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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service provider as three major parties. The
rational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buyer and
supplier is rooted in individual party’s
objectives which usually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cost and quality. This model also
takes the following three items into
consideration: 1) information flow, 2) flow of
goods or services, and 3) feedback
information. Finally, our study provides the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s that the following
factors can affect the way buyer and supplier
interact: the managerial practices,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anies dominate the market.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揭示電子商務
的時代中，買賣雙方互動的本質。透過
對於電子商務與供應鏈管理這兩大領
域的研究與探討，本研究將建立概念性
互動模式以說明買賣雙方供需互動的
情形。該模式中將包含三種個體：買方
、賣方、以及被視為中介者的「資訊服
務提供者」；而個體間之互動則是以其
本身個別的目標為基礎，這些目標可以
分成兩大部份來探討：成本及品質。此
一模式同時也將互動過程所產生的資
訊流、產品或服務流、回饋資訊等納入
本模式的討論範圍。文末也將針對個體
的行為與關鍵性議題提出討論，並指出
下列三種因素將會影響買賣雙方互動
的方式：(1) 管理實務；(2) 關係之型
態；(3) 主導市場交易的個體及其主導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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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關鍵字：電子商務、供應鏈管理、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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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the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commerce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broad range reviews of previous
works on relevant topic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conceptual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e of the buyer-supplier interaction
with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
mediation in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environment. By taking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 an intermediary, our model
includes buyer, supplier and information

在二十世紀末網際網路 (Internet)
盛 行 的 今 天 ， 電 子 商 務 (Electronic
Commerce) 的風潮正逐漸蔓延於全球
。相較於傳統的交易環境，在電子商務
環境中，交易結構中每一個份子間的互
動關係，將面對新的衝擊與挑戰。在此
一環境中，透過網路的連結，使得生產
者與消費者可以作直接的溝通與接觸
，簡化了供應鏈中許多角色 (如零售商
與配送者) 的功能，進而加速產品與服
務的傳遞，並且可以使彼此間的資訊作
快速且直接的連繫。因此，納入電子商
務觀念的供應鏈管理，則是以資訊科技
與通訊技術的新領域，在此一領域中，
供應鏈可以概念化成三部份：產品/服
務的供給者、消費者 (或是顧客)、及提
供兩者溝通管道的『資訊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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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ISP)。而
在三者間則是存在著生產與配送過程
中的物料流與產品流 (Material /Product
Flow) 、 提 供 控 制 機 能 的 資 訊 流
(Information Flow)、以及完成交易所必
須的金流 (Financial Flow)。根據美國史
丹佛大學全球供應鏈管理論壇指出，如
何有效地協調、整合、管理上述的三個
Flow，將是供應鏈管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性因素。
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大多就單一方
面 來 作 探 討 ( 亦 即 單 獨 探 討 EC 或
SCM)，少有將兩者合併討論者，其研
究的內容多為敘述既成事實之成功案
例，或是說明發展步驟之正確途徑，研
究本身較缺乏一個明確的架構指引，以
因此造成研究的結果多屬個別極端的
詮釋，使得後續的研究成果無法比較與
累積。而本研究則不屬上述的研究類型
，其目的在於發展出一個概念性的通
用模式，以使得本研究的成果不但能在

學術界對於此一領域有所貢獻，並且也
能讓企業清楚如何運用資訊技術與網
路通訊，強化其供應鏈管理的功能，提
升其績效。
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即是要
建立電子商務時代的供應鏈供需互動
模式，以說明在供應鏈中，供需雙方以
自身的目標為基礎，透過數位化通訊網
路的中介所表現出來的一些行為屬性
、其決策所依據的準則及其間的互動
關係。其次，藉由整個模式的建立，我
們可以用之以說明電子商務對於供應
鏈中供需雙方的衝擊，除了傳統供需雙
方之關係外，也將探討供需雙方和資訊
服務提供者的關係。最後，透過上述目
標、行為屬性、決策準則的闡明，以及
交易單位間關係的分析，我們可以就供
需雙方或市資訊服務提供者的立場，訂
定適當的策略以回應，以促進電子商務
環境中交易的進行，也可達成資料與資
訊的快速共享與回應。

表一 電子商務的意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者
定義及內容
Bloch [1]
電子商務乃是在數位化的基礎建設下，透過電腦網路從事資訊、商品和
服務的買賣，並且支援任何形式的商業交易。
Kalakota & Whinston [9] 電子商務是一種使用電腦網路，應用各種資訊科技從事商業交易的方法
。它降低企業、供應商、及顧客的交易成本，增進商品的品質及服務傳
遞的速度。
Wigand [14]
廣義上包括藉由電子連結之任何形式的經濟活動。典型的應用領域包括
觀光業、保險業、銀行業、以及商品配送與顧客服務等。
Hill [7]
電子商務乃是透過資訊交換的商業活動。而此類資訊則是經由電子的、
光學的或是類比的方式來產生、儲存或傳遞，這些方式包含了電子郵件
、電子資料交換(EDI)等等。
Hoffman & Novak [8] 企業對於資訊科技及電腦化商業工具的策略性使用，以滿足商業目標。
因此電子商務是從根本上提供企業全新的途逕以從事商業活動，而非從
現有的方法作擴展與延伸。

三、結果與討論
(一)電子商務
電 子 商 務
(EC, Electronic
Commerce) 顧名思義即是企業透過電
子化的媒體以從事商業活動。此一概念
同時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名稱，除了本
節所提到的『電子商務』外，有人將其

稱為『電子商業 (Electronic Business)』
等名稱 [7, 14]。在此同時，也有許多不
同的學者對於其定義提出說明，本研究
將之整理成表一。由於電子商務是一變
動快速，且和資訊科技與組織流程管理
有密切相關的領域，因此在本研究中，
我們將忽略以上各項名詞在字面上的
差異，而使用國內外學者專家較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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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Electronic Commerce)』這
個名詞，這是因為該名詞最能表現出此
一新興商業活動的特質，而且部份專家
學者也認為電子商務包含電子商業。至
於在定義部份，本研究將從 Kalakota &
Whinston [9] 的定義上出發，以較廣義
的形態將上述三種名稱的型態與行為
包含於其中，進而能夠以較新的觀念與
策略處理一些電子環境中的特定企業
事務。
由以上的定義，再加上其它學者專
家的說法，我們可以將電子商務歸納為
一種商業交易的行為，其特色可歸納為
以下幾點：(1) 電子化媒體；(2) 交易單
位；(3) 交易的商品；(4) 應用產業。以
上的文獻探討已經為本研究中的電子
商務下了初步的定義，並界定其交易單
位與商品種類等，顯而易見的是此運作
環境目的乃在於商業交易的快速回應
與品質提升、成本降低等。從行銷的觀
點來看，電子商務除了著眼於產品面的
之外，其潛在的附加價值也提供了企業
一個低廉且高效率的管道來從事相關
的廣告促銷、通路規劃及差別定價。
(二)供應鏈管理
在過去，企業通常將精力著重在組織
內，以做有效的決策。在此情形下，許
多企業功能，如組裝 (assembly)、儲存
(storage)、配送 (distribution) 等藉由大
量存貨的儲存緩衝，在功能上或地理上
都獨立或分離。在此情形下，決策的複
雜度降低，但高成本的結果卻因此而起
，這種情況在市場全球化之後更趨明
顯 [12]。而時至今日，全球性競爭的壓
力、來自顧客的壓力 -- 同時在價格、品
質、運送時間、可靠度上的要求使得企
業開始思考如何以整體性的方法來姐
決這些問題，而傳統上為了應付品質的
變異、供給的不確定性、以及顧客的不
可預測性，企業通常都會建立存貨來應

付，但這種行為是高成本且不具彈性的
[11]。
供應鏈管理 (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這個詞彙起源於 1980 年
代早期：Oliver & Webber [10] 探討整合
企業內部功能如採購、製造、銷售、配
送等的潛在利益。至於其它學者對供應
鏈管理的定義，本研究將其整理於表二
中。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將以二階多目標決策的觀點
來建立模式。而使用二階多目標決策法
，乃是從資訊的角度，將整個研究模式
分成兩個部份：(1) 高階的部份，即是
資訊的提供者，如 ISP 等；(2) 低階的
部份，即是資訊的使用者，如商家、消
費者等。高階的資訊提供者其目標是藉
由提供有關產品或服務的資訊使其獲
利最大化；在低階部份，消費者的目標
是將方便性最大化 (如節省最多的時間
) 及將價格效果最大化 (如最佳品質與
最低價格)，而商家的目標則是希望透
過成本的節省來達成獲利的最大化，此
成本的節省可能來自於以下的效果：與
消費者直接的溝通以進行交易、藉由網
路取得即時資訊以降低協調控制成本
、以網路作為行銷媒介的成本降低 (如
削減不必要的傳統式廣告支出與店面
租金成本) 等。其模式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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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供應鏈管理之定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定義及內容
供應鏈管理是一種整合性的方法，以規劃、控制物料流 (material flow) 從供應者
至終端使用者的過程。此方法著重於針對所有參與者，彼此合力運作來管理、
控制此一配送通道關係，以將資源的使用效率最大化，進而達成供應鏈的顧客
服務目標。而供應鏈管理則是展現企業網路式的互動結構，以將產品或服務運
送至終端顧客的手中，並將整個原物料供給至最終產品運送的流程連結起來
Kalakota & Whinston [9] 供應鏈管理是一種一般性的名詞，其包含了協調以下的活動：定單的產生、處
理與完成，以及產品、服務與資訊配送。
供應鏈管理包括流程管理、產品、服務組合管理 (流程的輸出)、Chain Resource 的
Harland et al. [6]
管理 (流程的輸入) 。
供應鏈管理是供給關係的管理，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整合階層 (企業的垂直整合
Harland [5]
階層) 到市場之間，各企業的中間關係。
Thomas & Griffin [12] 供應鏈管理是在組織內與組織間管理其物料流與資訊流。
供應鏈管理是網路式組織的管理，也是垂直整合的一種方案，其包括上下游的
Christopher [2]
處理流程與活動，可以製造價值，並以產品或服務的型式傳送至消費者的手中
供應鏈管理是一種存在於行銷管道中所有階層的正式連結，… … 它是一種技術
Turner [13]
，著眼於整個鏈中的所有連結，包括從原物料供應商，透過不同層次的製造與
配送，最後至終端顧客。
Scott & Westbrook [11] 供應鏈管理是連結生產與供給過程的每一個元素，從原物料至終端顧客。這樣
的 chain 會跨越許多組織的邊界，其中的一個流向包含了不同生產與配送過程中
的物料流與產品流，另一個流向則是包含了提供控制機能的資訊流。
Ganeshan & Harrison [4] 供應鏈是一種包含設備與配送選擇的網路。此網路從事以下的功能：原料採購
、將原料轉換成半成品或成品、將成品配送至顧客手中。供應鏈同時存在於服
務性與製造性的組織中，而且不同的產業或企業間之供應鏈存在著極大差異。

學者
Ell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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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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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環境中之買賣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模式中所包含的交易單位而言，本
研究的重點在於以下的三種個體的互
動關係：(1) 產品/服務的供給者；(2) 產
品/服務的需求者；(3) 資訊服務提供者
。從決策的角度來看，本研究根據個別
單位之目標及決策準則，來說明其行為
屬性；從規劃的角度來看，藉由上述行
為屬性的披露，管理者可以制定適當的
策略以因應此一環境中的互動關係；而
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必需指

出管理者的資訊需求以符合決策制定
、策略執行及協調互動之所需，而資訊
的分享與快速流通也將包含在研究的
範圍內。
透過本研究模式的提出，可以使得
未來類似研究的進行有所依據，而未來
可行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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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每個企業所處之供應鏈的

結構與關係皆不相同，而其在供
應鏈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多樣
化的，未來可以將所有可能的狀
況納入本研究中，包括一般化的
供需結構關係，亦即攫取供應鏈
網路中具有供需關係的部份來
作研究。
(2) 針對國內的實例，以個案研究的
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企業訪談。
(3) 在過去少有研究者將模糊理論
應用於此一研究領域，可以應用
此一方式來從事研究，由於在此
一問題中，資源與目標均存在著
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模糊
的方法將可以符合該問題所需
，但研究者必需熟知分析理論
與工具，以正確地應用至本研究
。因此，在進行研究之時，必需
針對特定的方法與理論，加強研
讀。以期能勝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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