，主要

有集團財務應用，典型用戶有海洋石油、申銀萬國等。  

(2) NC2.0 2001-2003 全面基于 J2EE 技術，推出用友 UAP 平台，產

品有財務會計、管理會計、供應鏈、生產製造、人力資源、客戶

關係管理等，典型用戶有海通証券、國家開發銀行、夢潔、太湖

鍋爐、邢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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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C3.0 2004 實現用友 UAP 平台和已有產品的進一步完善，同時

在集團資金管理、集團網路分銷、集團績效管理（BPM）等方面

有重大突破，並在金融、煙草、傳媒、出版、建築施工、鋼鐵等

行業進一步深化。  

用友 ERP/NC 包括了可以交付的先進應用系統和應用架構，以及在此

基礎上的客戶化解決方案。它同時融入了 SCM 商務協同和 ERP 資源集中的

管理理念，充分滿足跨地域、跨行業經營的集團企業管理需求(請參考《圖 

A-3-1 用友 ERP/NC 整體架構圖》)。  

 

《圖 A-3-1 用友 ERP/NC 整體架構圖》 

在“協同商務、集中管理＂的理念思想下，NC集團管理解決方案涵蓋

了八個重要管理領域，它們是︰ 集團財務管理、集團分銷業務管理、集

團采買業務管理、集團資產管理、集團人力資源管理、集團客戶關係管理、

集團知識管理與辦公自動化、及集團戰略與績效管理。相互之間的關連請

參考《圖 A-3-2 用友 ERP/NC 解決方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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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3-2用友 ERP/NC 解決方案圖》 

二. 用友ERP/U8 

用友 ERP─U8 企業應用套件是在全面總結、分析、抽提中國大陸中小

企業業務運作與管理特性的基礎上，針對中小企業不同管理層次、不同管

理與訊息化成熟度、不同應用與行業特性的訊息化需求而設計。 

它所具備的五大產品特性，協助客戶整合業務、駕馭變化的策略(請

參考《圖 A-3-3 用友 ERP/U8 應用架構圖》)。 

 

《圖 A-3-3用友 ERP/U8 應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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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產品主要在於提供： 

(1) 整合企業的人、財、物等內外部資源。 

實現對人力資源、資金、物料設備等各種資源進行全面整合的管

理，基礎數據管理平台將企業內外部所有資源統一、標準，建立

業務運營的基礎規範。企業訊息門戶不僅可以縱覽業務全景，而

且還建立起與外部溝通的商務平台，無論供應商、股東、合作伙

伴還是客戶都可以方便的實現訊息交互與業務協同。 

(2) 整合企業的物流、資金流和訊息流。 

使供應鏈、財務、生產製造、質量管理等企業核心業務協同運作、

訊息共享，可以隨時查詢任一客戶的銷售、收款、信用等全部訊

息，以及任一訂單的實時追蹤與成本分析。整合、高效、精確的

企業管理平台，是業務運作的全程管理。 

(3) 整合企業的資訊系統。 

建立一個靈活配置、伸縮自如的訊息管理平台，無論是CAD、PDM、

第三方軟體，還是移動設備、條碼設備系統都可以很容易融入此

平台中實現整合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