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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ERP系統代表著利用整合的多模組應用軟體，去支援製造業或其他行
業，以管理該企業重要功能活動，包括產品規劃、原物料採購、存貨管理、

與供應商的互動、提供顧客服務和追蹤訂單，也可以包括財務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 （Brislen & Krishnakumar, 1999）。在本研究裡，ERP系統是一個
具體的資訊系統套裝軟體，該軟體支援跨國、跨部門甚至跨公司運作，並

支援多點管理、多語言及多種貨幣處理，整合企業內部主要作業活動，包

括規劃、製造、銷售和行銷，及時提供資訊，供管理者決策之用。同時，

ERP系統也參考全球一流企業的作業流程，將其實務精華做為套裝軟體內
含的作業模式，並容許某種程度的客製化，以增加軟體應用上的彈性。 另
外，本研究所稱之「導入」（implementation）不只是ERP系統之安裝上線，
更涵蓋事前的規劃、安裝過程中的所有努力，以及上線後的操作與維護。 

ERP一詞係由The Gartner Group 所提出，ERP的提出並非革命性的觀
念突破，亦非重大科技發展，然而它卻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概念，其源自「無

及時且完整的資訊，即無法做成正確的決策」 （McNurlin，2001）。這個
概念發展的背景在於過去十年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企業必須因應快速變

遷的環境，改變作業方式，因而產生電腦化作業、供應鏈管理、企業流程

再造、客戶關係管理、電子商務等。接著企業更發現，要充分發揮資訊科

技的效能或面對資訊科技的挑戰，必須掌握兩項重要因素：整合及即時，

而ERP系統正是為此而誕生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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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一、何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相信在製造業的管理者對物料需求規劃系統（MRP）一定不陌生，而
MRP的觀念可回溯到1960年代，其主要由物料結構表（Bill of Material）將
產品展開成組件及零件，並依其生產製造過程所需之零組件，採自動或人

工方式協同生產（產銷協調會議）、採購、庫存、外包等作業完成產品的

製造，主要是降低物料成本，此階段侷限於原物料的數量的計算及需求的

時間規劃（Light and Holland，2000）；後來衍生出製造資源規劃（MRPII），
仍以製造為核心，整合所有與生產製造相關資訊，有效運用與掌控人力、

機器、物料等資源，以提昇企業整體經營的效率。 

隨著企業營運日趨複雜，跨國企業不斷形成，與資訊網路技術的創新，

上述系統（MRP、MRPII）已不符合使用，功能強大、彈性化及模組化的
系統順應而生，其與MRP系統之間的差異，在於跨地區、多工廠、多幣別
的即時資訊，並有全球性支援與分散式處理的能力，以及採用模組化設計

與多層式架構技術，有助於系統擴充之彈性與維護之便利性，這就是企業

資源規劃系統（張素碧，2000）。 

1990 年初，ERP 一辭是由Gartner Group 首先提出的。當時 ERP 在
學術界討論甚少，因此對 ERP 的定義也未見定論。以推動MRP，MRP-II 著
名的美國生產及存貨管理協會（APICS），近年又改稱為「資源管理教育
協會」，在其1995 第八版的辭典裡給「企業資源規畫系統（ERP）」一辭
所作的解釋如下：「ERP系統乃是一財務會計導向的資訊系統，其主要的
功能為：將企業用來滿足顧客訂單所需之資源，涵蓋了採購、生產與配消

運籌作業所需之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與規劃，以擴大整體經營績效、降

低成本」。 

許多研究多認為ERP是一種企業資訊整合的科技，其核心為一簡單的
資料庫，且資料庫匯集企業內各商業活動、流程的資料，並依據功能、部

門、全世界地區，利用網際網路加以連結，達到資料分享支援其應用模組

使用，以符合其策略、組織特性及企業文化達到最佳利益。（Davenport，
1998；Bingi et al，1999）；Markus et al，2000；Kochet al，1999） 

Davenport（l998）在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ERP 指的是一
套緊密結合企業內部所有資訊的套裝軟體，其中包括生產、財務、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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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供應鏈資訊等。Light（1999）認為ERP 乃一套以有效率的方式
提供企業內部各項資訊，使組織內各階層的成員能夠有效的進行商業或日

常營運決策的套裝軟體。Bingi等人（1999）認為ERP系統是一套貫穿企業
內部的資訊系統解決方案，整合散落各處的營運資料，並提供一個集中的

資料庫、單一的應用程式以及統一的使用界面，提供所有業務相關的組織

成員使用，它使得從人力資源、會計、銷售、製造到配銷等企業活動得以

緊密結合。 

Kale（2000）則描述ERP系統是一套預作規劃，並應該已整合各模組之
套裝軟體，能滿足企業內各種功能性之需求，並具有彈性，能依使用者之

作業環境進行模組組態之重新設定及客製化。就如同ERP的演進，企業需
求資訊的角度已不再是以製造角度而是以企業整體供應鏈（包含供應商與

客戶）的角度，吳仁和、林信惠（2002）,廣義的ERP系統定義：即時整合
與規劃企業內外部資源的資訊系統。 

由於資訊網路技術的發達，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經由開放系統平台、主

從架構或三層式架構、區域網路、廣域網路、關聯式資料庫、用第四代語

言寫成的圖形介面應用程式等科技，可以讓一個企業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工

程師們共同設計產品；或在全世界各地所設立的工廠來為彼此製造不同的

零件；可以在許多不同的國家採購材料，並且使所有單位共享相關的資訊

（陳政賢，2001）。 

因為ERP 是根據產業中最佳實務的標竿企業流程所設計的一套電腦
套裝軟體，能夠整合企業內部各處所產生的資訊，使企業營運資訊經由及

時運算與流通，提供使用者作為決策的依據。ERP系統正是目前所有企業
資源的整合系統中的主流產品，這也正是ERP的時代意義所在。 

ERP系統主要功能為將企業營運中，各流程所需的資料作及時整合，
並將資訊及時反應於會計模組中。資訊的及時整合對企業而言有兩方面的

功能，一為加速流程的進行。另為提供決策之所需的資訊。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產品多樣化，使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競爭越

來越激烈，企業應用資訊系統亦有不同變化。身為企業的管理者需要有充

分的相關資訊，才能訂定具前瞻性的經營策略，以因應日常的挑戰。現代

的企業主管要能將資源做全方位的統籌管理，包括生產、財務、人事、物

料、技術、資訊等方面皆有良好的資源管理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已成

為經營管理系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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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產品存貨控制協會 （APICS） 對ERP系統作的定義：「ERP系統
乃是一財務會計導向的資訊系統，其主要的功能為將企業用來滿足顧客訂

單所需之資源（涵蓋了採購、生產與配消運籌作業所需之資源）進行有效

的整合與規劃，以擴大整體經營績效、降低成本」。 

ERP系統的精神在於一個中央的資料庫，藉由資料庫儲存企業內各部
門的活動所產生的資訊，再利用共同的資料庫進行連結，此種作法可以提

高資料處理的效率，並且建立了具備延展性、穩定且開放標準的資訊環境。

現今的ERP系統，有別於早期的IT 系統建構於大型主機（mainframe）上，
而轉變為如下圖：2-1-1所示三層式主從架構（Client/server）為基礎的架構，
這種三層式架構可以分為三個功能層次：資料層（ data management）、功
能層（applicationlogic）、展示層（presentation）。資料層位於中央的伺服
器上，為資料存放的位置；功能層負責處理系統邏輯，依照企業的流程，

對於企業各部門所需的資料進行運算、處理；最後一層是展示層，為使用

者使用的介面，處理最後有關於資料展現的工作，一般多為圖形介面，便

於使用者存取複雜的應用程式與資料（陳鴻基；1999）。如圖2-1-1所示： 

 

圖 2-1-1：ERP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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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RP系統之演進 

有關ERP系統之演進，共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物料需求規劃（MRP I）階段（1970~1980年代） 

此階段屬於生產者導向，市場需求的重點在產品的功能與成本，生產

模式為少量多樣，所以企業管理的重點在於大量生產以降低成本。1970 年
美國生產與存貨管制協會 （American Production InventoryControl Society，
APICS）倡導物料需求規劃（Material RequirementPlanning，MRP）後，企
業開始藉著整合主生產排程（Master ProductionSchedule，MPS）及物料清
單（Bill of Material，BOM）的資訊，來產生原物料的採購、儲存、調度與
生產計畫，降低整體企業的生產成本，因此本階段的資訊系統以物料需求

規劃（MRP）系統為主。其主要功能或子系統包括下列：客戶訂單處理、
主生產排程（MPS）、項目基本資料與用料表（BOM）庫存管理、採購、
生產現場控制（PAC）、產能需求規劃（CPR）等模組。如圖2-1-2所示： 

 

圖2-1-2：MRPI架構 

資料來源：劉熒潔（2003），從ERP、SCM、CRM到電子商務。文魁資訊（股）公司 

第二階段：製造資源規劃（MRP II）階段（1980~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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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走入消費者導向，市場需求的重點在產品的多樣化與高品質，

生產型態轉換成多樣少量與分散的生產模式，企業管理的重點在於去除無

附加價值的作業流程與增加生產彈性，傳統的MRP 系統只考慮生產規劃，
並未考慮其它層面，因此將原有的MRP 系統延伸，使其具備製造、行銷、
財務、人事、專案管理等功能，以發揮企業經營的整體績效，並提供決策

的依據，而我們稱延伸功能後的系統為製造資源規劃（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MRP II）。如圖2-1-3 所示： 

 

 

圖2-1-3：MRPII架構 
資料來源：劉熒潔（2003），從ERP、SCM、CRM到電子商務。文魁資訊（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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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電腦整合製造規劃（CIM）階段（1990年代初期） 

90 年代初期自動化技術日趨成熟，已由過去的自動化孤島Automatic 
Island）走向系統整合，電腦整合製造規劃（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便是在此種背景下產生，CIM 系統將產品設計
（CAD）、製造（CAM、FMS）、電腦輔助教學（CAI）、生管（CAPP）
及物管（MRP II）等之電腦系統整合於一體，強調整體企業資訊系統的整
合，但總體而言CIM 系統仍偏於製造資源的整合自動化，未能與企業整體
資源與產業變化作整合。 

第四階段：企業資源規劃（ERP）階段（1990~2000年代） 

在90 年代後期，面臨資訊科技的進步與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下，市場的
需求重點轉為滿足顧客多樣化的個別需求、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大量客製化

（Mass Customization）生產方式，企業管理的管理重點為組織運作在大型
化、國際化與多元化的趨勢下，如何能快速回應（Quick Response）產業與
顧客需求的變化。舊有的企業資訊系統如MRP II、CRM 等，多侷限於一個
廠商或公司內部整合，已不足應付企業龐大的業務流程，因此更高層次的

企業整合資訊系統，ERP系統便因此產生，而其與傳統資訊系統的差別在
於即時性（Real Time）與整合性（Integration），強調跨地域、國別、快速
反應。如圖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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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ERP架構 

資料來源：劉熒潔（2003），從ERP、SCM、CRM到電子商務。文魁資訊（股）公司 

第五階段：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未來趨勢 

當進入21 世紀全球分工的年代，企業的資源整合已不足以達成全球競
爭需求，企業須強化其ERP系統，整合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的概念，藉由供應鏈中其他企業的資訊管理系統相結
合，進而由企業內部延伸至整個供應鏈，而未來的重點是電子商務

（E-Commerce），可預見的是，未來將以企業間的往來（Business to 
Business，B to B）為商業主體，ERP系統再加上E-Commerce，將會為企業
創造更美好的遠景。如圖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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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5：以企業環境區分電子商務整體架構 

三、ERP系統效益 

前資策會執行長果芸認為：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的效益可以
歸納為下列各項： 

（一）迅速反應：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的最大效益在於迅速反應，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 （ERP） 透過整合企業內部作業及工作流程等技術可以
根據公司全部庫存及生產能量等資訊迅速決定能否接受一項訂單，

接受訂單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備料、發工，增加了企業因應需

求迅速改變的能力。 

（二）節省成本：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運用電腦資料庫及快速運算能力常能
找出最經濟的答案從而節省作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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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軟體是根據工作流程 （Work  
Flow）即時供補 （Just-in-Time） 及作業過程最佳化 （Process  
Reengineering） 等理論所設計使企業資源獲得最有效的運用，減少
重複、閒置及等待，從而縮短生產時間。 

（四）安裝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軟體，較從頭發展軟體為快：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是引用現成的軟體安裝時間多半用於
現行工作程序，用以配合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作業，同時
建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各項Parameter，以使企業資源規
劃系統（ERP） 適應企業工作環境，這些調適、建立及訓練等工作，
一般約需1年，從安裝者的累積經驗判斷，約較重新發展軟體所需時
間縮短20-50%。 

國內知名的資訊軟體廠商鼎新電腦的對企業e化後的效益，以ERP為基
礎骨幹下，從企業內部整合的效益出發，透過決策支援模式的最佳化而提

升企業的投資報酬率，進一步與供應商、客戶等形成貿易伙伴網路的關係

增加公司股東價值而最後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便是價值交換，期待參與交

易的每一方都能從中取得最大價值，其所作研究結果如下： 

（一）75%訂單來自於電子化交易，95%訂單不需經人加工處理。 
（二）訂單錯誤率由20%降至2%。 
（三）平均訂單處理時間從6-8 週降低至1-3 週。 
（四）採購生產力上升25%。 
（五）生產週期從105 天降到55 天。 
（六）訂單確認及達成從10 天降到24 hours。 
（七）經銷商存貨降低80%。 
（八）預測準確度從30%-50%提高至70%。 
（九）承諾交期準確度由75%-90%提高到99%-100%。 

由此觀之，企業在實施ERP後對經營效益的提升與成本的降低有顯著
的貢獻，同時，對市場需求的回應速度亦改善許多。雖然對某些存貨水準

較低的產業，所能改善的空間亦較小，故所提供的優勢相對較小，但整體

而言，ERP提高企業整體的競爭力。 

如何衡量ERP系統的導入績效呢？Callaway（1999）、房佳緯 （1999）
及彭德全（2000）針對企業導入ERP系統所能產生的效益提昇，將其分成
有形可衡量與無形不可衡量兩種，如表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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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ERP的有形與無形效益 

有形效益 

 
 
 
 
 

降低物料成本 
降低人工成本 
改善產品及服務品質 
提昇生產力 
降低庫存及提高存貨週轉率 
增加營業收入及利潤 
提高資金週轉率 
降低管理費用無形效益 

 
 
 
 
 

需求的快速回應 
即時管理決策資訊提供 
生產現場的自動化與透明化 
資訊收集的正確性與完整性 
企業流程與系統作業的整合性 

資料來源：Callaway，1999；房佳緯，1999；彭德全，2000 

三、ERP系統的特性及功能 

在日益競爭且快速變化的全球市場中，企業經營日益複雜，傳統的管

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MIS）大多架構在不同的功
能別上，因此使得各個功能所產生的資訊難以相互流通，如蔡玟昌（2001） 
曾提到傳統的管理資訊系統，因多屬於各功能部門，諸如人力、財務、生

產等均分別作業，彼此資訊系統不能整合，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諸如業

務部門不知生產部門的生產進度，生產部門不知業務部門的接單狀況等，

均是資訊不能有效整合的原故。再加上企業營運的全球化，各個企業組織

間的資訊系統經常無法相容，且操作方式也未見一致，企業內部可供形成

決策的資訊散落各處，不僅不易整合，更造成費用與回應速度上的龐大負

擔。因此，企業需要一套能夠「整合各功能層面要素，產生跨功能資訊流

動」的系統（王立志，1999）。 

因為ERP系統涵蓋許多模組，每個模組相互連結，其功能特性包含，
（陳政賢，民國90年）： 

（一）增強資料共用性與正確性： 
以往公司各個不同的部門可能都擁有自己的應用系統，由於ERP是
將所有的功能整合在一個系統之中，而且使用一個共同的資料庫，

所有的資料只要經過一次輸入就可以被全部的模組所使用，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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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輸入的作業並可提高資料正確性。 
 

（二）達成資訊的即時性： 
由於使用共用資料庫，資料只要一經輸入，任何部門，得到的都是

一樣的、最新的資料，完全做到資訊的即時性。 
 

（三）簡化工作程序，加快企業的反應速度： 
導入ERP的企業，員工作業情形和舊有系統不同的是每一件都可以
在線上完成。業務人員可以直接上線查詢所需要的資料，對客戶需

求做出立即的回應；各地的採購人員也可追蹤料品的單價及數量。 
 

（四）簡化流程，節省管銷費用，降低企業經營成本： 
由於導入ERP之後，很多資訊都可以在線上取得，可省下資料傳真、
電話聯絡的費用。 

 
（五）即時掌握實際經營狀況，快速因應市場及顧客需求： 

因即時掌握資訊而能快速因應市場及顧客需求，例如及時掌握生產

現場的資訊，迅速回應顧客的需求，提升公司對市場的反應。 

許多企業面臨反應不足、缺乏彈性與市場需求等問題，導致無法適應

市場的動向及外來的挑戰，因而錯失廣大的市場，所以企業勢必要重新思

考經營策略與方法。而這些在在都顯示出企業必須導入新的觀念、技術與

方法來滿足此一快速改變，以因應未來新的挑戰。而ERP系統正可以提供
企業進行流程與資源整合的工作，並有效提供企業在經營上的解決方案，

這就是ERP 受重視及導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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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RP系統導入之策略及方法 

企業為何導入ERP？ ERP 的導入，是花錢、花人力又花時間的，且伴
隨著風險。 既然如此，企業為何還要導入ERP，究竟其動機為何？依據
Mabert et al （2000）的觀察，應該有下列幾點： 

（一）舊有系統已無法配合現在需求，需予替換。 
（二）將作業流程予以簡化及標準化。 
（三）增強與客戶及供應商之互動與溝通。 
（四）獲取策略優勢。 
（五）結合全球各地活動。 
（六）競爭者已導入，對公司帶來壓力。 
（七）具擴充性，方便未來升級。 
（八）幫助公司組織再造。 
（九）解決Y2K 問題。 

這些原因已大部份涵蓋了企業導入ERP 的動機，並在美國進行的調查
報告中獲得證實，只是我們並不確知，上述何者為台灣企業導入ERP 最主
要的動機，惟可以想像得到的是，這三四年來 ERP 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
風潮，似乎與Y2K 有密切關係。 以美國為例，Krumwiede和Jordan（2000）
調查發現，許多企業在解決Y2K 的同時，常選擇一併導入ERP，尤其一些
Y2K 預算較多的公司更是如此；在Y2K 預算達其MIS總預算20％以上的公
司，有64％以ERP來取代舊有系統。 

除Y2K 的因素外，結合全球各地的活動、獲取策略優勢也常被認為企
業導入ERP 的重要動機，這與持續增高的全球化趨勢有密切的關係。當全
球化已不再是大企業所獨有，中小企業也正努力地在海外尋找市場及低廉

生產要素，企業為了生存發展，勢必要有即時資訊以控制並整合散佈各地

的資源，ERP 便能符合這樣的需求，而在ERP 下，全國以及全球各地亦得
以分享以同樣格式呈現的資訊。 

IT 朝向主從架構發展也是另一個促使ERP 成為風潮的重要原因
（Kicks & Stecke，1995），這意味著公司使用許多個人電腦而非一個大主
機來從事作業運算。現代企業許多生產及存貨的決策必須在不同地方，由

不同層級人員在極短時限內做出，而主從架構下的ERP正可配合企業此項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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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球化的趨勢之外，過去這幾年來，全球各地併購非常的活絡，

光在美國ㄧ地，每年就有約10 億美元的購併案，而許多的購併案更是跨國
界的，這些合併後的公司除了擁有共同的企業名稱，在許多方面是存在重

大差異的。為了追求各國間及產品間的綜效，一套標準應用作業及一致的

資料定義，變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而ERP不只提供上述整合的功能，事
實上它也設立了企業內共同的語言；以Digital 公司為例，它便以導入
PeopleSoft 來建立企業內全球一致的組織及IT 架構。當然，有些幸運的案
例，合併雙方使用相同的ERP軟體，那麼就可省下一筆巨大的合併成本。
以Daimler-Benz AG與Chrysler Corp 合併為Daimler Chrysler AG  一例，由
於雙方皆為SAP使用者，被估計可以減少5 至10 年整合的工作（Bingi et 
al，1999）。 

最後，我們要瞭解到，現在產品推陳出新的速度與以往相比，其差異

是令人吃驚的；同時現在的消費者喜新厭舊的速度，也是以前廠商無法想

像的。以電腦及通訊產品而言，許多新產品只能預估2至3年的產品壽命，
而在這短短的期間，每年還有5％至15％的跌價。另外，存貨更在此情形下
讓企業傷透了腦筋。所以及時掌握市場及客戶的資訊係廠商生存的關鍵，

而全球各地的資源如何共享以應付快速變遷的市場需求亦為重大課題。 企
業因此希望能利用ERP 提供及時完整的資訊幫助決策者能迅速做出決定。 

一、導入策略 

劉士豪（2000）提出企業ERP 導入觀念架構﹙參考圖2-2-1﹚，ERP的
導入策略可以大致區分為專案導向策略與目標導向策略等兩種基本類型，

其中包括1.導入規模，2.客製化處理，3.遺產系統整合，4.專案控制程度等
四項構面。而企業必須一面考量在外部是否有適用的ERP軟體與能夠適任
的輔導顧問，另一方面則必須評估本身在1.高層支持，2.目標明確程度，3.
經費預算充裕程度，4.變動接受程度，5.參與人員的素質與數量等五項內部
條件上的能力，適當的選擇ERP導入策略。才能夠獲得最佳的專案績效與
最低的專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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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企業ERP系統導入觀念架構 

在ERP 導入策略上，研究者將之區分為傳統導入方法與Template 導
入方法，依據Oracle 的資深ERP 專案經理提供之傳統ERP 導入方法與
Template 快速導入方法相異之處如表2-2-1所示： 

表2-2-1：傳統ERP導入方法與Template導入方法之比較 

導入階段 傳統ERP 導入 Template 導入 
1.作業分析 有 提前至Template 評估階段
2.需求對應 有 提前至Template 評估階段
3.差異分析 有 提前至Template 評估階段

，報表部分可測試後再分析

4.系統設定 有 有 

5.模組測試 有 有 

6.循環測試 有 有 

7.整合測試 有 有 

由表2-2-1可以明顯看出，Template的快速導入方法的不同是將1~3 階
段的工作由Template評估工作替代，除了大大降低導入成本之外，導入風
險也因引進成功的Template及瞭解失敗的教訓而避免許多失敗命運。這樣
的後ERP市場的導入方法比ERP軟體剛進入市場初期的「理論性」傳統導入
方法更合乎目前趨勢。然而不是每一個企業都可以採用Template快速導
入，而是必須經過ERP導入策略之決策流程慎重評估後才可實行。 

外部影響因素： 

 ERP軟體適用性 
 軟體顧問適任性 

內部影響因素： 

 高層支持 
 目標明確程度 
 經費預算充裕程度 
 變動接受程度 
 參與人員的素質與數量 

ERP 導入策略 
目標導向策略／ 
專案導向策略 

 導入範圍 
 客製化處理 
 遺產系統整合 
 專案控制程度 

ERP 專案績效 
 導入效益 
定製效益 
非定製效益 

 執行績效 
品質 
時程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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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包含了許多的功能模組，以及搭配的軟
硬體環境，例如伺服器、工作站、終端機、網路環境、作業系統、資料庫

管理系統等，都需要審慎的規劃。而企業規模較大者，更可能包含了多個

地區與多個廠房，甚至多種貨幣與稅制，這些都增加了ERP系統導入的複
雜性。 

系統轉換的方式或導入的步驟常因企業規模、文化及流程的複雜度的

不同，採取不同的導入策略，就企業整體而言，Welti （1999）將導入策略
分為三種不同的方式： 

（一）一次性導入（Big-bang） 
所謂一次性導入指的是公司將現有的系統淘汰掉，各部門全面同時

導入整套ERP系統。好處是一次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是普遍採用
的模式，特別是舊系統不堪負荷時最有效。但是相對的，這樣貿然

地大規模改變組織體質，也有可能造成企業內部的嚴重危機。 
 

（二）滾動式導入（Roll-out） 
滾動式導入則是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導入，最後推到全公司。部門

的導入可以是全面性或逐步導入。它的導入速度雖慢，但是可以一

個成功了再換下一個的模式，可以大幅降低風險。這種滾動式導入

還有另一項優點就是，導入的經驗與相關資源可以逐漸累積，節省

重複的花費。 
 

（三）逐步/部份導入（Step-by-step） 
逐步導入是將系統分多個模組，每次導入一個或數個模組，每次導

入的時間較短。好處是可以讓企業逐步習慣新系統的作業方式，風

險或損失較小。另一種快速導入方式是，採用部份的功能模組，而

不是整個系統。 

至於採取何種策略端視組織特性和資訊部門之經驗及能力。 

由於企業本身的經營特質與競爭策略的不同，Brakely（1999）認為ERP
系統的導入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型態： 

（一）全面性導入 
當企業想藉由ERP系統的導入，調整企業的營運方式與人員編制，
以達成企業流程再造的目標時，企業會將現有的系統淘汰，全面導

入ERP系統來管理全球的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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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漸進式導入 
漸進式導入多為單一模組成功後，再導入其他模組，如此可降低全

面導入時的風險，並可累積導入經驗與相關資訊、節省重複性的花

費。許多採分權式管理的大企業，也會選擇漸進式的導入，先由母

公司實行成功後，再導入其他子公司。 

（三）快速導入 
以時間為競爭基礎的產業環境，企業為了增進時效，會參考相關產

業中，其他廠商的導入模式，或是由ERP系統供應商提供最佳管理
實務，迅速建構企業的ERP系統。快速導入的方式是採用部分的功
能模組，而不是整個系統。有時因為產業的特性或是企業的迫切需

求，ERP系統供應商所提供的解決方案，並不完全的適用，所以，
企業可能就僅對未來的需求做規劃，導入財務、人事管理、物料管

理，或是配銷流程等的部分模組，等到將來有別方面的需求時，再

導入其他的功能配件。 

二、導入步驟 

ERP系統導入步驟，務必對系統導入過程中要有系統、有程序的導入，
並且要預測企業體內部架構環境的作業流程整合，進而衡量組織未來導入

ERP系統的管理需求與評估的關鍵因素，以便對建構系統之後，應如何建
立與ERP系統供應商、顧問與企業之間的良好溝通管道，而去徹底瞭解產
業本身的營運狀況，再進一步分析企業內部流程及管理基礎上的需求點，

多方面蒐集實施前的營運基本資料，加以調整探討分析，能夠把ERP系統
導入之後產生管理的制度化、合理化。 

另一方面，企業必須加強員工對系統專業知識的訓練，並在平時導入

系統操作過程中，要求輔導使用者能夠符合企業管理需求正常運作，進而

逐步將ERP系統的技術，轉移到員工的身上。企業亦應建立自行維護系統
的能力，以確保系統上線後能長期順利的運作，以維持企業正常的營運。 

ERP系統的導入過程牽扯到企業的管理制度與作業流程的調整，因此
系統導入的過程中必須有系統、有程序的導入，基本的ERP系統導入的程
序有下列步驟： 

（一）瞭解與蒐集階段： 
企業內部建立地導入ERP系統的共識，透過各部門溝通協調，充分
瞭解企業本身及未來的管理需求，並且廣泛的蒐集ERP系統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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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RP系統的規劃階段： 
針對已經確認的管理需求，製作電腦化需求規劃建議書（Requirement 
for Proposal，RFP），作為ERP系統選擇的依據與日後導入的效益評
估。 

（三）ERP系統評估階段： 
依據前階段的規劃建議書，評估出最適合企業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

需求的ERP系統，與配合導入ERP系統的諮詢顧問公司。 

（四）導入準備工作階段： 
建立起ERP系統供應商、諮詢顧問兩者間與企業的溝通管道，並瞭
解產業狀況，安排導入作業的實施細節，並且開始蒐集產業應用的

各式流程表單等基本資料。另外，ERP系統運作所需的軟硬體環境
也需建置完成。 

（五）作業分析與流程設計階段： 
依據前階段所蒐集的基本資料進行合理化、制度化、電腦化，ERP
系統供應商最後確認作業流程與表單的差異，加以分析、調整或修

改ERP系統。 

（六）教育訓練階段： 
讓企業的管理者與上線使用者學會ERP系統的操作，另外也依據企
業的需求，轉移ERP系統的技術，建立企業自行維護的能力。 

（七）作業模擬階段： 
透過實機操作模擬驗證ERP系統供應商，是否完成系統的調整或修
改，而其產生的結果是否正確，並且針對模擬過程所發生的問題加

以解決，確保正式上線時系統能順利運作。 

（八）正式上線階段： 
當前述所有階段完成後，系統正式運作，上線使用者鍵入企業實務

資料，管理顧問隨時配合解決操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達成

系統運作順利。管理者從日報表的產生到週報表、月報表逐一核對，

確定系統上線成功為止。 

（九）驗證與改進階段： 
驗證ERP系統導入的成效，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預算及時間進度，
並透過導入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提出改善方案，進而落實及加強

ERP系統的執行成效。 

由於不同的ERP套裝軟體有不同的功能和特性，各ERP軟體廠商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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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提出自己的導入步驟。綜觀各廠商所提出的這些步驟，本研究以系統

化的角度將之分為三個階段：1.系統規劃階段。2.系統調整階段。3.系統上
線階段。並與所列ERP軟體廠商提出之步驟對照如表3-3。 

由此可以發現，SAP的導入步驟強調上線後的管理和支援，以本研究
三階段劃分來看，其步驟較平均。Oracle於各階段所分的步驟較詳細，強調
專案的管理與系統的測試。而鼎新在系統規劃階段就納入教育訓練的規

劃，顯然對知識與技術的移轉較為重視。如表2-2-2 所示： 

  

表 2-2-2：ERP軟體廠商導入步驟之比較 

本研究 SAP1 Oracle2 鼎新3 

系 統 
規 劃 

1.專案準備 
2.企業藍圖 

1.專案管理 
2.營運需求定義 
3.營運需求系統對映
4.系統架構 

1.專案計畫表擬定 
2.現行作業需求與問題
了解 

3.操作及應用教育訓練
規劃 

4.電腦化作業流程擬定 

系 統 
調 整 

3.系統實作 
4.最後準備 

5.模組設定與建立 
6.資料轉換 

5.程式修改 
6.上機模擬 

系 統 
上 線 

5.實際上線與
後續支援 

7.制定系統文件 
8.營運流程測試 
9.成果測試 
10.使用者教育訓練 
11.正式上線整合 

7.系統上線 

註1：參考台灣思愛普公司（SAP）網站資料。  
註2：參考Oracle網站資料。  
註3：參考鼎新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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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入方法 

不論使用何種導入策略，都必須有方法及步驟，目前在國內使用的方

法論中，較為人所熟知的方法論有SAP公司的ASAP（Accelerated SAP）和
Oracle公司的AIM（Application Implementation Methodology）但此二者都是
由國外引進。而國內廠商，如普揚，為了協助客戶導入ERP，也有輔導上
線的作業流程，以下為市面上較為流通的ERP軟體公司所提出之導入方法： 

（一）軟體廠商思愛普考（SAP）所提之ASAP方法 

SAP AG 於1972年創立於德國，是一家提供企業全球營運解決方案的
軟體公司，是全球ERP排名首位的領導廠商（張素碧，2000）。其所提之

ASAP 方法，共分為以下五個階段（Bancroft，1998；朱麗芬，1999）： 

1. 專案準備階段（Project Preparation Phase）： 
其主要活動包含初始的專案規劃、技術需求規劃、專案程序與開始、

品質查核等。 

2. 企業藍圖階段（Business Blueprint Phase）： 
其主要活動包含專案管理、專案小組訓練、發展系統環境、企業組

織結構與企業流程的重新定義、品質查核等。 

3. 實作階段（Realization Phase）： 
其主要活動包含專案管理、專案小組訓練、組態的設定、使用介面

與環境設計、製作報表功能之整合與測試、使用者的手冊文件與訓

練教材、系統管理、品質查核等。 

4. 上線準備階段（Final Preparation Phase）： 
其主要活動包含專案管理、使用者的訓練、系統管理、細節專案規

劃、品質查核等。 

5. 上線與支援階段（Go Live & Support Phase）： 
包括一些生產支援與後續支援的活動。 

前五項導入階段之彙總如圖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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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ASAP導入步驟 

（二）軟體廠商美商甲骨文（Oracle）所提之AIM 方法 

ORACLE 是以關聯式資料庫起家，資料庫領域居龍頭地位，同時是全
球第二大軟體公司（張素碧，民國89 年）。其導入方法論AIM是一個整合
式導入方法，可以協助導入專案的進行和追蹤導入過程的各階段，以便能

在專案時程及預算範圍內達到所預期的成果。AIM 的優點是以一個測試框
架（Framework）提供快速的導入方式，幫助使用者企業改善現有流程，然
後將新的作業程序轉化為ERP系統之系統參數設定。AIM 將系統導入主要
區分為：導入規劃、作業分析、解決方案規劃、解決方案構築、作業文件

製作、上線準備與正式上線等階段，配合作業管理流程改善。其運作流程

步驟及內容說明如下：（資料來源：Oracle AIM 手冊） 

1. 導入規劃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進行程序與期望之溝通、確定專案範疇及策略建立專案組織與工作

計畫、評估掌握專案之風險。 

2. 作業分析 （Operation Analysis）： 

專案準備階段 

 

企業藍圖階段 

 

實作階段 

 

上線準備階段 

 

上線與支援階段 

 

專案規劃、技術需求規劃 

發展系統環境、企業組織結構與

企業流程的改造 

製作報表功能整合、測試、使用

者的手冊文件與訓練教材 

使用者的訓練 

ERP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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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經營理論與技術特質、蒐集分析現行作業情形、教育專案小組、

建立作業藍圖。 

3. 解決方案規劃 （Solution Design）： 
建立作業模式、整合技術與作業方案、專案小組對解決方案之訓練。 

4. 解決方案建構 （Solution Build）： 
建立具體的系統架構、建立解決方案（客製化系統發展）、確立最

後解決方案及測試解決方案和客製化系統。 

5. 作業文件製作 （Documentation）： 
建立使用者作業規範、建立系統分析、系統設計文件、建立使用者

訓練教材、維持最新版本文件。 

6. 上線準備 （Transition）： 
完成上線前之整體測試、對使用單位進行教育訓練、資料整備規劃

與測試及建立正式作業環境。 

7. 正式上線（On-Production）： 
觀察上線情形，使系統能順利上線、規劃未來方向、作業與技術。 

 
前七項導入階段如圖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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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AIM導入步驟 

資料來源：吳振聲（1999） 

（三）軟體廠商普揚公司（VPROERP）的輔導上線作業流程 

普揚是屬於國內ERP 軟體開發業者，同時也提供顧問服務，並以
Powerbuilder 開發工具完成之主從架構式（Client/Server）ERP管理資訊系
統，其特色為本土化自行開發設計，適合國內產業特性可支援客戶需求之

修改與技術移轉（張素碧，2000）。其輔導上線作業流程：（資料來源：
普揚顧問輔導手冊） 

1. 電腦化籌備會議（Kick-off meeting）： 
此階段是：組織導入委員會、擬定上線進度及ERP的細項進度；交付
的文件為：推行委員會組織圖、ERP 上線進度計畫表和ERP 細項進
度管制表。 

2. 流程實作教育訓練（User Training）： 
此階段針對客戶之種子人員，安排教育訓練，並提供實作手冊、上課

滿意度調查表。 

導入規劃 

作業分析 

解決方案規劃 

作業文件製作 解決方案建構 

上線準備 

正式上線 

作業管理

流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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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程討論及編碼討論（Process and Coding Discussion）： 
此階段主要是做客戶作業流程討論及基本設定訪談、訂定訪談內容及

客戶系統流程的訂定。交付的文件為：各系統訪談內容表。 

4. 資料蒐集、建檔、檢核（Data Collection, Building and Checking）： 
此階段做系統與工作環境的設置、建立系統資料庫，並始期初資料建

檔，訂定各系統基本設定資料。交付的文件為：期初上線準備資料表。 

5. 參數調整（System Parameters Setup）： 
轉換或輸入日常交易資料、即刻系統參數調整。交付的文件為：流程

解說講義。 

6. 平行測試（Parallel Testing）： 
新舊資料系統測試、測試結果審核與改正。 

7. 正式上線（On-Line Process）： 
上線流程是否順暢、上線後支援月結資料檢核。交付的文件為：月結

資料檢核表。 

前七項導入階段如圖 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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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普揚輔導上線作業流程 

 

1. 電腦化籌備會議 
 

2. 流程實作教育訓
練 

4. 基本資料、期初
餘額導入資料蒐

集、建檔、檢核 

3. 流程討論及編碼
討論 

6. 新舊資料、平行
測試 

5. 補輸入交易資料
及參數調整 

7. 月結資料正確性
檢核 

組織導入委員會、擬定上線進 

度及ERP 的細項進度 

針對客戶之種子人員，安排教育

訓練，並提供實作手冊、上課滿

意度調查表 

客戶作業流程討論及基本設定訪 

談、訂定訪談內容及客戶系統流

程的訂定 

系統與工作環境的設置、建立系

統資料庫，並始期初資料建檔，

訂定各系統基本設定資料、檢

核、建檔等 

轉換或輸入日常交易資料、即刻

系統參數調整 

新舊資料系統測試、測試結果審

核與改正 

上線流程是否順暢、上線後支援

月結資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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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導入模式分析比較 

因為產業特性或企業的迫切需要，有時候ERP廠商提供的解決方案並
不完全適用。為了能快速且有效率的導入ERP系統，截各家所長是分析導
入模式的原因。吳振聲（1999）認為ERP廠商、顧問與方法論三者環環相
扣，影響ERP系統導入之成敗，並將導入ERP方法論（methodology）的定
位解釋為下述幾個重點： 

（一）提供一個新ERP系統規劃建置所需遵循之程序。 

（二）整理出ERP系統規劃建置各階段可能遭遇之問題和解決之步驟。 

（三）建議ERP系統規劃建置過程中解決各種問題之樣版和工具。 

（四）將ERP系統規劃建置各階段所需要之輸入資料、資料分析方法和輸出
資料予以明確化。 

（五）達到ERP系統整合之目標。 

市場上各種方法論的特色，應在於是否能協助專案團隊縮短ERP的導
入時程；此外，這些方法論都是為特定的ERP產品而設計，只要換了不同
公司的ERP產品，就必須用不同的方法論（吳振聲，1999），如表2-2-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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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ERP系統導入模式比較 

ASAP AIM VPROERP 
專案準備階段 導入規劃 電腦化籌備會議 

 
初始 
的導 
入規 
劃階 
段 

初始的專案規劃、技術需求

規劃、專案程序與開始、品

質查核 

進行程序與期望之溝通、

確定專案範疇及策略、建

立專案組織與工作計畫、

評估掌握專案之風險 

組織導入委員會、擬定 
上線進度及ERP的細項 
進度 

企業藍圖階段 作業分析 流程實作教育訓練 作業 
流程 
分析 
階段 

專案管理、專案小組訓練、

發展系統環境、企業組織結

構與企業流程的重新定

義、品質查核 

瞭解經營理論與技術特 
質、蒐集分析現行作業 
情形、教育專案小組、 
建立作業藍圖 

針對客戶之種子人員， 
安排教育訓練 

實作階段 解決方案規劃、建構 流程討論及編碼討論 
建立作業模式、整合技 
術與作業方案、專案小 
組對解決方案之訓練建立

具體的系統架構、建立解

決方案（客製化系統發

展）、確立最後解決方案

及測試解決方案和客製化

系統； 

客戶作業流程討論及基 
本設定訪談、訂定訪談 
內容及客戶系統流程的 
訂定； 

作業文件製作 資料蒐集、建檔、檢核

實際 
作業 
階段 

 

專案管理、專案小組訓練、

使用介面與環境設計、製作

報表功能之整合與測試、使

用者的手冊文件與訓練教

材、系統管理、品質查核 
 

建立使用者作業規範、 
建立系統分析、系統設 
計文件、建立使用者訓 
練教材、維持最新版本 
文件 

系統與工作環境的設置、

建立系統資料庫，並使期

初資料建檔，訂定各系統

基本設定資料 

上線準備階段 上線準備 參數調整、平行測試 上線

準備 專案管理、使用者的訓練、
系統管理、細節專案規劃、

品質查核 

完成上線前之整體測試、

對使用單位進行教育訓

練、資料整備規劃與測試

及建立正式作業環境 

轉換或輸入日常交易資 
料、即刻系統參數調整、

新舊資料系統測試、測試

結果審核與改正 

上線與支援階段 正式上線 正式上線 正式

上線

與支

援 

包括一些生產支援與後 
續支援的活動。 

觀察上線情形，使系統 
能順利上線、規劃未來 
方向、作業與技術 

上線流程是否順暢、上 
線後支援月結資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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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RP系統導入成功之關鍵因素 

所謂的關鍵成功因素簡單的說，就是指一個企業為了達到成功必需作

得特別好的工作（鄭婷方, 1997）。所以這些因素點出了企業在導入ERP時
所需特別注意的焦點。許多文獻指出使用者的參與是影響ERP系統成功的
重要因素，但artnerGroup 的報告顯示，大多數的企業只有花費大約6%的專
案經費在使用身上，而同時報告也顯示花費少於10%的企業，預算超支和
時程拖延的情況是花費15%企業的三倍（Callaway, 1999）。因此，可看出
使用者對於ERP系統導入，影響非常重大。 

另外在導入的過程中，劉鳳如（1999）認為在ERP專案人員的配合上，
需要透過導入顧問協助導入程序及專案管理，加上高階主管的承諾與支

持、企業員工的配合等，才能確保ERP系統順利的導入和執行企業所預期
的目標。顯示專案中的人員包括顧問、使用者及MIS人員必須要通力合作，
才能保障專案的順利進行。 

Holland and Light（1999）指出，大約90%以上的ERP導入企業會面臨
時程延誤或預算超支，原因可能來自對成本及時程的估算錯誤和專案管理

不當。因此，企業在導入ERP時，應認清企業過去使用的資訊科技產品在
企業中的地位和功能，考量它在未來資訊架構轉換成ERP時所可能造成的
影響。此外，要明確訂出導入ERP所欲達成的目標及企業願景。尤其是企
業的高階主管必須對ERP在影響 ERP 顧問績效因素之探討組織及技術上
可能帶來的變革有清楚的了解，如此才能增進ERP成功導入的機會。  

從組織的角度探討企業成功導入ERP資訊系統的關鍵因素，可以幫助
企業在導入ERP系統面臨到的一些決策問題時的參考指標。一般來說，成
功導入ERP的四個關鍵因素為：（1）高階主管的參與，（2）員工對ERP
接受，（3）具資格的軟體供應商，（4）系統能配合企業的需求（顏美惠，
1999）。也有的人提出成功的ERP導入來自於ERP人員的專業，企業從業人
員的配合與資料庫的結構完整（果芸，1999）。資訊服務業者Anderson 
Consulting 提出成功導入ERP的四大關鍵在於慎選領導人、擬定階段性移轉
計畫、減少員工抗拒心理及選擇良好顧問團隊。Bancroft et al （1999） 提
出：（1）瞭解企業文化，（2）先作流程再造，（3）高階決策者長期支持
與參與，（4）適當的協調溝通，（5）有能力的專案經理，（6）使用者部
門與資訊部門共同組成專案小組，（7）選擇優良的導入方法，（8）適當
的訓練，（9）對改變的堅持。 



 36

根據蔡育瑩（1999）的研究整理出有十二項因素跟ERP實施成功有正
關係：（1）高階管理者的支持，（2）有效專案管，（3）對ERP系統的了
解，（4）教育和訓練，（5）精確的資料，（6）合適的軟體及硬體，（7）
軟體供應商的支持，（8）公司資訊化的程度，（9）破除傳統心態加強ERP
觀念建設，（10）系統的整合能力，（11）公司的財務結構，（12）作業
程序的調整配合。 

Laughlin（1999）以協助企業導入ERP的專案經驗歸納出導入ERP成功
關鍵十大因素：（1）清楚定義的目標，（2）變革管理，（3）良好的專案
排程和時間表，（4）高階主管的強力支持，（5）目標的溝通，（6）重視
問題的解決，（7）將應用範圍限制在預期的規模，（8）早期的成功經驗，
（9）適當的專案成員，（10）訓練有素的專案管理。 

Baker（2000）認為欲達到成功的導入，必須擁有充裕時間（70）％以
上的工作時間）的重要使用者投入專案，專案小組應展現強而有力的領導，

並與部門使用者開誠布公及互信互賴的基礎下，共同推動專案的進行，包

括周詳的計畫與每週定期舉辦檢討會議，及清楚定義導入的範圍與流程架

構。依其多年的經驗觀察，能夠順利依計畫導入ERP的企業相當有限。如
果導入ERP系統的過程出現問題時，領導人可對「導入範疇」、「企業與
顧問資源」、「時間」等三項因素作權變調整。 

Parr（2000）對於參與ERP系統導入規劃者及其他研究學者建議，專案
領導人如能於初期清楚的訂定相關職責，是一個專案成功的關鍵。另外組

織實施ERP系統應將大型專案切割成許多較小且簡易的專案。並提醒成功
導入ERP系統的關鍵成功因素，也可以用於規劃ERP專案的實施。他並從個
案訪談中整理出關鍵成功因素如下，高階主管支援、專家顧問的支援、授

權於專案成員、訂定專案時程、專案領導人、簡化成多個小專案、逐漸性

導入、清晰的專案目標及範圍、合適的專案成員組合、變革管理。 

許文科（民89）針對企業導入ERP系統的導入過程，分階段探討成功
關鍵因素，本研究僅節錄決策執行階段整理如後：（1）ERP供應商的專業
能力與所提供的服務，（2）企業所面臨競爭環境的評估，（3）員工的在
教育與企業的再造，（4）專案的管理與企業的配合度，（5）諮詢顧問公
司對企業營運的瞭解與規劃，（6）ERP系統的整合能力與未來發展，（7）
諮詢顧問公司的費用與專業背景，（8）企業願景與高階主管支持，（9）
ERP系統的客製化，（10）企業的核心技術，（11）ERP與舊有系統間的溝
通與整合，（12）企業跨國性的營運方式，（13）即時資訊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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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顧問服務20年以上的Robbins-Gioia 調查232家企業，發現有51%
的企業認為ERP系統的導入並不成功，46%的企業認為尚未發揮出ERP系統
的效果（Robbins-Gioia, 2002）。顯示企業在導入ERP系統的反應上，有超
過一半的企未能從ERP系統獲得他們所認同的成功。如果系統無法達到企
業的真正需求，也就可能繼續使用就系統、更換新系統，或是尋求更換部

分系統的解決方案。 

此外，一些ERP顧問公司也提出了導入ERP的成功關鍵因素，綜合這些
因素，可以發現導入ERP的成功關鍵因素不外乎為：明確的專案目標、清
楚的專案組織與權責劃分、適當的排程控制、良好的專案成員、彼此互信

的關係與良好的溝通。通常企業在導入的過程會產生組織變革或流程再

造，因此難免會產生組織抗拒。所以除了專案內的因素之外，企業中的高

階主管需全力支持，並注意變革的管理。而且導入過程中若缺乏良好顧問

的指引，企業可能會因過長的摸索時間而導致專案失敗。 

其一為ERP 軟體廠商SAP AG 所提之ASAP 方法，共分為以下五個階
段（如表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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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3-1：SAP公司ASAP導入五階段 

階段 主要活動 關鍵成功因素 

一 專案準
備 

1. 初始的專案規劃與技術需求規劃 
2. 專案程序建立與開始 
3. 品質查核 

1. 高階主管的承諾 
2. 實際的規劃與期望建 
置架構 

二 
企業藍

圖 

 

1. 專案管理 
2. 專案小組訓練 
3. 發展系統環境 
4. 企業組織結構與企業流程的重心檢
討新定義 

5. 品質查核等 

1. 顧客團隊成員的可獲 
得性 

2. 有經驗的顧問可獲得 
性 

3. 範疇的明確定義 

三 
實作 

 

1. 專案管理 
2. 專案小組訓練 
3. 組態（configuration ）設定 
4. 使用介面與環境設計 
5. 製作報表功能之整合與測試 
6. End-user 的手冊文件與訓練教育 
7. 系統管理、 
8. 品質查核 

1. 快速決策 
2. 對於專案範疇沒有主要改
變、將焦點放在資料傳輸

和界面上 

 

四 
上線準

備 

 

1. 專案管理 
2. End-user 的訓練 
3. 系統管理 
4. 細節專案規劃 
5. 品質查核等。 

1. 確認界面的測試 
2. 和使用者的接受度（例 
如文件輸出，界面） 

 

五 
上線與

支援 

1. 生產支援與後續支援的活動 

 
1. 上線規劃 
2. 終端使用者訓練 

3. 建立長期策略支援協助 
工作 

 

另外，Oracle（美商甲古文公司）提出AIM 方法，可分為以下六個階
段：定義（Definition）、作業分析（Operations Analysis）、解決方案規劃
（SolutionDesign）、解決方案建構（Build）、上線準備（Transition）、正
式上線（Production），如表：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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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3-2：Oracle之AIM導入階段 

AIM導入
階段 

主要目的 關鍵成功因素 

一 定義

1.進行程序與期望之溝通 
2.確定專案範疇及策略 
3.建立專案組織與工作計畫 
4.評估掌握專案之風險 

1.高階經營管理者之支持
與承諾 

 

二 作業
分析

1.了解經營管理與技術特質 
2.蒐集分析現行作業情形 
3.教育專案小組 
4.建立作業藍圖 

1.各相關人員對訓練工作
的參與軟硬體設備之成

功案裝 
2. 專 案 小 組 對 Oracle 

Application的了解 

三 
解決

方案

規劃

1.建立作業模式 
2.整合技術與作業方案 
3.專案小組對解決方案之訓練 

1.專案人員之投入 
2.對改變之接受性 

四 
解決

方案

建構

1.建構具體的系統架構 
2.同時進行測試 

 

1.測試解決方案 
2.建立解決方案 
3.確立最後解決方案 
4.測試解決方案 

五 上線
準備

1.為成上線前之整體測試 
2.使用單位進行教育訓練、資料整
備規劃與測試 

3.建立正式作業環境 

1.有效的使用者訓練 
2.各作業測試無誤 
3.上線作業之協調 

六 正式
上線

1.觀察上線情形 
2.規劃未來方向 

1.甲骨文公司對上線之有
效支援 

 

雖然導入ERP系統能帶來許多效益，但相對的也需付出許多的人力、
資金、時間等，由於國內許多導入ERP系統的公司，至目前為止，大多只
有導入少數模組，例如財務系統、進銷存作業、人事系統等較為固定、制

式的應用。但有更多公司，在花費許多人力、物力、財力之後，卻無法真

正上線運作，甚或緊急宣告終止。因此，要使ERP系統能成功導入的關鍵
因素為何，正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