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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討論與分析結果 

第一節 導入成功個案公司 A –某光碟機製造廠 

一、產業分析 

光儲存產業為目前我國光電產業中第二大產業（僅次於平面顯示器產

業），光儲存產業分為二大部份，一為光儲存媒體（所謂的光碟片），另一

為儲存裝置，以資訊產品與消費性產品作區分。資訊產品即所謂的光碟機，

可分為五類，分別是 CD-ROM、DVD-ROM、CD-RW、Combo 機種及
DVD-Rewritable：消費性產品則包括了 CD、VCD、DVD 撥放機與 DVD 
Recorder、DVD遊戲機等。CD-ROM在 1984年推出，最先問市，隨後產
品往二個方向發展，一是朝著提高記憶容量著手，發展出 DVD-ROM，另
一方向是提高覆寫功能而發展出 CD-RW機、DVD燒錄機等。 

CD-ROM 與 DVD-ROM 光碟機兩者的硬體結構大致相似，主要分為
光學讀取及機電控制兩個部份。重要的零組件包括光學讀取頭、主軸馬達、

介面控制、控制晶片（含 DRF、DSP、SSP；稱為前段 IC）等，而 DVD player
除了上述機構外，尚需加上應用功能組的晶片（含Mpeg-2、Audio Decoder
及視訊功能；稱為後段 IC）。在讀取頭上，若與 CD-ROM 相較，CD-RW
讀取頭要求較高的功率，DVD讀取頭則要求較短波長與高速度。 

台灣廠商在 2001年第四季曾一度為 DVD 光讀取頭 、晶片組缺貨所
苦，之後在上游零件供給開出下，2002年下半年起反而供過於求，讀取頭
與晶片組價格開始出現下滑，預期 2002年年底前相關零組件價格仍將有下
探空間。2002年國內光碟機廠出貨在第一季達高峰後，因下游通路的庫存
過高，第二季開始出現下滑，大廠如建興、英群的 6、7月營收都來到 2002
年以來的低點。目前在庫存消化後加上返校學潮與聖誕節的效應，預期 9
月份光碟機廠的出貨與營收將開始回溫，而高階機種的出貨成長將較明

顯。由於 CD-ROM、DVD-ROM已進入最後倍數，CD-RW在第 4季也將
達極速世代，因此桌上型的光碟機正進入 Commodity商品時代，且在中、
韓的供給面擴張下，多數廠商均面臨獲利縮水的壓力。廠商未來要獲利，

必需往二個方向進行： 

   （一）往高階產品轉進，例如 Slim與 DVD燒錄機等。 

（二）以經濟生產規模來降低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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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要光碟機製造廠包括光寶集團的建興電子科技、明基電通、建

碁電子科技、英群電子、廣明光電等，其中又以光寶集團旗下的建興電子

科技生產量最大，目前為全台灣出貨量最大的光碟機專業製造廠商。目前

台灣的光碟機製造廠商雖然有和許多國外廠商進行策略聯盟或合作，例如

建興電子與日商 JVC合作以降低權利金，廣明光電有 HP及 SONY的技術
奧援等，但主要還是以 OEM 為主，主要產品設計及關鍵零主件依然掌握
在國外大廠手中，例如：IC晶片、讀寫頭、主軸馬達等。為迎頭趕上先進
地區的科技產業水準與規模實力，後進地區發展科技產業需要有不同的競

爭策略，廠商必須以逐步漸進的成長方式，經由模仿學習、技術引進、策

略聯盟、自主研發等過程，方能立足於先進大廠之林。由於我國光碟機產

業已具備國家競爭優勢的實力與條件，因此產、官、學、研各界應攜手合

作，為我國光碟機產業研擬一套面向 21世紀的發展與競爭策略，並整合各
項資源專注發展，相信其必有可能成為我國邁向科技島的光電與資訊明星

產業。 

二、個案公司簡介 

（一）公司沿革 

1995年12月 個案公司為某公司前身於84年成立之光電事業部。 
1996年 8月 新竹工廠開始量產。 
1997年 7月 大陸廠正式生產。 
1999年 5月 個案公司於香港成立子公司。 
2000年 1月 投資（BVI）控股公司。 
2000年 7月 申請為公開發行公司。 
2000年 8月 於大陸廣州成立獨資公司。 
2000年12月 獲准成立個案公司園區分公司。 
2001年 5月 增資至新台幣32億5仟3佰40萬元。 
2001年 6月 成立美國分公司。 
2002年 9月 與日商合資於大陸廣東成立獨資公司。 
2002年10月 增資至新台幣42億2仟9佰7拾8萬9仟2佰元。 
2003年 3月 消費性電子產品正式上市銷售。 
2003年 8月 增資至新台幣54億1仟1佰64萬2仟零7拾元。 
2004年 3月 取得工業局科技事業審議會評核之「科技事業及產品或技

術開發成功且具市場性之意見書」。 
2004年 9月 增資至新台幣66億1仟6佰26萬7仟4佰7拾元。 
2004年11月 上市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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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 自辦股務作業。 
2005年 6月 成立美國分公司。 
2005年 8月 增資至新台幣71億3仟3佰98萬8佰4拾元。 
2006年 3月 成立車用電子事業部。 
2006年 4月 成立6 Sigma促進委員會。 
2006年 4月 與國內某家光碟機大廠進行光碟機產業合作事宜。 

（二）公司組織 

A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如圖 4-1-1所示： 

     圖 4-1-1：A個案公司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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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內容及發展計畫 

1. 目前經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事務性機器設備零

售業、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製造輸出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 

2. 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唯讀光碟機、可讀寫式光碟燒錄機、數位影音光碟機、可讀寫式數位

影音光碟燒錄機、複合式光碟機、薄型可讀寫式數位影音光碟燒錄機、

薄型複合式光碟機、外接式複合式光碟機、外接式薄型可讀寫式數位

影音光碟燒錄機、錄放影機等。  

3. 計畫開發之新產品： 

可讀寫式數位影音光碟高速雙層燒錄機、高速可讀寫式數位影音光碟

燒錄機、薄型可讀寫式數位影音光碟雙層燒錄機、外接式可讀寫式數

位影音光碟燒錄機、外接式薄型可讀寫式數位影音光碟燒錄機、硬碟

DVD錄放影機、連網功能DVD撥放機、錄放影機、車用DVD模組系列
產品。 

4. 短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A. 行銷策略： 
擴大與OEM及ODM客戶之業務合作、拓展Clone（組裝）市場之銷
售管道，建立自有品牌、加強研發具高附加價值之光電產品，如輕

薄短小之薄型、外接式、具燒錄功能之光碟機以及結合CD-RW與
DVD Writer功能之家用電器，並擴大生產線，以增加整體利潤。
延攬及培訓高素質人才，加強高階產品推出之時效性、營運與生產

管理政策持續強化存貨與應收帳款的管理、提昇海內外產銷運籌管

理品質，增強客戶服務、建立穩固客戶關係提高產品在客戶端之佔

有率、以光碟機為核心模組，在數位消費性電子產業創造新的成長

機會。 

B. 財務策略： 
強化財務管理、成本控制，以增強風險及市場波動的因應能力，利

用台灣健全之資本市場，建立健全完整多元化之籌資管道，減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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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本，增加營運之靈活度。 

（2）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A. 行銷策略： 
與客戶建立策略性的長期伙伴關係、強化各個海外行銷據點的經營

體質，以提升整體市場競爭力提昇自有品牌之通路市場。 

B. 研發及產品策略： 
致力新技術之發明，增加公司智慧財產專利數量，提升引用關鍵專

利技術時協商之籌碼，降低引用之權利金，以增加長期成本競爭優

勢，掌握電腦、通訊及消費電子3C結合之潮流，與資訊家電IA市
場之發展趨勢，推出新產品，以擴大經營領域。 

C. 營運與生產管理政策 
建立整體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培訓儲備人才滿足組織成長的需

求，不斷提升生產品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D. 財務策略： 
以穩健、專業的財務規劃，透過公開資本市場尋求多樣化及較低成

本之籌資管道，因應未來各項計畫之姿均需求，以期公司長期穩健

的成長。 

（四）市場及產銷概況 

1. 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銷售地區： 
A個案公司產品主要為外銷，約佔全部銷售的90%，外銷市場主要
為亞洲、其次為美洲、再其次為歐洲。產品銷售地區請參閱表4-1-1： 

表4-1-1：主要產品銷售地區與金額（單位：新台幣仟元） 

94年度           年度 
地區 銷售額 百分比 
內銷           6,179,614 12.35%

美洲         15,535,867 31.06%
歐洲          14,259,519 28.51%
亞洲          12,796,053 25.58%

外銷 

其他地區          1,250,279 2.50%
合         計         50,021,33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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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占有率： 
個案公司目前為國內著名的的光碟機廠商，根據TSR統計個案公司
光碟機總出貨量之全球市場佔有率從2000年約9%急速竄升至2005
年的19%，其市佔率僅次於韓國HLDS。個案公司以承接國外廠商光
碟機之OEM 訂單為主，客戶多為全球前十大PC 廠商，目前之主要
競爭對手為全球前十大光碟機廠商，包括HLDS、Samsung、Toshiba、
華碩、NEC等。 

（3）市場未來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A. 市場消費需求面： 
由於電腦多媒體技術之發展一日千里，寬頻網路環境逐漸成熟、影

音多媒體之盛行以及資料儲存空間需求大幅成長，可做為永久儲

存、相容性高及方便交換的光儲存裝置之市場需求量將不斷大幅成

長，且光儲存裝置之出貨量將隨著個人電腦需求量的成長及個人電

腦多媒體升級需求而持續擴大。 

B. 產業生產供給面： 
台灣廠商在日商之關鍵零組件支援下，加上原有成功之資訊產業模

式及靈活應變能力，迅速發展出自有整合技術，已成為主要的光碟

機供應國家。根據資策會的資料，我國光碟機產量約佔全球市場

45%以上。 

（五）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1）市場持續成長： 

日本廠商因成本過高，相繼退出CD-ROM 市場後，又逐漸喪失
CD-RW 市場競爭力，而由台灣廠商取代成為CD-ROM主要生產
國，並且開始擴大佔有DVD-ROM與CD-RW市場。目前各PC大廠
已將產品重點移轉至COMBO及DVD±RW上，其中COMBO具有多
功能複合機特色且價格合理化可被大眾接受；另就DVD±RW而
言，為一具有高品質、高容量之DVD存取裝置，並能與現有家用
DVD錄放影機相容，故未來DVD已不再局限於PC的應用上，並將
與家電產品密切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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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銷協調分工，強化競爭優勢： 

個案公司為有效降低成本及運用資源，故以台灣為基地進行國際化

之產銷分工，由台灣負責產品之研發、製程之設計、新產品之試產，

其餘成熟之製程則移往大陸低成本地區生產。此一產銷體系有助於

發揮公司之研發、生產及行銷之綜效，提昇公司之競爭力。 

（3）堅強之研發團隊，產品品質穩定： 

個案公司之研究發展單位除致力於高倍速產品開發外，亦進而開發

筆記型電腦所使用的薄型光碟機及消費性電子家電用品等，並取得

專利之技術。此舉不但維繫OEM客戶長期合作關係，也成為發展
自有品牌之競爭利器。 

（4）拓展經銷網路，掌握市場商機： 

個案公司以台灣為全球行銷中心，透過集團及子公司之通路系統蒐

集相關情報、掌握市場動態，拓展與當地通路商之合作關係，提供

客戶即時完善之銷售服務及技術支援，提昇企業形象掌握商機。 

（5）台灣零組件後勤支援日趨成熟： 

由於日系晶片組供應主力轉向COMBO DRIVE產品，台灣晶片組趁
勢而起，成為CD-ROM晶片組主要供應商，並蠶食DVD-ROM 與
CD-RW晶片組市場，間接嘉惠國內光碟機業者。 

2. 不利因素及公司因應對策： 

（1）光碟機重要零組件仰賴進口及集中少數供應商 

因應措施： 
光碟機關鍵零組件的供應仍掌握於日商手中，而日商又以策略性缺

貨方式進行供應，因此對光碟機生產廠商而言，關鍵零組件能否充

分取得，一方面與廠商的生產及採購規模有關，另一方面則與廠商

的體質有關。個案公司目前無論生產規模或公司體質均屬領導廠

商，與零組件供應商亦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同時透過與JVC及Sony
策略聯盟，以及與數家日本光儲存產業領導大廠訂定專利權交互授

權之協定等方式，除有效解決權利金的負擔外，亦可使個案公司之

原料供應過程順暢且能掌握時效，進而提昇公司競爭力。 

（2）同業競爭激烈，產品競價壓力大 

因應措施： 
個案公司除在大陸設立生產基地，大幅壓低生產成本外，亦積極擴



 54

大生產規模，以降低生產成本、維持與國際資訊大廠穩定合作關係

及獲取規模經濟利益。另因應市場區隔積極開發各種新機種與新產

品，以多元化之市場發展，分散單一產品之營運風險。再者，個案

公司持續不斷地研究發展多項應用技術，提昇產品附加價值，以增

加公司之獲利。 

3. 綜合具體結論： 

個案公司於民國88年3月11日成立。94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50,021,332仟元，稅前淨利3,415,564仟元，銷售量約佔全球光碟機市
場19%，公司之主要客戶以OEM廠商為主，客戶主要為全球前十大
PC廠商，如Sony、Dell、HP、IBM等公司，足見公司產品之品質已
達國際水準，並深獲業界之肯定。另公司之競爭利基在於擁有堅強

之研發、管理團隊，並掌握零組件供貨來源，再加上嚴密之品質控

管，全球售後服務系統及產能已達規模經濟效益。整體而言，公司

未來持續成長應屬可期。 

（六）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之動機、效益及目的 

企業由生產自動化開始應用資訊科技後，企業資訊化的重點在於創造

生產優勢、降低成本，但由於整個產品生產過程牽涉相當廣，一套完整的

生產管理資訊系統及其他部分，例如：財務會計、人力資源等其他輔助資

訊系統，為提升生產力而各自發展相關資訊系統導致各自為政，公司所有

資源缺乏整合。單純地運用資訊系統提高公司生產效率，已不足以應付日

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如何改造企業作業流程、縮短反應市場需求時間，成

了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重要課題，於是必須強調資料的一致性、及時性及整

體性，如此才能提供決策者完整的資訊，協助決策者作出快速、正確的判

斷，以利於企業整體營運發展。 

A個案公司於民國88年3月由母公司獨立出來之後，業務量逐漸擴大，
再加上國外光碟機製造大廠，例如：Sony、飛利浦等國際大廠將光碟機的
製造部分轉給國內外相關廠大廠生產後，台灣與韓國並列為光碟機的生產

大國。個案公司也因此陸續接到國際大廠的訂單，而使得公司高階管理當

局必須慎重思索，如何快速提升其產能及重新建置 其管理機制，包括：資
訊系統、管理規則及作業流程等，其中又以資訊系統整合及作業流程改善

最為迫切。個案公司為全世界各主要PC大廠例如：SONY、DELL、APPLE、
IBM、COMPAQ、HP等光碟機的OEM廠商，其營運模式為台北接單大陸生
產，產品由中國大陸直接出貨至客戶手中或客戶所指定之海外發貨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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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貿易或多角貿易）。另外為應海外營運發展需要，亦在歐洲、美國等地

設立分公司，而R&D及主要管理中心例如財務、業務、人力資源、MIS等
皆留在台灣企業總部，以統籌全公司資源分配及運用。 

個案公司產品雖遍及全世界，但主要以OEM為主，其關鍵零組件如驅
動IC、讀寫頭、驅動馬達等均掌握在國外大廠手中，其本身產品自主創新
能力有限，在整個企業價值鏈中是在微笑曲線的最低點，所獲取的利潤為

整個價值鏈中最微薄的。因此，如何強化研發團隊、確實做到產銷協調分

工、加強內部管理、提升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全球運籌管理等，

以強化競爭優勢、提升企業獲利，為其未來營運上的重要課題。要達到上

述目標，除了需進行企業流程再造、整合企業資源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

套快速、正確、即時的整合性資訊系統（ERP）來支援公司營運需要。個
案公司之前所使用的舊系統是IBM的JDE系統，其功能上主要缺點如下： 

1. MRP系統分散於各地執行，財會系統統一於台北執行。 
2. 資料庫分散系統獨立，資訊整合困難。 
3. 資料庫容量有限、無法進行龐大及快速的資料處理。 
4. 缺乏系統分析功能，無法進行細緻的內部管理。  
5. 完全客製化設計，修改維護成本高。 
6. 採批次作業，資訊即時性較差。 
7. 採用老式架構，無法轉型成網路運算架構。 
8. 資訊基礎架構無法充份支援SCM和電子商務需求。 

因為舊系統有上述缺點，所以若要依舊系統來進行企業流程改造、全

球運籌管理、將企業整體資源作有效的整合管理以及運用以強化競爭性，

其功能性必將受到嚴重的限制。因此，為支援個案公司未來的營運需要，

以提供管理當局快速、即時、正確及整合性的決策資訊，ERP的規劃及建
置是必須的。而將ERP系統之規劃及建置其主要效益目標（如表4-1-2）及
目的如下： 

1. 效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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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ERP導入之效益目標 

項次 項   目 導入前 效益目標 導入後（實際）

一 結帳時間 5天 提升50% 2天 
二 存貨週轉天數 18天 提升50% 6天 
三 交貨前置時間 61天 提升60% 28天 
四 結帳後分析報表

產出時間 
5天 提升50% 2天 

五 承諾交期準確度 75% 提升至80% 提升90% 

六 訂單錯誤率 20% 下降至10% 5% 
七 訂單確認及達成 10天 提升50% 1天 

 
2. 導入目的： 
（1） 引進ERP系統，重新建置資訊系統的基礎架構，以作為往後各項應

用系統建置平台。 
（2） 於ERP系統建置之同時，重新檢討規劃各項作業程序，改善企業體

質。 
（3） 以ERP系統為作業平台，建置供應鏈管理系統，以縮短訂單處理及

答交時效，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 
（4） 以ERP系統完整、即時、正確之企業營運資訊，建置BIS（商業智慧

系統），以支援決策階層快速應變。 
（5） 以ERP系統支援B2B電子商務，進而開創B2C電子商務，創造利潤。 
（6） 以ERP系統建置為起點，推動企業轉型為電子化企業。 

（七）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之策略及時程 

個案公司是個全球化大型OEM專業代工跨國企業，業務及研發單位在台
灣，製造中心在大陸，海外發貨倉約七十餘個遍佈全球。除了在美國、荷蘭、

德國設立分公司外，並與全世界歐美、日本等大型企業進行策略聯盟，交易

模式複雜。因為其組織龐大，交易模式複雜，為能迅速研發、接單、生產、

出貨，並且隨時、即時的掌握顧客需求、掌握全世界市場狀況，除了要有高

效率組織運作外，還需要一套強大的ERP系統來支援整個組織的營運。目前
使用較普遍且功能強大的ERP系統主要為Oracle及SAP。 

個案公司為提昇導入時效性及確保系統導入成功，除了參考其他公司的

導入經驗外，系統選擇也配合母公司所導入的系統Oracle。並吸取其系統導
入的實務經驗。為解決目前系統支援上的不足及符合未來個案公司整體運作

上的需求，其所採取的導入策略為「一次導入、總公司及海內外所有分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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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一次上線」，於系統建置同時，依據其最佳化作業程序為模式，針對現行

各項作業程序予以合理化，所導入的模組包括：採購、接單、配銷、生產、

成本、固定資產、信用管理、資金及外匯管理、財會等模組。 

1. ERP專案組織成立及功能 

A個案公司ERP專案組織之架構之設置如圖4-1-2。 

 

圖4-1-2：A個案公司ERP專案組織 

2. 專案組織功能 

（1）現行及未來作業需求檢視及彙整 

對企業現行整體流程及系統支援之程度作進行檢視，以擬定未來的需

求，並評估新系統在未來可否達到個案公司所擬定的需求。 

（2）專案小組擬定ERP評選方式 

A. ERP評選策略： 

在最短的時間、以最低的成本採用最新的網路運算技術重新建置資

總專案負責人

專案主管 

專案經理 

專案指導委員會 

Oracle顧問 IT技術支援 財會小組 銷售小組  製造小組 

PM  
MFG  

FI  
DIS  

財會 
製造 
SE 

 SCM 

普會 

財務 

成本 

銷售 

進出口 

 

採購 

資材 

製造 

品管 

客服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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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流的基礎架構，以支援CSM、PDM、SCM、CRM、E-B、B-I、EIS
各項應用系統及決策支援系統，達到企業電子化目的。 

B.  ERP系統評估方法： 

專案小組參與評選決定受評產品廠商，對現行及未來作業需求彙整

及評估策略，制定各項產品與作業需求之差異分析，展示成功案例

及使用者滿意度，調查顧問公司產業經驗及建置能力評估，專案小

組依據評估結果決定選用何種ERP產品。 

C.  ERP產品評估要點： 

垂直及產品功能完整性及整合性，產品成熟度，公司未來發展性，

技術架構，建置時間及成本，系統彈性及自主性，水平產品線完整

性及整合性，系統修改維護成本，商業智慧支援能力以及電子商務

支援能力。 

D. 顧問公司評估要點： 

產業經驗，成功案例，顧問群人數及經歷，國內/外支援能力，專案
管理方法論及能力以及系統建置方法論及能力。 

E. 硬體設備評估要點： 

產品架構，產品穩定性，產品可用性，產品擴充性，單位效能成本，

作業系統以及產品售後維修服務。 

F. 產品作業程序展示並檢視： 

母子公司合併報表作業模式，台灣接單大陸廠直接出貨到客戶之作

業模式，台灣接單大陸廠出貨到海外倉庫，再由海外倉庫出貨到客

戶之作業模式，母子公司應收應付及代付款作業模式全球現全部位

管理作業模式，財務操作管理作業模式，接單／出貨／發票作業模

式，BOM管理作業模式，MRP/PR/PO作業模式工單管理作業模式等。 

3. 專案組織之任務 

（1）總專案負責人： 

負責企業未來整體營運藍圖之擬定，將新ERP系統導入與企業未來經
營藍圖及經營策略相結合，並負責整體ERP專案計畫推行之規劃及對
專案計畫之監督。 

（2）專案主管： 

電腦化目標之設定及專案組織之建立，專案計畫之擬定及修訂，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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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之檢視及定期檢討並決定系統上線之優先順序及時點，定期召開

會議督導專案之進行、檢視專案執行狀況及工作成果。 

（3）專案經理： 

專案經理為專案計畫實際執行者，擬定與顧問公司配合之計畫與指定

對話及溝通窗口，系統功能之瞭解跨部門工作衝突之協調。 

（4） IT人員： 

硬體建置及軟體安裝，教育訓練場地、設施之安排，針對各部門End 
User教育訓練計畫安排及聯繫，軟體、硬體、軟硬體之衝突與異常狀
況排除，新舊系統切換轉檔，資料庫定期備份，系統維護及技術移轉，

電腦化資料之保存，主導各項SOP文件之編製。 

（5）各部門Key User： 

負責對各部門系統導入前之作業流程及系統作業做檢視，針對新ERP
系統之作業流程進行詳細瞭解及操作包括：系統設定、作業方式、與

目前作業方式之差異及所可達到的管理效益等，並對各部門End  
User進行教育訓練，並須扮演系統導入後與IT部門之溝通橋樑。 

（6） ERP顧問群： 

瞭解個案公司舊系統的作業，針對新ERP系統的做法及特性對Key 
User及IT人員進行訓練。依據個案公司之需求進行系統之設定或客
制化，並對作業流程面提出建議。 

（7） 配合之ERP廠商： 

技術支援及顧問服務，作業系統軟體及硬體設備之提供。 

（8） 其他單位人員： 

工作流程制定與客制化需求之提出，負責單位內部工作協調，負責

現行表單、流程之收集及繪製相關流程圖，督促所屬人員或部門人

員關於電腦化制度之落實，負責電腦化推動期間各單位責任作業之

執行，新ERP系統之效益評估。 

4. 導入執行及時程： 

個案公司計畫導入ERP系統，從提案作業、由上而下形成共識到實
際導入作業至完成，共計約一年四個月。除接受Oracle顧問群就系統導
入時程所做的專業建議外，公司高層為使整個ERP計畫能夠順利完成，
除人力資源部門支援資訊部門從市場上招聘具有Oracle導入經驗之IT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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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專業人才（每個模組配置1~2人，共計9人）外，同時從兩岸三地各母
子公司及各部門挑選對公司作業流程熟悉之員工（配合模組複雜度每個

部門派出1~2人）作為Key user，並且全職的參與全程的導入計畫，以期
確保整個導入計畫能順利完成。個案公司導入執行之作業時程如附表 
4-1-3 所示： 

表4-1-3：個案公司ERP導入之作業流程 

階段 項目 工作大綱 起訖時間 作業時程

一 
公司未來

需求瞭解

與規劃 

 清楚瞭解公司目前、未來之管

理需求 
 擬定公司短、中、長期發展策

略，由上到下建立公司導入

ERP系統之共識 
 廣泛及深入的收集ERP系統相
關資訊 

 
 

2000.12 
至 

2000.12 

 
 
 

1個月 

二 
系統需求 
規劃 

 選擇符合需求之ERP系統廠商
 彙總公司各部門之需求規劃，
以做為系統評估及驗證導入成

效之基礎 
 分析不同系統之優缺點，擬定
可行策略之實施方案 

2001.01 
至 

2001.02 
2個月 

三 
系統評估 
階段 

 邀請符合需求之ERP系統廠，並
請其提出系統導入之規劃與建

議 
 評估出最適合公司目前及未來
發展需求的ERP系統 

 選擇出最適合公司之ERP系統

 
2001.01 
至 

2001.02 
 

2個月 

四 
 
 
 
 
 
 
 
 
 
 
 
 

專案組織成

立與專案組

織規劃 
 
 
 
 
 
 
 
 
 
 

 專案負責人、Oracle顧問群、各
部門Key User及資訊技術支援
系統之組成 

 專案組織之功能規劃如下： 
專案組織運作共識凝聚 
專案成員教育訓練 
現行作業分析 
未來需求規劃 
差異分析 
測試環境建立 
解決方案試作 
SOP之編製與確認 

 
 
 
 
 

2001.03 
至 

2001.03 
 
 
 
 
 

 
 
 
 
 

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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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項目 
 

工作大綱 
專案小組整合測試 
用者教育訓練 
上線前整合測試 
上線資料準備 
正式上線 
上線後支援 

起訖時間 
 
 
 
 

作業時程

 
 

五 
導入準備 
階段 

 專案小組成員建立與Oracle顧
問間之溝通管道包括：規劃專

案組織之組織工作執掌、作業

程序溝通與宣傳 
 評估研究導入作業之實施細節
收集各部門各流程之表單基本

資料包括：銷售、採購、生產、

薪資、融資、固定資產、投資

循環、研發循環等八大循環之

各類作業流程及表單電腦化 

2001.04 
至 

2001.04 
1個月 

六 
作業流程 
分析與設計 

 將所收集之各項基本資料加以
分析評估，以便將基本資料合

理化、制度化、電腦化 
 依據最後確認之作業流程與表
單差異，加以分析、評估、調

整以符合ERP系統之作業需
求，使ERP系統能發揮最大效益

2001.05 
至 

2001.08 
3個月 

七 教育訓練 

 由專案規劃小組規劃End User
之訓練計畫，以便公司各階層

皆能熟悉ERP系統軟體之操作
 依據公司本身之需求能力移轉

ERP系統軟體之系統技術，建立
公司本身IT部門之維護能力 

2001.09 
至 

2001.11 
3個月 

八 
系統測試 
階段 

 驗證測試系統軟體廠商是否完
成系統軟體之調整與修改 

 將公司歷史資料由簡單到複雜
分階段輸入系統測試 

 針對系統測試過程所發生的問
體加以解決 

 確保系統上線前將所有準備工
作完成 

2001.12 
至 

2002.02 
3個月 

九 
 

正式上線 
 

 將公司舊系統資料拋轉至新系
統 

 
2002.03 

1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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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項目 
 
 
 
 

工作大綱 
 將資料拋轉過程中及之後所發
生的問題加以解決 

 產生相關報表，並核對、勾稽
相關數字是否正確 

起訖時間 
 
至 

2002.03 
 

作業時程 

十 
後續驗證 
改進階段 

 驗證ERP系統導入後之效益與
預期效益是否相符 

 依未來公司實際管理需求調整
或外掛其他系統 

 
2002.04.後持
續驗證改善 

 

 
持續驗證改

善 

（八）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之效益評估： 

本研究根據個案公司於91年4月1日系統正式上線後四年來所收集的資
料，分析其導入ERP系統所產生的效益，其結果彙總如表4-1-4及表4-1-5。 

1. 有形效益： 

表4-1-4：系統導入之有形效益 

項 次 項  目 導入前 導入後 說     明 

一 結帳時間 5天 2天 
由每月底資料結轉至I/S、B/S及整體合
併報表產出後核對無誤。 

二 
 
存貨週轉 
天數 

18天 6天 
新ERP系統導入後存貨管理可更細緻、
更精確，因此透過新ERP系統使用，存
貨狀況更容易掌握及管理。 

三 
 
交貨前置 
時間 

61天 28天 
包括進單準備、採購及生產前置時間，

統計實際達成交期之效益。 

四 
結帳後分

析報表產

出時間 
5天 2天 

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整體合併報表產

出無誤後，依公司內部管理需要而編製

的各項管理分析報表。 
五 
 
承諾交期

準確度 
75% 90% 

新ERP系統可快速、即時、正確的計算
出個別產品成本。 

六 
 
訂單錯誤

率 
20% 5% 

每月發生錯誤訂單數佔每月總訂單數之

比率。 

七 
 
訂單確認

及達成 
10天 1天 

經由系統功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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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形效益： 

表4-1-5：系統導入後之無形效益 

項次 項  目 導入前 導入後 

一 
作業流程 
改造與組織

變革 

實際作業面無效率，管

理無法細緻。 
企業作業流程及組織經過整合

調整後，使其更合理化及效率

化，更能達到管理資訊即時

化、細緻化的目標。 

二 
管理資訊 
取得 

管理資訊取得不夠即時

且效率不足例如存貨單

價採月加權平均。工單

無法逐筆檢視及結算以

計算工單成本狀況。 

管理資訊可公開、即時、快速的

取得，並可提供更為完整的管

理資訊例如存貨單價採取移動

加權平均法計算、單價計算更

為合理即時。生產工單可即時

檢視及計算。 

三 
部門間溝通

協調 

作業面溝通不夠頻繁、

亦無部門與部門協調之

觀念。 

系統為整合性的系統，因此建立

了部門與部門，台灣與海外各

子公司及據點間之溝通協調機

制。 

四 部門間實際
運作 

運作繁複且不具即時

性、效率性。 
系統流程整合性大幅提高，進而

提高了部門間實際運作面的效

率。 

五 
管理效能 

舊系統無法進行有效及

細緻的管理 
可取得整合性及即時性的資

訊，使得管理當局可將資訊作

更為有效的整合與運用，並可

取得更為細緻的管理資訊，使

得管理效能提升。 

六 
 

作業品質 
 

系統作業不够即時及細

緻，以至於作業品質較

低。 

更為細緻及有效率的作業模

式，使的作業品質提高。 

七 客戶滿意度 系統提供客戶服務較
慢，且缺乏完整性及系

統性，客戶滿意度一

系統提供的服務更為即時、完整

且整合性更高，客戶滿意度因

而提高。 
八 
 

生產技術及

品質 
無詳細及完整確實的資

訊提供，以作為生產技

術改良及產品品質提升

之依據。 

新系統可提供完整、確實及即時

性的資訊，以作為生產技術提

升及產品品質提升之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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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效益： 

A個案公司於2002年4月份成功導入ERP系統後，營業額逐年大幅提
高，由2002年開始每年營業額均較導入前增加，其中2004年更比2003年增
加約20%，也就是系統導入後的第二年財務效益真正的發揮。這可證明ERP
系統的效益確實可以支援A公司日益複雜的交易模式、突然暴增的訂單及產
能、供應鏈的管理及資源整合管理等。2005年以後，該公司受到國際大廠
價格下殺的影響，在銷貨毛利部份，2005年較2004年減少約-14.85%；EPS
部份，亦由2004年的$5.99減少為2005年的$4.12，但其系統強大的功能及效
益，可提供完整即時的資訊、支援複雜的交易模式及完整的ERP管理架構
系統，因此，整體來說，個案公司系統導入後較導入前績效顯然有明顯的

提升，如表4-1-6所示。由此可知，A個案公司於ERP系統導入後，其經營績
效確實比導入前大幅提高。 

表4-1-6：A個案公司90年~94年經營績效比 （單位：新台幣仟元/台） 

年  度 
項   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總出貨量 19,795,798 32,506,183 40,402,607 42,329,601 54,525,141

平均售價 1.306 1.244 1.003 1.148 0.917

營   收 25,843,646 40,436,692 40,509,004 48,614,670 50,021,332

毛   利 4,179,836 6,120,462 5,336,868 5,173,213 4,404,630

EPS 3.51 8.09 6.33 5.99 4.1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個案公司為光碟機專業OEM廠商，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本來就不長，
2005年後國外客戶開始對其提出大幅度降價之要求。在此不利的經營環境
下，該個案公司在營收、毛利、EPS等方面仍然大幅度領先國內同業，例如：
廣明光電、英群企業、建碁電子等。該個案公司每年營收均較其他同業高

出數倍之多，如表4-1-7所示。 

換言之，A公司每年營收、毛利、毛利率、EPS提高的幅度均高於同業，
其毛利率更由2002年的15%提升至2004年的20%（系統導入後的第二年）。
雖然在2005年以後毛利率有下降的趨勢，但其整體經營績效仍然高於同
業，某些同業的業績甚至出現大幅衰退的現象，例如英群、建碁2004年及
2005年之營收、毛利、EPS均呈現大幅衰退。A公司雖然在2005年之後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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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到幾波客戶要求降價的衝擊，而對其經營績效產生些許衝擊，但對其

在全世界光碟機市場佔有率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影響。A公司在全世界光碟
機市場佔有率還是遙遙領先國內其他生產廠商，也是目前台灣最具經爭力

的光碟機專業製造廠商。 

表 4-1-7：91年~95年9月同業經營績效比（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比較項目 個案公司 廣明 英群 建碁 

營收 40,436,692 6,766,452 11,446,392 19,705,612

毛利 6,120,462 2,117,319 863,608 2,609,068

毛利率 15% 31% 8% 13%

2002
年 

EPS 8.09 5.01 -2.27 4.17

營收 40,509,004 12,777,293 14,923,582 20,224,688

毛利 5,336,868 1,525,354 1,592,161 2,262,837

毛利率 13% 12% 11% 11%

2003
年 

EPS 6.33 8.35 0.07 1.42

營收 48,614,670 9,983,884 13,318,407 17,767,156

毛利 5,173,213 1,049,608 320,714 525,437

毛利率 20% 11% 2% 3%

2004
年 

EPS 5.99 2.75 -11.10 -6.11

營收 50,021,332 7,500,648 9,987,586 12,332,187

毛利 4,404,630 934,245 -338,217 593,801

毛利率 18% 12% -3% 5%

2005
年 

EPS 4.12 5.83 -7.05 -4.59

營收 31,429,031 6,571,736 6,927,092 3,835,985

毛利 3,004,178 708,453 203,217 316,970

毛利率 10% 11% 3% 8%

2006
年第

三季 

EPS 1.45 3.30 -1.37 -0.92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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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導入結果 

1. 作業流程重新改造及整合： 

將企業運作流程及交易模式重新整合及規劃，使其更為合理化、效率

化；將原本例行性工作加以流程化、系統化，以減少人力資源之投入，

並有助於消除人為錯誤及重複作業，因而提升公司整體作業品質及管理

效能。 

2. 取得快速、即時、可靠的資訊： 

因為新ERP系統的導入，所有資訊均可公開、及時、快速的提供給公司
各個管理階層進行分析，並作為決策依據，使決策品質提高。各類管理

成本因而得以降低，減少企業因錯誤決策所造成的損失。 

3. 部門間溝通品質提高： 

隨著資訊流通及工作流程合理化，部門間溝通的品質提高，並對組織扁

平化提供良好的基礎。 

4. 各部門運作更有效率： 

個案公司透過新ERP系統處理日常資料，其資訊收集的正確性與即時性
大為提高。資訊經過整合後，可促使各單位的運作更為有效率。 

5. 可進行更細緻、更有效的管理： 

個案公司舊系統無法進行深入而細緻的管理，而新ERP系統所強調的就
是資訊的整合性及即時性，協助管理當局更為有效的整合與運用資訊，

而可將作業模式作更細緻的管理。 

6. 資材部相關作業品質提高： 

由於新ERP系統資訊整合得宜，相關原物料之交期與客戶訂單、生產排
程等資訊緊密結合，減少延期交貨的情況。庫存得以因而降低及相對穩

定，用戶服務水準提高，使得銷售部門的信譽大大提高。 

7. 客戶滿意度提高： 

對於客制化產品的需求，透過資訊整合，使管理人員可依據正確之資

訊，進行正確的決策，以提供滿足客戶需求之服務。 

8. 生產技術及品質大為提高： 

透過資訊的整合，將研發、採購、生產製造、銷售等工程參數及資料即

時、正確的提供有關單位使用，因而大幅提升產品品質及生產技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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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該公司陸續贏得國際大廠（例如SONY、DELL、HP等）的信賴，
紛紛委託生產其主力產品，使得個案公司競爭力大為提升，經營績效也

大幅提高。 

9. 提升企業形象： 

面對競爭激烈的電子產業，國內及國際大型競爭對手大部分已導入

Oracle及SAP等大型系統或者正在導入。無論各家公司導入系統後之實
質效益如何，大都可發揮其導入著名及高效益ERP系統（Oracle及SAP）
的宣傳效果，使得客戶信任公司的經營能力及整體運籌能力，而產生正

面的助益。 

 

三、訪談資料分析與結果 

根據前述資料分析可知，A個案公司ERP系統導入計畫可謂成功。為
探究其計畫導入成功之關鍵要素，茲將關鍵成功要素分為人﹝關鍵人

物﹞、事﹝關鍵活動之組織面﹞與物﹝關鍵活動之科技面﹞三個構面。本

個案之實地訪談係以這三個構面為基礎，並結合第三章之訪談問題所彙總

的12項關鍵成功要素，建立中所架構起來。 

本人曾經在A個案公司任職，並全程參與其專案導入計畫，對整個專
案規劃的過程、最高階管理當局的重視程度及專案導入成效都有一定的瞭

解，唯當初所專注的僅為財務及成本模組。為進一步確認整個專案導入成

功的關鍵因素，特別訪談當初導入專案的負責人。 

經過實地訪談，並整理及分析所有資料後，A個案公司ERP系統導入
成功之關鍵因素可彙總如下： 

（一）關鍵人物 

1. 高階主管的支持： 

（1）專案起始會議（kick off meeting）由董事長親自主持，親自說明新
ERP系統導入的重要性，以及其如何配合集團未來的發展。 

（2）專案經理（處長級）每星期定期提出專案報告給總經理，若有進
度落後，總經理會要求ERP專案小組將原因彙總出來。必要的話，
他會直接下達指令，要求負責部門解決相關問題。 

（3）總經理積極參與ERP軟體評選過程，推動系統規劃、建立專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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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團隊、規劃人力資源配置、促進組織文化變革、支持作業流程

之重新規範、並提供所有的人才力。 

（4）總經理親自到ERP專案導入團隊，關心他們的工作狀況，慰勞他
們的辛勞，並積極鼓勵Key User及各部門End User，努力完成系統
導入目標。 

（5）最高管理當局意識到系統導入的重要性，由總經理親自召開多次
高階經營管理會議。會議中一再強調新ERP系統導入的重性，並
要求各部門主管宣達及強力要求基層員工，務必確保新ERP系統
導入順利成功，並在限期內完成及發揮新ERP系統的效益，以達
到企業集團賦予新系統的所有功能。 

（6）系統導入前，由企業集團最高階管理階層到最基層的作業人員都
有導入新系統的共識。 

2. 專案推動者： 

（1）專案主管為專案計畫規劃者、專案目標設定者，其層級為協理，
並具IT背景。 

（2）專案經理為專案計畫實際執行者，其層級為處長，具IT背景，從
事IT專業已十五年以上。 

（3）專案主管及經理共同負責電腦化目標之設定及專案組織之建立，
專案計畫之擬定及修訂，上線狀況之檢視及定期檢討，決定系統

上線之優先順序及時點，定期召開會議，督導專案之進度、執行

及工作成果。 

3. 顧問的協助： 

（1）顧問之評估及遴選著重在產業經驗、成功案例、顧問群人數及經
歷，國內/外支援能力、專案管理方法論與能力，以及系統建置方
法論與能力。 

（2）顧問協助規劃ERP專案功能小組及細部執行計畫。 

（3）瞭解個案公司舊系統的作業，針對新ERP系統的做法及特性，提
出建議。 

（4）協助專案小組對Key User、IT人員及End User進行教育訓練。 

（5）ERP顧問之專業能力足夠，使得專案計畫進行時，未發生顧問專
案能力不足而被撤換或耽擱上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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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案成員及顧問的投入： 

（1）專案成員（包括專案主管、專案經理、各模組Key user）均放下原
先部門工作，集中在ERP專案教室專職全程參與導入計畫，以期
確保整個導入計畫能順利完成。 

（2）專案團隊每天約花費12個小時以上在ERP導入相關工作，甚至星
期六、星期天也必須視實際需要加班。 

（3）專案小組運作方式，係由專案小組成員與顧問合作，根據專案計
畫嚴格管控各項進度。 

（4）ERP顧問團隊配合專案導入計畫全職投入，不接觸其他專案計畫。 

（5）ERP顧問於系統導入期間原則上待在個案公司，全力配合專案小
組之工作需求及進度。 

（6）系統上線當天ERP所有模組顧問待在個案公司，經由系統連線觀
察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 

5. 使用者的參與狀況： 

（1）使用單位及人員主動與專案小組人員不定期舉行工作溝通與協調
會議，並針對各項作業流程之問題，共同討論研究解決之道。 

（2）各部門End User在新的作業模式下，會主動向Key User提出各種問
題的解決方法。 

（3）各部門End User在跨模組討論時（導入前期），就開始與模組Key 
User討論現行作業，到了中期及後期，其溝通程度更為頻繁。 

（4）公司高層有計畫的由上而下凝聚共識後，各部門End User參與程度
更加提高。 

6. 與顧問及供應商間之關係： 

（1）由ERP軟體供應商對個案公司提供ERP系統的各項技術支援。 

（2）ERP軟體廠商除了提供技術支援之外，其所提供之技術品質使該
公司IT人員減少摸索的時間。 

（3）合約中除載明權利義務外，亦清楚規範關鍵技術如何移轉給IT部
門。 

（4）ERP系統正式規劃之前，就已加強IT部門Oracle系統之專業能力（人
力資源的引進），因此，專案規劃小組有足夠的能力向軟體公司

要求關鍵技術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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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決定ERP導入顧問之前，每一個模組的顧問皆由各部門主管會
同IT部門負責該模組之人員共同面談。若有不合格者，就要求顧
問公司撤換，因此參與導入之顧問均具備豐富之經驗。 

（6）個案公司在上線後，仍與顧問公司及供應商簽訂系統維護合約。 

（7）系統導入前及導入過程中，專案規劃小組與顧問公司及供應商間
雖然有些時候在問題上各有堅持，但仍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 

7. 專案團隊的組成： 

（1）專案總負責人由副總經理擔任，負責擬定企業未來整體營運藍圖。 

（2）專案主管由協理級主管擔任，負責設定電腦化目標及建立專案組
織，以及規劃整體專案計畫。 

（3）專案管理委員會由全公司一級主管組成，除針對專案計畫進行督
導外，並共同討論及決議運作模式。 

（4）專案經理由處長級主管擔任，負責針對整體專案計畫之實際執行、
進度追蹤及風險控管等事項。 

（5）IT人員由具有Oracle導入及使用經驗之專業人員擔任，負責所有
ERP專案計畫個別模組與IT部門有關之所有事項，包括系統面建
置、教育訓練、作業流程討論等。 

（6）各部門Key User由熟悉舊系統作業模式之員工擔任，多為資深員
工，負責系統作業流程之複核、系統設定、接受顧問之教育訓練

及對各部門End User進行教育訓練，並扮演系統導入後與IT部門溝
通之橋樑。 

（7）ERP顧問群主要負責針對新系統的作業模式及特性，就個案公司
之作業模式提出建議，對Key User及IT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依需求
進行系統設定或客制等。 

（二）關鍵活動—組織面 

1. 專案資源的承諾： 

（1）ERP專案導入規劃之前，董事長就已決定將公司資源優先分配給
EER專案。 

（2）由董事長親自承諾，於年度計畫中優先將公司資源分配給新ERP
專案，上線後每年依需求編列預算用於系統維護、新程式開發及

其他各部門之外掛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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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資源投入包括資金、人力資源及公司所有軟硬體設備（例如
專用訓練場地、ERP顧問專用辦公室、ERP專案小組專用辦公室
等）、專案成員所獨享之休假制度及獎勵措施等。 

（4）公司分配予ERP專案的資源，無論是財力、人力、軟硬體設備及
其他附屬資源，均相當充足。唯一目標就是希望新ERP系統能成
功的上線，並發揮其預期效益，事實上也達成目標。 

2. 監督控制的機制： 

（1）跨模組會議每天進行，由各模組顧問及Key User參與，針對新舊
流程進行討論。 

（2）專案進度會議每星期固定舉行一次，由ERP顧問及公司ERP小組之
專案負責人共同主持，聽取專案小組之專案進度報告。 

（3）規劃出專案時程之里程碑，依照既定之時程定期檢視進度，若有
落後之項目，立即解決相關問題。 

（4）涉及跨部門組織之議題，則由部門主管開會協調解決。若仍無法
形成共識，則由專案委員開會決定。總之，專案進度不容落後，

以確保專案計畫能按時完成。 

（5）「專案管理委員會」為常設性專案組織，由公司協理級以上主管
組成，針對有爭議性的運作模式進行裁示，具有系統導入品質確

認、各部門間之溝通協調、定期覆核專案進度等功能。 

3. 企業願景與目標： 

（1）董事長於集團策略會議中說明未來集團產品全球佈局，以及描繪
短、中、長期集團的發展方向及企業未來藍圖。董事長強調未來

集團e化的重要性，而新ERP系統的導入列為集團e化的重要里程
碑。 

（2）新ERP專案小組成立後，公司高層就把系統導入的任務交代給專
案負責人。專案負責人在專案會議或其他場合，都會強調專案目

標的重要性。因此，整個專案計畫目標及任務非常明確，專案時

程都依照既定目標進行。 

（3）個案公司引進新ERP系統的主要目標為：重新建置資訊系統的基
礎架構，以作為未來各項系統建置的平台，以支援B2B電子商務，
進而開創B2C電子商務、創造利潤，亦即以ERP系統建置為起點，
推動企業轉型為電子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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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業藍圖在系統規劃導入前，就由董事長規劃出來。新ERP系統
導入只是企業未來發展的基本資源整合系統，其導入的成功與否

將對集團企業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4. 充分的溝通： 

（1）決定導入新ERP系統後，董事長及總經理經常在各種場合（包括
經營管理會議、各部門會議等）對公司員工（尤其是基層員工）

說明新ERP系統的導入，對於資訊整合及集團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2）若新ERP系統流程有問題，專案管理人員除會與各部門End User
一起溝通協調外，也會將無法解決的問題請ERP顧問協助解決。 

（3）專案組織採取集中式管理，專案成員在跨模組會議針對各個作業
流程進行討論，若有任何流程上問題，會設法溝通、協調與解決。 

（4）與各部門作業人員溝通系統導入的優點，例如效率提高、管理細
緻化、能提供更為合理正確的資訊。 

（5）每天均舉行跨模組會議，Key User每星期會返回原單位，向其主
管報告導入狀況及待解決問題。每星期一早上專案負責人均向董

事長報告專案導入進度。Key User之間及Key User與End User間均
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5. 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文化： 

（1）個案公司內部組織文化善於溝通協調，有任何作業模式屬於跨部
門議題時，主導單位會邀集各相關單位，討論如何進行或解決相

關議題，ERP專案計畫也不例外。因為個案公司具有這種文化，
部門間溝通協調並無太大問題。 

（2）專案導入過程及上線後，雖有非常多跨模組及跨部門間溝通協調
的問題，但都能經由個案公司這種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文化解決。 

6. 導入策略及方法： 

（1）個案公司所採取的導入策略為：「一次導入、總公司及海內外所
有分支機構一次上線」，亦即於系統建置同時，依據其最佳化作

業程序為模式，將現行作業程序合理化，以期縮短導入時程，提

高導入效率。 

（2）個案公司系統導入策略係由總經理、ERP專案小組、及ERP顧問等
共同討論後決定，而不是某一方片面決定。因此，決策過程公開

化、透明化，也提高導入策略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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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案公司導入方法包含公司未來需求之瞭解與規劃、系統需求規
劃、系統評估、專案組織成立與專案組織規劃、導入準備、作業

流程分析與設計、教育訓練、系統測試、正式上線、後續驗證改

進等主要階段。 

7. 完整的教育訓練： 

（1）教育訓練由ERP專案規劃小組主導規劃，並由ERP顧問協助。 

（2）首先在流程討論完之後，由各模組顧問針對各模組Key User進行
教育訓練，並由Key User擔任種子，再對各部門End User進行教育
訓練。 

（3）訓練場地及所需的設備（例如電腦、桌椅、投影機等）由專案規
劃小組協調公司內部專責部門籌設，並指定為「ERP專用訓練教
室」，其他部門非經申請核准不得使用。 

（4）Key User除熟悉本身模組作業流程之外，並須接受其他模組之教
育訓練，藉以瞭解整個系統的完整性及整合性。 

（5）Key User接受訓練後，必須將所有操作流程及細節編入操作手冊
（SOP），以作為後續訓練End User的基本教材。 

（6）End User之教育訓練非常嚴格，受訓者必須通過考試，才算過關。 

（7）教育訓練安排在下班後及星期六、日，平日為晚上6：30到9：30，
星期六及日則為早上9：00到下午6：00，中午休息一個小時，以
免耽誤到正常上班時間。 

8. 專案進度管理： 

（1）個案公司專案規劃小組主導，並由ERP顧問群協助規劃專案進度
之時程、執行及管控。 

（2）每天：各模組間進行跨模組流程討論，若無問題就列入每天會議
紀錄；若有問題，則呈報專案指導委員會，由委員開會決定。 

（3）每星期：專案進度會議每星期五早上固定舉行一次，並由ERP顧
問及公司ERP小組之專案負責人共同主持，針對ERP導入進度進行
追蹤及管控。 

（4）每星期一：由專案負責人向總經理報告專案計畫導入進度。 

（5）專案計畫每一個項目均訂定里程碑，若產生任何問題而造成導入
進度延後，專案小組會主動邀集各相關單位協調解決，不能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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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進度有所延遲。 

（6）專案小組設置一套進度管理及資訊回饋機制，能掌控專案執行期
間的所有狀況。 

（7）每一次跨模組會議及所有專案相關會議均保留會議紀錄，並將所
討論的相關流程書面化。所有會議紀錄及流程作業紀錄均嚴格管

控，不得外流。 

9. 企業流程改造： 

（1）個案公司在ERP導入前、導入過程及上線前，皆進行舊有作業流
程及實際作業面的改造。 

（2）當新作業流程與舊有作業流程衝突而造成基層員工有怨言時，專
案小組會針對實際狀況與相關人員進行溝通協調解決。 

（3）新ERP系統作業流程雖然複雜，但若其可產生管理效益及促使資
訊合理化、即時化，個案公司將會選擇改變舊有流程，以符合新

系統的作業流程。 

（4）專案小組成員（包括專案經理、專案負責人、Key User等）對公
司舊有流程都非常瞭解。專案小組的IT人員對於新系統的功能及
其所能提供之技術支援，都非常清楚。 

（5）ERP系統上線後，專案小組成員返回各單位，仍持續依據企業發
展需求，將系統建置得更完整。 

（6）企業流程改造亦會隨著企業經營環境改變而調整，使得系統可隨
著企業流程調整而發揮其效益。 

10. 變革管理： 

（1）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後，不但使作業流程產生很大的變化，連
帶促使公司組織架構、管理思維及模式產生相當大的轉變。 

（2）企業流程及組織架構隨著ERP系統的導入而改變，使得作業流程
更為嚴謹、組織運作更為有效率。 

（3）各部門作業人員在系統導入前，由於未曾接觸，剛開始難免排斥，
經過公司高層的宣導及教育訓練後，逐漸體會到新系統所帶來的

效率及資訊即時性。 

（4）個案公司員工體會到新ERP系統的導入，難免會造成企業流程改
變，甚至於企業組織變革。因此，各單位的用人到後來都全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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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ERP系統導入後的新環境。 

11. 上線前的準備： 

（1）由熟悉舊系統的作業人員（各部門使用者）確實整理舊系統中所
有資料，並將資料匯入ERP顧問所提供之系統轉檔標準作業格式。 

（2）舊系統各個模組的帳冊都要確實清理，以免因為資料混亂而造成
日後資料轉檔的複雜性，並降低轉檔失敗的風險，例如倉庫存貨

盡量清空，使資料較為單純。 

（3）上線前確實做好各項教育訓練，並將所有作業程序文件編製完成。 

（4）將舊系統資料放入新系統，進行系統模擬測試。 

（5）由ERP顧問及ERP專案小組之IT成員確實規劃資料轉檔之所有過
程。 

（三）關鍵活動—科技面 

1. 選擇適合的系統： 

（1）個案公司對現行及未來作業需求，彙整及評估各項產品與作業需
求差異分析，並依據評估結果決定選用何種ERP產品。 

（2）專案規劃小組之IT小組負責針對公司需求及系統特性進行分析及
評估，呈報專案規劃小組最高主管，並經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

決定系統。 

（3）公司高層對於系統選擇完全尊重專業，並充分授權，使得選定之
系統能符合個案公司切身需要。 

（4）確實參考個案公司之母公司系統規劃導入之經驗。 

2. 資訊系統的架構： 

（1）個案公司IT部門ERP系統導入規劃前，就依據公司未來發展策略，
確實規劃出未來資訊系統架構。 

（2）資訊系統架構的建置並不限於ERP，ERP只是一個資訊平台，未來
還會根據公司的需求，導入MES、BI等外掛系統。 

（3）關於資訊系統架構的建置，最高管理當局完全尊重IT部門之專業，
並全力支援。 

3. 客製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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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型ERP系統內建之作業流程有其運作效益，個案公司儘量避免
客製化，而設法改變舊的作業流程，以符合新系統作業流程。 

（2）所有的客製化及外掛程式必須經過ERP專案規劃小組整體評估，
報請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後，才能執行。 

4. 系統權限管理： 

（1）ERP顧問協助專案規劃小組之IT小組規劃系統權限設定，並由各
部門訂出權限設定之原則。 

（2）嚴格執行系統權限管理，以避免系統管理混亂，而造成產出的資
訊被扭曲。 

（3）系統權限申請、更改或刪除等事項，必需經過規定的流程及核決
權限簽核後，才能執行。 

（4）訂出系統權限管理之SOP，所有系統權限的異動都必須依據該作
業流程確實執行。 

5. 資料分析及轉檔： 

（1）各模組作業流程確認後，即開始進行未來轉檔資料之整理，包括
新系統的資料轉檔格式及舊系統資料之清理。 

（2）ERP專案小組之IT小組與ERP顧問共同進行規劃，並由ERP顧問負
責執行資料轉檔作業。 

（3）ERP顧問提供未來新系統轉檔所需之標準格式。 

（4）舊系統之資料整理原則上由各模組之IT Key User負責，並由ERP
顧問協助之。 

（5）資料整理分析及轉檔是ERP專案導入規劃過程最核心的工作，在
各模組流程確認後，專案負責人會要求IT負責人在每次專案會議
中，特別報告相關進度。 

依據上述A個案公司資料分析之結果，其導入ERP系統之關鍵成功要
素如圖4-1-7所示，各要素之關連性則彙整如圖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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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A個案公司ERP導入之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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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A個案公司 ERP系統導入成功關鍵要素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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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導入失敗個案公司 B－某無線網通製造廠 

一、產業分析 

台灣下游電子製造廠商當中，在未來 5 年能享有高成長率的產業，非
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WLAN）產業莫屬！對於區域
網路管理者而言，原有的區域網路時常面臨重新佈局、架設新網路線的狀

況。雖然電纜本身並不貴，但配線的人工成本很高，尤其是老舊大樓的配

線工程費用更是昂貴，在時程上亦無法達到快速佈建網路之目的。WLAN
的興起可解決企業內部 LAN佈建、維修及增添硬體設備時的不便，「無線」
可適時解決此部份困擾。根據市場產業分析結果可知，WLAN在未來 5年
內，都將呈現近 30%以上的成長。 

以往 WLAN 不如預期般快速起飛，主要在於早期 WLAN 係以取代有
線區域網路為目標。許多企業與團體早已投下大量成本構築有線網路體

系，因而不願意建構價格更昂貴、性能卻不及有線區域網路的WLAN。其
次，早期WLAN產品沒有一致性的標準與技術，傳輸頻寬及網路穩定性上
表現亦不佳，其產品價格亦高出有線區域網路產品甚多。第三，WLAN產
品在表現與使用定位上，未能與有線區域網路做明顯區隔，使得WLAN產
品的優點未能明顯表現出來。 

近年來，WLAN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近來由於 802.11b 標準的成熟，提供高達 11Mbps 的連線速率，加上
設備競爭激烈，WLAN 卡、存取橋接（access point）及無線橋接器
（wireless bridge）價格快速下降，佈建及使用更為容易。 

（二）WLAN使用公用頻段，業者不需負擔執照頻段費用。 

（三）筆記型電腦與各種手持式裝置的興起，使得 WLAN 的應用性與日遽
增。加上寬頻網路普及，家中並存多種上網終端機逐漸盛行，而印表

機、掃描器等週邊設備的連線需求，也讓許多 SOHO、個人玩家用戶
轉向選擇WLAN。 

（四）具有高移動性的企業員工愈來愈多，需要較多自主性，WLAN可提供
商務人士在公眾熱點（hot spot）使用定點高速網路連線服務，意味著
WLAN未來商機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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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區域網路，亦即電腦透過無線網路卡（Wireless Card），結合無線
寬頻數據機（access point）進行區域無線網路連結，再透過 ADSL線路，
即可暢遊網路世界，運用無線網路資源。無線區域網路與傳統的乙太網路

（Ethernet）概念並沒有多大差異，但無線區域網路可將用戶端連結的有線
傳輸部分轉變成無線傳輸，而具備有線網路缺乏的行動性。 

整體 WLAN 市場中，企業用戶所占比率最高。雖然大部份的 WLAN
設備都被應用在企業辦公室，但公共無線區域網路 PWLAN（public WLAN）
卻非常被看好，其最終目標是要讓成天在外奔波之業務人員可使用 PDA或
掌上型配備，於任何地點來連接網際網路及企業內部網路。在某些特定場

合無線網路使用者對於高速網路接駁的需求通常較強，例如機場、旅館、

咖啡店、火車站。2000年前後，全球適合佈建公眾無線區域網路的熱點約
3500個據點，僅涵蓋 100平方公里，2003年底則達到 11000個。由此可知，
PWLAN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在上游部份，由於國內廠商切入WLAN晶片的時點較國際大廠稍晚，
其技術落後國際大廠約半年至一年。目前上游晶片主要仍掌握在 Intersil手
上，國內廠商如上元（智邦轉投資）、瑞昱、益勤（ 合勤轉投資）已推出
WLAN 晶片樣本提供給廠商試產；下游的部份則包括專業代工業務的正
文、陽慶、宇太及智捷及經營品牌/通路的智邦、友訊。國內最早進入WLAN
研發生產的廠商多屬小型公司（例如正文、陽慶、建漢），自 2000年WLAN
產品需求大幅成長之後，上述公司營運大幅成長，因而吸引國內其他大型

網通廠商的投入。 

二、個案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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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沿革： 

1991年 05月 個案公司成立以電子產品代工為主，設立時資本額
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 

1992年 08月 榮獲國內某上市公司委外加工品質優良獎。 
1995年 10月 成為北台灣五大電子資訊代工廠之一。 
2000年 03月 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伍仟零參拾壹萬捌仟元，增資

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玖仟萬元整。 
2000年 10月 被美國 Intersil選為台灣二大無線 PCMCIA網路卡最

佳設計及製造廠之一。 
2000年 11月 獲得美國第一大網路通路商之多項無線網路產品大

量訂單，並成為其委託設計及製造之長期夥伴。 
2000年 12月 整合國外軟體技術團體，並成立無線網路事業群及

通訊系統專案事業群台北研發及行銷業務據點－新

莊。 
2001年 05月 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參億貳仟玖佰玖拾玖萬元，增

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肆億玖仟玖佰玖拾玖萬元

整。 
2001年 07月 本公司申報現金增資壹億零壹萬元整暨補辦公開發

行，並於 7月 11日申報生效。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新台幣陸億元整。 

2002年 01月 本公司掛牌興櫃。 
2002年 04月 獲得英國標準協會 BSI EN ISO9001 兩千年版 品質

管理認證通過。 
2003年 03月 本公司股票正式掛牌上櫃。 
2003年 03月 本公司領先台灣同業推出 GPRS+WLAN雙模卡，榮

獲德國 CEBIT電腦展最佳產品獎。 
2003年 07月 整合國內無線網路通訊技術與應用平台，配合公司

內部組織再造，成立新事業群、無線網路事業群及

通訊系統專案事業群。 
2003年 07月 榮獲經濟部國貿局頒發成為國內前五百大進出口廠

商之證書獎狀。 
2003年 08月 
 
2004年 04月 
2005年 08月   

盈餘轉增資貳億柒佰玖拾萬元，實收資本總額達壹

拾億柒佰玖拾萬元正。 
爆發財務危機 
被另一上市公司所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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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組織 

 

 

 

 

 

 

 

 

 

 

 

 

 

 

 

 

 

 

圖 4-2-1：B個案公司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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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內容及發展計畫 

1. 業務內容 

（1）業務範圍 

電子資訊產品及週邊設備零組件、軟體之設計製造加工買賣、有線

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國際貿易業、資料

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光學儀器製造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

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信管制射頻

器材裝設工程業、電信器材批發業、電信器材零售業等。 

（2）營業比重（如表 4-2-1） 

表 4-2-1：B個案公司之營業比重（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產品 91年度營業額 營業比重（%）
無線網路路由器 1,115,136 27.92
無線網路卡 704,546 17.64
無線網路截取器（Access Point；AP） 1,097,224 27.47
無線網路介面卡（PCI Card）   482,300 12.08
其他   594,450 14.89
合計 3,993,656 100.00

（3）目前之商品項目（如表 4-2-2） 

表 4-2-2：B個案公司之營業項目 

項 次 名     稱 
一 無線網路卡（WLAN Card） 
二 無線網路 PCI介面卡 
三 無線網路截取器（Wireless Access Point） 
四 無線網路路由器（Wireless Router） 
五 無線與GPRS雙模網卡（WLAN & GPRS Combo Card）
六 有線路由器（Wire Router） 
七 藍芽系列無線網路產品（Bluetooth Products） 

（4）計畫開發之新商品： 

A. WLAN+PHS及WLAN+CDMA 解決方案： 
隨市場對便利性強的雙模產品需求不斷提升，配合公司之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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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雙模的領先技術與經驗，持續不斷開發相關類似產品，以滿

足各種不同市場與各種不同應用的需求。 

B. 無線家用網路（Wireless Home Network）相關產品 
隨著非對稱同步傳輸（ADSL）與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
技術與市場的成熟，公司將整合此兩技術與無線技術提供市場更

便利的大眾化產品，以滿足使用者在家用無線非對稱傳輸

（Wireless ADSL）與無線纜線數據機（Wireless Cable Modem）
的需求。 

C. 無線多媒體網路（Wireless Multimedia Network）相關產品。 

D. 網路安全（Network Security）相關產品 
公司將持續開發對網路安全之新功能，以提供更高階的防火牆

（Firewall）、虛擬私有網路（VPN）等網路安全設備。未來亦
規劃推出更完整之多功能無線網路產品。 

E. 無線網際網路相關產品 
個案公司將持續開發新標準 802.11g相關產品，提供市場功能更
強、效能更佳，價格更具大眾化的一系列相關產品，並隨著晶片

技術越來越成熟。公司也將開發 802.11g/802.11a 模組 on board 
產品，以提供使用者更大眾化的價格及更優質的產品。 

 2. 產業發展計畫：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隨著各種可攜式設備的快速普及與無線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

無線區域網路成為提供移動性電腦設備上網擷取資料與相互傳遞資

料的良好解決方案，並受到市場重視，數家國際大廠紛紛投入相關

產品研發製造的行列。 

無線區域網路產業之主要產品包括無線網路卡、無線網路截取器及

無線網路路由器等。就全球無線區域網路市場來看，過去幾年，無

論是上游晶片組廠商、中游製造商以及下游的銷售通路商都呈現產

業高度集中化現象。但隨著該產業近年來的持續大幅成長，許多廠

商紛紛投入無線區域產業，促使價格持續大幅滑落，產業高度集中

化的現象也發生改變。 

就目前無線區域網路發展而言，我國一向是高科技產業之生產重

鎮，尤其是在 OEM/ODM代工及設計製造方面，更是以優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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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稱。由於在該產業深耕已久，加上許多廠商基於成本考量，紛紛

將訂單釋出，使得我國在無線區域網路發展更加蓬勃。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個案公司係以生產無線區域網路相關應用產品為主，屬於資訊工業

電腦網路產業中之通訊網路類別，其主要產品為無線網路卡、無線

網路路由器、無線網路截取器等。該產業之結構包括研究設計（軟、

硬體）、製造（晶片及零組件）、組裝（成品）、測試、銷售（代

理商、經銷商、網路系統整合業）及消費者等上、中、下游業者。 

（3）產品發展趨勢： 

A. 無線網路卡： 

又稱為 Adapter，有桌上型電腦使用的 ISA、PCI及筆記型電腦使
用的 PCMCIA 兩大類產品，無線網路卡包括一段天線以傳輸訊
息。只有無線網路卡的時候，幾台 PC之間即可組成一個隨機架
設的簡易網路，稱為「Ad Hoc Network」，適合一些需要臨時架
設的網路環境，例如公司新設的銷售點、分支機構或臨時性的展

示會場。 

B. 無線網路截取器： 

無線網路截取器相當於一個橋接器加上一片無線網路卡，其中橋

接器是用來轉換有線與無線網路間的資料型態。該實體為一部縮

小型的 PC架構，通常使用 486或以上等級的處理器作為單元，
記憶體包括 32K至 1M的靜態記憶體與 1M以上的快閃記憶體，
機體本身並沒有硬碟，而是以快閃記憶體作為程式安裝及儲存之

用，對外界面為一個網路連接埠及一個無線區域網路天線。其佈

設方式相當容易，取適當距離掛上無線網路截取器，網路卡及截

取器會自動選擇最適當的頻道進行通訊傳輸。廠商通常附設站評

選（Site Survey）工具，可以用來確認通訊品質。 

C. 無線網路路由器（Wireless Router）： 

路由器是一種連接多個網路之設備，其典型功能為數據通道與控

制功能。數據通道包括轉發決定、背板轉發以及輸出線路調度

等，一般由特定的硬體來完成；控制功能則由一般軟體來實現，

包括與相鄰路由器之間的信息交換、系統管理等。90年代末期，
網路規模進一步擴大，流量平均每半年增加一倍，ATM 網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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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瓶頸，路由器則東山再起。Gbps路由交換機在 1997年問世
後，人們又開始以 Gbps 路由交換機，架構以路由器為核心的網
路。 

（四）市場及產銷概況 

1. 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銷售地區：                                  

個案公司主要產品為無線網路卡、無線網路介面卡、無線網路截取

器及無線網路路由器產品，市場遍及全球，主要以台灣、北美、西

歐、日本為主之市場。最近二年度主要產品銷售地區分佈情形如表 
4-2-3 

表 4-2-3：B個案公司主要產品銷售地區及比率 

90年度 91年度 
銷售地區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台    灣     136,566  5.87 2,854,022 71.46
美  洲 2,174,325 93.38 607,869 15.22
亞  洲 15,466  0.66 411,260 10.30
歐  洲 1,991  0.09 114,544 2.87
澳  洲 - - 1,682 0.04
其  他 - - 4,279 0.11

（2）市場占有率： 

依據 Data Quest 報告，預估 2003 年全球無線網路產品市場將有
3,000萬片需求量，若依個案公司年度產銷目標 610萬片，應可達
20.33%之市場佔有率。個案公司致力於產品開發及成本降低，以
提高競爭力，且亦積極爭取國際大廠之 ODM訂單，未來個案公司
佔有率應可逐年成長。 

2. 產銷概況與成長性： 

根據 Cahners In-Star的估計，2004年家庭網路市場的市場值可達
到 56.6億美元，其中 65%的市場值來自於無線家庭網路，而其餘各種
家庭網路技術（包括乙太網路、電話線 Home PNA、電源線 Home Plug
等）的市場值只佔 35%。以此預估來看，在眾多家庭網路技術當中，
無線家庭網路的市場前景最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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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日趨成熟的企業用戶市場，家庭網路是一個新興的市場。

在寬頻接取網路逐漸普及之下，未來家庭網路的市場將會有大幅度的

成長。因此，無線區域網路在家庭的應用，將是未來廠商密切注意的

一個市場。 

依據 Data Quest報告，無線網路產品之全球市場需求如表 4-2-4： 

表 4-2-4：無線網路產品全球市場需求 

年 度 全 球 數 量 成   長 

2002年 21百萬片 61% 

2003年 30百萬片 43% 

2004年 41百萬片 37% 

2005年 59百萬片 44% 

2006年 80百萬片 36% 

但根據資策會統計，全球需求量比上述數據還高出 20-30%左
右，其中台灣佔全球生產量的 70-80%。因此，無線網路產品往後幾
年仍將以每年超過一千萬片及兩位數字之高幅度成長。尤其最新的

54MB 802.11g 高速晶片問世之後，Intel 花費高額行銷費用，大力促
銷筆記型電腦省電專用的 Centrino無線網路晶片組，此舉將造成無線
網路風潮與該產業大幅成長。 

目前晶片廠家暴增到三、四十家以上，因此缺貨將不再發生，反

而因為供應面增多，導致成本連動銷售價格大幅下滑，得以滿足消費

者需求，無線網路產品漸漸走入家庭用戶，已成為市場主流。其次是

公共領域之無線上網熱點，亦將被系統業者炒熱，而成為下一波消費

主流市場。 

（五）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1）隨著個人電腦日益普及且 Internet與 Intranet蓬勃發展，全世界電
腦通訊網路市場呈高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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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訊網路產品之無線化已成為必然趨勢。 

（3）無線區域網路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刺激消費需求，市場亦由利基
市場轉向一般消費市場。 

（4）無線區域網路架構及標準（IEEE 802.11b）已獲網路廠商共識，進
而加速網路市場成長。 

（5）無線區域網路晶片供應商增加，原料價格逐漸下降且貨源穩定。 

（6）台灣電子產業體系完整，有助於網路產業競爭力之提昇。 

（7）個案公司之設計研發能力、製造品質及量產能力，在同業間首屈 

一指，並獲得日本電信標準協會（VCCI）產品認證。該公司除已 

獲 ISO 9001、ISO 9002、ISO 14001認證外，並取得美國聯邦通訊 

委員會（FCC）、無線乙太相容性聯盟（WECA）及歐洲電信標 

準協會（ETSI）產品認證。 

2. 不利因素： 

（1）無線網路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形成價格競爭壓力。 

（2）廠商紛紛投入此領域，競逐市場商機，該公司須不斷提昇設計研 

發及製造能力，以維持競爭優勢。 

3. 因應對策： 

（1）與國際大廠策略聯盟。 

（2）強化與上游零組件廠商之關係。 

（3）加強關鍵技術與零組件研發。 

（4）加強資訊取得之可靠性、即時性及安全性。 

（5）加強系統整合及企業流程改造。 

（六）個案公司導入 ERP系統之動機、效益及目的 

無線區域網路市場主導者皆為美國廠商，主要的大廠有 Lucent、Cisco、
Symbol、Proxim、3 Com、Compaq、Linksys、D-Link、SMC等，其相關晶
片供應商亦為美國廠商所主導，分別為 Agere、Intersil、ATMEL、TI、
Atheros、Broadcom 等。國內廠商則從事設計及代工製造（ODM/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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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廠商為陽慶、正文、智捷、友訊、智邦、建漢等。無線區域網路產品

已逐漸普及，價格競爭日趨明顯，國際知名大廠為降低成本，將更倚賴

ODM/OEM 委外代工，對於以製造能力見長的我國廠商，將是非常可觀的

商機。至於我國廠商之主要競爭對手美國、日本等廠商，將因製造成本較

台灣為高，而逐漸失去競爭力，有利我國廠商市場佔有率之提昇。 

個案公司主要原料為積體電路（IC）、印刷電路板（PCB）、電源供
應器（switching adaptor）、機構外殼（case）、濾波器（filter）、天線（antenna）
等，其供應商皆為國內外知名大廠，例如亦即 TI、Intersi、lMaxim、Atheros、
Marvell等，其關鍵性零組件之供應均掌握在國外供應商手中。個案公司主
要為產品製造及組裝，產品本身之創新及研發能力有限，因此定位為無線

網產品之專業代工廠商（OEM），其獲利主要來自產品之加工費，而必須
作好內部管理，以提高獲利。其主要經營模式與一般電子業一樣，業務、

財務、研發等部門及其公司主要功能部門均在台灣，製造部分在大陸，產

品主要貿易模式為台北接單、大陸生產，直接出貨至客戶，並由台北母公

司向客戶收款，也就是一般的三角貿易及多角貿易。 

為提高公司內部管理效能，建置完整而高效能的 ERP系統是企業所必
須的。茲綜合分析個案公司導入 ERP系統之動機、效益目標（如附表 4-2-5）
及目的如下： 

1. 效益目標： 

表 4-2-5：B個案公司 ERP系統導入之效益目標 

項次 項目 導入前 效益目標 導入後（實際）

一 結帳時間 8天 提升 80% 4天 

二 分析報表產出時間 6天 提升 50% 4天 

三 答覆客戶詢價 7天 提升 60% 即時 

四 存貨週轉天數 28天 降低 50% 45天 

2. 導入目的： 

（1） 主要目的為解決存貨控制相關問題。 

（2） 使資訊系統可充份支援電子商務需求。 

（3） 以 ERP系統建置為起點，推動企業轉型為電子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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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訂單急劇暴增，以新的 ERP 系統支援存貨管理及原物料、
產品成本之計算。 

（5） 以 ERP 為資訊作業平台，作為建置供應鏈管理系統之基礎，提
升公司整體競爭力。 

（6） 最高管理當局認為，個案公司已成為台灣著名之無線網通產品專

業製造商，應當要有一套強而有力的 ERP 系統，來支援未來公
司內部管理之需求，以作為未來資訊整合的基本平台。 

（7） 利用新的 ERP系統支援日益複雜的交易模式，進行有效的控管。 

（七）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之策略及時程 

B 個案公司為台灣著名無線網路通訊設備之專業製造廠商，業務及研
發單位在台灣、主要製造基地在大陸蘇州。除了台灣母公司及大陸蘇州製

造中心外，在海外設立多達三十幾家 BVI公司，其交易模式是台灣研發、
接單，並透過 BVI公司交易，由大陸製造出貨至全球各地，因此其交易非
常錯綜複雜。為能迅速研發、接單、生產、出貨、確實掌握存貨狀況，必

須要有一套強大的 ERP系統來支援整個組織的運作。在管理中心副總經理
評估後，決定採用著名的 SAP系統。 

該個案公司為加快導入時程，以便系統能儘快上線，所採取的導入策

略為；「一次導入、總公司及海內外所有分支機構一次上線」。為使導入

模組能夠涵蓋所有功能，個案公司所導入的模組包括 FI（財務模組）、CO
（成本模組）、SD（配銷模組）、MM（物管模組）、PP（生管模組）及
IT技術組等。 

1. ERP專案組織成立及功能： 

B個案公司ERP專案組織架構如圖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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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B個案公司ERP專案組織 

2. 專案組織功能： 

（1）現行及未來作業需求檢視及彙整： 

對企業現行整體流程及系統支援之程度進行檢視，以擬定未來來的

需求，並評估新系統可否滿足個案公司所擬定的需求。 

（2）專案小組擬定ERP評選方式： 

A. ERP評選策略： 

總管理處副總經理經由IT主管建議由Oracle及SAP中選定一系統，
高階管理當局認為SAP是目前全世界ERP系統最優良者，有了此系
統必然可以建立完整的資訊管理系統平台。 

B. ERP產品評估要點如下： 

(a) 作業程序： 
可在系統內建置標準作業程序，並視實際需要利用輔助作業工

具，建立輔助作業流程，以達到最佳效率。 

專案決策者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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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財會成本小組 配銷小組  製造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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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安全性： 
完整而嚴密的資料控管機制，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及安全性。 

(c) 交易能見度： 
可視實際營運需要，依系統標準設定及其他輔助工具，將資料

以詳列式或摘要式分別呈現。 

(d) 營運組織： 
可支援多國別、多帳本、多組織之架構，並可依實際營運需要

制定所需之組織架構。 

(e) 主檔資料： 
使用複合式之資料架構，使資料存取更具效率，以及主檔資料

之設定功能。 

(f) 系統變更： 
可於系統實際導入過程中，依實際營運所需對系統資源之設定

作最佳配置，並可配合其他客製化程式，使系統更加符合營運

組織運作之需求。 

(g) 資料存取： 
所有的資訊，例如財務資訊、所有的庫存資訊等，都可即時取

得。 

(h) 系統整合之穩定性、延展性： 
SAP系統是一體成型的資訊系統，可提供最佳的系統運作模
式，其系統外接口暢通，可視實際情形外掛其他系統，例如BI
（商業智慧），其系統延展性及擴張性強。 

(i) 系統建置之專業性： 
SAP系統採用開放性系統架構，易與其他非ERP系統的客製開
發作業結合，以系統整合方式進行流程與功能整合。 

(j) 最佳實務： 
ERP應用系統之建置，不同於內建式最佳實務範例之軟體，可
以依客戶實際作業方式及需求，建置本體最佳的實務典範。 

（3）專案組織之任務： 

A. 專案決策者： 

制訂企業目標和策略、確保可用的專案資源、處理爭議的問題以

及變更需求、擔負專案的高層決策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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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案經理： 

專案時程的控管、協調專案所需資源、界定專案團隊成員之角色

與執掌、執行專案檢閱與管理、爭議問題的追蹤與處理、追蹤活

動項目與預算控管。 

C.  IT技術小組： 

每一主要應用模組皆須指派一主要MIS人員參與，參加SAP教育
訓練課程、參與各部門需求分析和流程及功能的確認、與 SAP 
顧問合作進行單元測試及整合測試、負責測試及上線系統的備份

與回復、輔導所有末端使用者上線、負責將現有系統的資料及介

面轉換至 SAP 要求的檔案格式、負責開立系統使用者代號及PC 
前端設定以及使用者權限設定、協助SAP 顧問建立開發、測試
及正式上線所需的環境、協助使用者上線測試、負責系統上線後

的後續維護。 

D. 部門主要作業人員（Key User）： 

對於公司未來的作業流程確認具有代表權、參加SAP教育訓練課
程、協助對應SAP模組功能與所屬部門之業務需求、撰寫末端使
用者訓練教材、執行教育訓練、撰寫會議紀錄。由個案公司人員

負責，SAP顧問補充及負責追蹤及其後續處理、負責撰寫使用者
上線測試計畫及執行使用者上線測試，為測試結果驗證及核准。 

E. 專案助理人員： 

協助個案公司及SAP團隊成員彙總繕打文件、複印、歸檔及相關
行政工作、協調會議時程及安排會議場地。 

3. 導入執行時程： 

B個案公司ERP專案導入時程如表4-2-6所示。 



 94

表4-2-6：B個案公司ERP專案導入時程 

階段 項目 工作大綱 起訖時間 作業時程

一 專案準備  初期專案規劃與技術需求規劃 
 專案程序建立與開始 
 品質查核 
 決定導入時機及時程之規劃 

 
2003.03.01 
至 

2003.03.15 

 
 
0.5個月 

二 企業藍圖  專案管理規劃  
 專案小組訓練 
 發展系統環境 
 企業組織架構及企業舊作業流程

重新檢討與建立 
 確認專案目標、設定專案實施範

圍及時程 
 品質查核 

 
 
 
2003.03.01 
至 

2003.03.31 

 
 
 
 

1個月 

三 實作  專案管理之執行 
 專案小組訓練 
 系統內部設定 
 使用介面與環境設定 
 系統差異分析調整 
 製作報表功能之整合與測試 
 檢討專案執行進度是否與符合專

案目標 
 End  User 手冊文件（SOP）之
建立與教育訓練之執行 
 系統作業管理 
 執行專案監督機制 

 
 
 
 
2003.04.01 
至 

2003.07.31 

 
 
 
 
 

4個月 

四 上線準備  專案管理 
 End User之教育訓練 
 系統作業管理 
 細節專案管理 
 系統整合測試 
 品質查核 

 
 
2003.08.01 
至 

2003.08.31 

 
 
 

1個月 

五 
 
 
 

上線與支援 
 
 
 

 上線前之整體測試 
 使用單位進行上線前教育訓練，

 
 
2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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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項目 
 
 
 

工作大綱 

上線前資料整備之規劃與測試 
 新舊系統資料轉換 
 建立系統正式作業環境 

起訖時間 
 

至 
2003.09.30 

作業時程 
 

1個月 

六 正式上線  將公司舊系統資料拋轉至新系統

 觀察上線後之實際狀況 
 產生相關報表，並核對、勾稽相

關數字是否正確 
 規劃未來系統作業方式 

 
 
2003.09.11 
至 

2003.10.01 

 
 
 
約0.5個月

七 後續驗證改

進 
 驗證ERP系統導入後之效益與預
期效益是否相符 
 依未來公司實際管理需求調整或

外掛其他系統 
 建立測量系統已提供企業績效能

有確保符合導入過程與上線後之

期望 

 
 
2003.10.01.
後持續驗證

改善 
 

 
 
持續驗證

改善 

（八）B個案公司導入ERP系統之效益評估 

B個案公司之所以要導入新ERP系統且只選擇SAP系統，其主要目的是
要解決存貨管理問題。個案公司對於存貨無法管理之主要原因並沒有確切

去瞭解，而一昧的相信大型ERP系統，殊不知ERP系統不是萬能的，雖然系
統效益可以協助管理當局達到資訊資源整合及資訊提供即時性之目的，並

可與企業未來經營策略相結合，但並不是將ERP系統導入後就可解決所有
問題。 

要使ERP系統效益發揮到最大，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先檢視企業本身
的作業流程，將無效率的作業流程予以修改，再與ERP系統可支援之作業
模式相結合。此外，人員作業模式、作業流程及思維都必須大幅度的改變，

才能發揮系統最大的效益。 

該個案公司ERP系統於2003年10月份導入上線後，雖然有其效益，但
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失敗的，其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有形效益（如表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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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B個案公司ERP系統導入之有形效益 

項 次 項    目 導入前 導入後 說     明 
一 結帳時間 8天 4天 由每月底資料結轉至I/S、B/S及

整體合併報表產出後核對無誤 

二 
 
 
 

結帳後分析報表

產出時間 
 
 

6天 4天 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整體合併

報表產出無誤後，依公司內部管

理需要而編製的各項管理分析

報表 
三 
 

答覆客戶詢價 
 

約7天 即時 業務人員可直接由系統查詢而

得知 
四 

 
存貨週轉天數 

 
28天 

 
45天 

 
透過新系統管理存貨理應更容

易掌控，但實際上並沒有 

2 .ERP未如預期效益之處（如表4-2-8） 

表4-2-8：B個案公司ERP系統導入未如預期效益之處 

項 次 項    目 導入前 導入後 

一 作業流程及組織

變革 
企業作業流程及組織運作

無效率，例如間接人員與直

接人員功能上沒有明確區

分，以至於標準工時及直接

人工、間接人工難以分析。

作業流程及組織並沒有隨

著系統標準作業而調整，反

而多了額外客制程式，因此

效益並沒有提升。 

二 
 
存貨管理 作業不即時，加上系統無法

支援細緻的存貨管理作

業，帳料不符情形嚴重。 

因作業面沒有調整加上營

業額日益擴大，以至於存貨

管理控制更加困難。 
三 

 
相關分析資訊 各部門入帳不確實，不及時

以至於所產生的分析資料

合理性不足。 

各部門客制很多外掛程

式，不但沒有增加分析資訊

的合理性，反而增加操作的

複雜性。 
四 固定資產管理 固定資產沒有確實編號，採

購前沒有依據核決權限簽

核，驗收時亦無經過相關程

序驗收付款，而導致資產管

理作業不完善。 

只有系統作業改變，其他作

業流程並沒有改變，以至於

資產管理上依然不夠嚴謹。

五 
 
員工態度 對於系統運作及效益並沒

有確切的瞭解，以至於員工

對新系統導入並沒有興趣。

對於新系統運作大部份都

抱持著保守的態度，並且抱

怨聲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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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六 
 
 

項目 
 
財務報表可信度

低 

導入前 
 
由於作業不及時及會計作

業不確實，以至於財務報表

可信度不高。 

導入後 
 
由於舊作業模式沒有改變

加上獲利不加以至於財務

報表可信度更低。 

七 
 

經營績效衡量可

靠性低 
由於系統功能性不足，以至

於經營績效衡量常有失真

的狀況。 

由於實際的作業面沒有調

整，以至於所產生的經營分

析資訊可靠性及合理性依

然很低。 

（九）導入結果 

1. 存貨無法控制： 

個案公司在導入系統後，系統操作方面雖然以新方式作業，但舊有

流程並未改變，例如入帳不及時、單據與實物沒有同時入帳等，而

導致帳上所顯示的數字並不合理、可靠性低。因為舊作業模式沒有

改變，而造成存貨控制所依據的最基本分析數字無法確實掌握，最

後導致存貨失去控制。 

管理當局對ERP效益認識不清，當初規劃導入ERP系統主要目的是
要解決存貨管理問題，殊不知ERP系統效益主要在於資源與系統整
合，並與未來公司發展策略相結合。 

2. 機器設備無法管理： 

新系統作業方式，從請購、採購、驗收等都有一套嚴格控管的流程

及簽核管制，但個案公司作業人員並未遵行新的作業方式，仍然採

用舊方式作業，例如固定資產沒有確實編號，採購前沒有依據核決

權限簽核，驗收時亦無經過相關程序驗收，導致資產採購、驗收、

入帳等相關程序無法控制，固定資產難以管理。 

3. 各部門的分析資料失真： 

新系統導入後，基層作業人員作業乃依循舊方式，加上入帳不即時、

不確實，導致新ERP系統所產生的各部門相關分析資料，例如製造
部、業務部、研發部、管理部、財會部門及海外個分支機構等，失

去其合理性及真實性。 

4. 員工抱怨連連： 

在舊系統作業模式及企業文化影響下，以往作業模式較簡單、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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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低，加上公司管理當局對於作業面細節要求並不確實，使得各部

門作業人員作業不但輕鬆，而且不用承擔相關作業錯誤而造成公司

損失所應負的責任。新ERP系統相關系統參數設定相當繁複，實際
作業亦相當繁複，流程間的控制點亦相當嚴謹，較舊系統作業繁雜

性高很多，加上新系統導入對公司作業模式所帶來的影響，公司高

層並未由上而下凝聚共識，因而造成員工使用新系統後抱怨連連，

使其效益大打折扣。 

5. 財務部門作業經常錯誤： 

因為前端相關部門實際作業及入帳不確實、不即時，進而影響到入

帳的正確性。新ERP系統所抓取的財務資料經常發生錯誤，造成財
務部門經常發生應付帳款付錯供應商之烏龍狀況，導致公司損失，

公司高層卻訴手無策。 

6. 財務報表數字不可靠： 

公司整體舊有作業模式，並未配合新ERP系統的導入而進行徹底的
改造。各部門作業依然不及時，不確實，往往各行其是，主管所要

的資料通常敷衍了事，加上公司最高管理當局並不支持配合ERP系
統導入而重新建置作業模式（因為公司核心管理幹部均為總經理、

董事長的親戚朋友），進而影響到整體財務報表所產生的結果及其

相關合理性及可靠性。 

7. 影響企業經營成果之衡量： 

企業經營成果最終的衡量基礎是財務報表，財務報表數字則為日常

交易結果累積而來。個案公司之日常作業模式在新系統作業條件下

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影響各項財務數字之合理性及可靠性，導致個

案公司之經營成果無法有效衡量。 

三、訪談資料分析與結果 

從上述資料分析可知，B個案公司ERP導入計畫就其整體需求而言是失
敗的。本個案之實地訪談亦採用前一個案公司之架構，以便於比較。 

筆者在B個案公司ERP系統上線後進入該公司服務，雖然未直接參與其
ERP專案導入計畫，但進入該公司後發現系統所產生的各項資訊與事實有
很大的差異，實際作業流程與ERP系統作業根本無法搭配。整個組織均未
能在所制定的管理制度裡面運作，其財務資訊也無法表達其實際經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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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此，在尋找其問題的過程中，筆者向各部門人員瞭解系統及作業狀

況時，才瞭解到B個案公司在導入ERP系統時的狀況，這些狀況也是導致其
專案導入失敗的重要原因。為深入探討B個案公司ERP系統導入失敗的關鍵
因素，特別訪談專案負責人員，以確認其導入失敗的關鍵因素。 

經過實地訪談相關人員，並將資料分析彙總後，B個案公司ERP導入失
敗之關鍵因素可彙總如下： 

（一）關鍵人物 

1. 高階主管的支持： 

（1）沒有所謂的 kick off meeting，導入的指令只是由總管理處副總經
理決定要導入新 ERP系統，董事長及總經理基本上沒參與。 

（2）公司高層決定要導入新系統後，即指派 IT最高主管負責規劃專
案導入的所有相關事項，包括專案導入小組的成立。 

（3）公司高層並未參與 ERP 軟體評選過程、推動系統規劃、專案管
理團隊之建立等相事項，而僅認為 SAP系統是目前最好的 ERP
系統，因此執意要導入該系統。 

（4）公司高層偶爾會聽一聽專案小組的進度報告，並未關心 ERP 專
案導入團隊整體工作狀況，只是要求專案小組一定要在計畫的

時間內完成。 

（5）公司高層並未由上而下凝聚導入新 ERP 系統的共識，只要求系
統一定要在計畫時間內上線。 

（6）管理當局的思維並沒有隨者新系統導入而改變，許多觀念與 SAP
顧問格格不入，以至於在新作業模式導入時，常受到高階管理

當局的排斥。 

（7）專案經理、專案決策者與顧問的決定，常因為公司員工與管理當
局的態度，而無法有效執行。 

2. 專案推動者： 

（1）專案決策者為專案計畫提出者、專案目標及電腦系統目標設定
者，層級為副總經理且不具 IT背景。 

（2）專案經理亦為專案計畫規劃者及實際執行者，具有 IT背景，從
事 IT 專業約十七年，但不具備任何大型 ERP（Oracle、SAP）



 100

系統導入專案規劃及使用經驗。 

（3）電腦化目標之設定及專案組織之建立，專案計畫之擬定及修訂，
上線狀況之檢視及定期檢討，決定系統上線之優先順序及時

點，視實際狀況招開會議督導專案之進行、執行及工作成果。 

3. 顧問的協助： 

（1）顧問之評估及遴選，並未依據顧問產業經驗、成功案例、顧問群
人數及經歷、專案管理方法論及能力、系統建置方法論及能力

等要素評估，而是直接選擇業界最有名的顧問公司負責導入。 

（2）在 ERP顧問協助下規劃 ERP專案功能小組，細部執行計畫。 

（3）瞭解個案公司舊系統的作業，針對新 ERP 系統的做法及特性提
出建議。 

（4）協助專案規劃小組對 Key User、IT人員及 End User進行教育訓
練。 

（5）ERP 顧問之專業能力足夠，但常會因為個案公司舊作業模式要
不要修改成 ERP標準作業模式，而與個案公司人員發生爭執。 

4. 專案成員及顧問的投入： 

（1）專案成員包括專案決策者、專案經理、專案品質管理、各模組
Key user等，採取兼職方式，需要討論 ERP相關流程時才會聚
在一起，平常依然做自己部門的事情，整個專案成員的投入度

及資源投入較為鬆散。 

（2）專案團隊每天約花不到 4個小時在 ERP導入工作上，沒有特殊
要求或需要，星期六及星期日都不用加班。 

（3）專案小組運作由顧問主導，個案公司之專案團隊與之協調，由兩
個單位一同管控專案進度之執行。 

（4）ERP 顧問團隊配合專案導入計畫全職投入，完全沒有接觸其他
專案計畫。 

（5）ERP 顧問於系統導入期間並未待在個案公司，而是個案公司有
需求時 ERP顧問才會到。 

（6）系統上線當天 ERP 所有模組顧問並未抵達個案公司，而是留在
顧問公司，經由系統連線觀察個案公司系統導入後可能發生之

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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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者的參與狀況： 

（1）使用單位及人員不會主動與專案小組人員溝通與協調新流程的運
作問題，只有在 End User 進行教育訓練時，才會提出問題。 

（2）各部門 End User在新的作業模式下，也不會主動向 Key User 提
出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一般員工所持的態度就是「到時候再

說」。 

（3）公司高層並未由上而下凝聚 ERP 系統導入的共識，基層作業人
員並不瞭解新 ERP 系統的功能及效益，只是因為副總經理要求
導入新系統，就進行導入。因此，基層作業人員系統導入的參

與感並不強。 

6. 與顧問及供應商間之關係： 

（1）個案公司與 ERP 軟體供應商的關係並不好，個案公司副總經理
姿態非常高，系統導入價格被一砍再砍，軟體供應商在一分錢

一分貨的考量下，對個案公司的支援就愈來愈少。 

（2）ERP 導入顧問對個案公司並未提供足夠的支援，以至於個案公
司 IT人員僅能憑藉著自己的努力對系統特性進行分析，但因整
個系統非常複雜，所以成效有限。 

（3）ERP 軟體廠商對個案公司也未提供足夠的系統技術支援，即使
有提供其品質也是有問題的。 

（4）系統導入規劃之前，IT部門並無具備 SAP經驗的人員，加上專
案小組對 IT人員之配置並未妥善規劃，以至於在系統廠商技術
無法完全支援後，其系統維護就常碰到問題。 

（5）個案公司與 ERP 顧問及系統供應商間之合約，並未清楚規範關
鍵系統技術的移轉。 

（6）在決定 ERP 導入顧問之前，個案公司並未對顧問進行訪談，以
至於系統導入顧問經驗明顯不足，在系統導入過程中沒有辦法

給個案公司很好的建議。 

（7）個案公司在上線後，仍與顧問公司及供應商簽訂系統維護合約。 

（8）系統導入前、導入中及導入後，公司高層與顧問公司及供應商間
並未保持良好的關係，以至於整個 ERP導入計畫都受制於人。 

7. 專案團隊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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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案決策者由總管理處副總擔任，專案經理由 IT部門副總經理
擔任。 

（2）專案決策者由總管理處副總擔任，為專案計劃提出者，專案目標
及電腦化目標之設定。專案經理由 IT部門副總經理擔任，負責
專案組織之建立、整體專案計畫之規劃及專案執行。 

（3）專案品質管理小組由所有一級主管（處長級以上）組成，名義上
需針對專案計畫進行督導，並對有爭議的運作模式共同討論並

決議，但各主管都說他們很忙，沒時間參加。因此，專案管理

委員會開會的時間並不多。 

（4）專案經理負責整體專案計畫之實際執行、進度追蹤及風險控管等
相關事項。 

（5）IT人員負責 ERP專案計畫各模組與 IT部門有關之事項，包括系
統面建置、教育訓練規劃、作業流程討論等。但 IT部門人員對
SAP並不熟。 

（6）各部門 Key User是在系統導入前，臨時由各部門主管指定而來，
對於系統舊作業流程熟悉度不一，因此，在討論舊流程時，有

些 Key User必須花更多時間去瞭解。 

（7）Key User 必須負責教育訓練、新舊流程之討論、工作說明書撰
寫及扮演專案小組與各部門 End User間之溝通橋樑，但因 Key 
User素質不齊，並未發揮應有的效果。 

（8）ERP顧問群負責依據新 ERP系統的作業模式及特性，對個案公
司之作業模式提出建議，進行人員教育訓練。但個案公司並沒

有接受顧問大部份建議，多數流程還是總管理處副總獨自決定。 

（二）關鍵活動—組織面 

1. 專案資源的承諾有限： 

（1）總管理處副總雖承諾將大部份資源優先提供給 ERP 專案，但除
了投入系統軟體經費及顧問費外（也是一再殺價後成交），其

他如後續系統維護、教育訓練時數等資源，並沒有確實投入。 

（2）系統維護、新程式開發、必須外掛及客制之程式軟體、各部門所
需投入之 IT系統建置，都沒有後續資源投入。 

（3）整個專案導入所需資源投入並不充足，公司高層只是要讓系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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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時間內上線。 

（4）公司雖然希望新 ERP系統能成功上線，但只把 ERP當作是一套
很不一樣的電腦軟體，並不清楚系統的效益，而不願作後續的

投資。 

2. 監督控制機制不足： 

（1）跨模組會議預定每天舉行，並就新舊流程進行討論，但因為各部
門 Key User都很忙，而未每天舉行。 

（2）專案進度會議預定每星期固定舉行一次，由 ERP 顧問及專案決
策者主持，事實上並沒有定期舉行，而是由專案決策者召集專

案經理瞭解導入狀況。 

（3）若有任何議題涉及部門之間作業流程問題，會呈請總管理處副總
經理裁示，而與原先規劃上需由專案品質管理小組統一協調決

議不同。 

（4）在規劃出專案導入時程後，導入階段需依照既定的時程定期檢視
進度，若有落後之項目，就應針對相關模組問題儘速解決。但

因為大家都很忙，所以往往拖延很久。 

（5）「專案品質管理小組」為專案組織常設性機構，由公司處長以上
主管所組成，專門負責具有爭議之模式進行協調、與各部門間

之溝通協調、定期覆核其專案進度等事項。事實上卻由總管理

處副總經理決定，「專案品質管理小組」形同虛設。 

3. 未與企業願景與目標結合： 

（1）總經理在月會中強調未來公司產品短、中、長期的發展方向，強
調公司未來營業額將逐年大幅提高，存貨控制將愈來越重要，

所以新 ERP系統導入是必需的。 

（2）新 ERP 專案小組成立時，公司高層就已經把系統導入的任務交
代給專案經理，專案經理所接到的指令只是負責將系統在規劃

的時間內導入完成上線即可。 

（3）個案公司引進新 ERP 系統的主要起因於存貨控制一直是個案公
司所頭痛的問題，隨著其營業額逐年擴大，存貨控制的議題就

非常重要。因此，個案公司導入新 ERP 系統的主要目標僅在於
有效控制及管理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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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案公司導入新 ERP 系統的另一個目的是要實現系統作業流程
無紙化。 

4. 缺乏充分的溝通與協調： 

（1） 在總管理處副總決定導入新 ERP系統後，雖然董事長及總經理
最後均妥協同意導入，並未就導入新 ERP系統進行溝通，亦未
取得共識。 

（2） 若發現新系統作業流程有問題，專案小組人員基本上會與各部
門 End User一起討論，也會就無法解決的問題尋求 ERP顧問
的協助，但因為未建立整個溝通協調平台，其成效非常有限。 

（3） 專案組織並非採取集中式管理，專案成員只需在有問題的時候
再進行討論即可，整個溝通平台並不是非常緊密。 

（4） 整個專案規劃並不是很完整，Key User本身訓練不足，在與各
部門作業人員溝通時，無法將新系統的作業模式表達出來。 

（5） 專案小組所規劃的跨模組會議，因為專案小組相關負責人員還
需要負責原部門的業務，加上原部門業務繁雜，會議出席情況

不佳，以至於該溝通協調的問題往往一拖再拖，而無法解決。 

5. 欠缺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文化： 

（1）個案公司組織文化是高層主管說了算，很多問題都是由高階主管
決定，很少有溝通協調。 

（2）公司組織文化是「一言堂」，有任何跨部門議題，主導單位可能
直接向專案決策者報告後就決定，而未經過任何跨模組之討論。 

（3）公司決策都是由上級主管直接指示，而沒有跨部門合作的組織文
化，有什麼事只要討老闆歡心，即可解決。 

（4）專案導入過程及上線後雖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各部門間之
依然是鉤心鬥角，無法將問題真正解決。 

（5）各部門都是各做各的，前後根本串不起來，以至於問題叢生，例
如採購購料未經驗收且單據不足，就要財務部付款等強勢作為

層出不窮。 

6. 導入策略及方法未落實： 

（1）個案公司所採取的導入策略為；「一次導入、總公司及海內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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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支機構一次上線」、雖然採取了最佳化及最有效率的導入

模式，但因為整個專案計畫過於鬆散（尤其是海外單位）且資

源投入不足，以至於整個導入策略並不成功。 

（2）個案公司系統導入策略原則上是由總經理、ERP 專案小組、及
ERP 顧問等共同討論後決定，但最後的專案計畫被專案決策者
全盤否決，而由專案決策者一個人決定，任何人也插不了手。 

（3）個案公司導入方法雖然已包含因應未來需求規劃系統、系統需求
規劃、系統評估、專案組織成立與專案組織規劃、導入準備、

作業流程分析與設計、教育訓練、系統測試、正式上線、後續

驗證改進等階段，但因整個 ERP 專案計畫都是由少數人所決
定，且透明度不够，以至於成效有限。 

7. 教育訓練不確實： 

（1） 教育訓練計畫是由 ERP 專案規劃小組所規劃，並由 ERP 顧問
協助，但過程中確沒有確實執行。 

（2） Key User教育訓練並不是 full time，以至於訓練上不够紮實，

End User所進行的教育訓練也是如此。 

（3） 訓練場地及所需的設備雖然有專屬性，但整個訓練計畫鬆散，
實際上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 

（4） 教育訓練原本是所有模組成員都必須熟悉各個模組的作業流
程，但因為公司內部關係，各模組成員只接受該模組的訓練，

其他模組的運作並不熟悉。 

（5） Key User接受訓練後，雖然編製操作手冊（SOP），但內容一
再調整修改，直到上線前還在修改。 

（6） 各模組基層人員配置不足，加上訓練不夠嚴格，以至於上線後，
基層系統作業面仍然錯誤百出。 

（7） 教育訓練要求不夠嚴格，以至於基層作業人員大都不願意加班
接受訓練，訓練時間只能排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九點到晚上

八點。 

8. 專案進度管理鬆散： 

（1）專案管理雖然有計畫，並由 ERP 顧問群協助規劃專案進度之時
程、執行及管控，但因公司內部問題導致未確實執行。 



 106

（2）每天：各模組間預定每日都有跨模組流程討論，但事實上並沒有
確實執行（因為 Key User並非專職，所以常常有原部門的事要
處理）。 

（3）每星期：專案進度會議原訂每星期五早上固定舉行一次，並就
ERP導入之進度進行追蹤及管控，但專案管理鬆散，事實上並
沒有完全執行。 

（4）專案負責人向總經理報告專案計畫導入進度及狀況，是總經理有
空時才聽，平常是不管的。 

（5）專案計畫的每一個工作項目均訂有里程碑，若產生任何問題而造
成導入進度落後，專案小組應主動邀集各相關單位協調解決，

事實上卻是由專案決策者獨自決定。 

（6）專案小組並沒有一套進度管理及資訊回饋機制，加上最高管理當
局並不重視，以至於高層並不瞭解導入進度。 

（7）每一次跨模會議及所有專案相關會議均有紀錄，並將所討論的相
關流程記錄下來，但因為專案管理鬆散，以至於看的人並不多。 

9. 未落實企業流程改造： 

（1）個案公司並沒有意識到 ERP 系統的導入，會使舊有作業流程大
幅改變，但事實上是會的。 

（2）當新作業流程與舊作業流程產生衝突時，專案決策者會下令解
決，但基層員工仍然會怨聲載道。 

（3）公司成員整體思維並沒有因為新系統導入而有所改變，因此個案
公司並沒有感覺到企業流程改變的重要性。 

（4）專案小組成員（包括專案決策者、專案經理、Key User 等）對
公司舊有流程還算瞭解，但因為舊有無效率或不合理的作業流

程並沒有改變，因此 ERP系統其導入效果非常有限。 

（5）ERP 系統上線後，系統面仍持續修改調整，但實際作業流程並
沒有隨著改變，因此上線後實際作業流程依然沒有效率。 

（6）企業流程改造亦會隨著企業經營環境改變而改變，使得系統可隨
著企業流程調整而發揮其效益，但在個案公司並未實現。 

10. 變革管理不當： 

（1）個案公司導入 ERP 系統後，並沒有因為新系統導入而改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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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組織架構及流程，反而是為了要符合舊的組織系統，而客

制放入很多外掛程式，導致系統的運作更為複雜。 

（2）舊有的企業流程及組織架構依然存在，「人制」色彩仍然非常濃
厚，例如：總管理處副總可以直接管理製造、研發的人事權，

而全然不顧單位最高主管的反對，只因為他是董事長夫人。 

（3）各部門作業人員在系統導入前並沒有接觸過 ERP，且對系統所
能達到的功能並不瞭解，加上專案規劃鬆散及教育訓練不確

實，以至於成效有限。 

（4）個案公司全體員工並沒體會到新 ERP 系統導入會帶來企業流程
改變，甚至於企業組織的變革。 

（5）公司員工由上到下沒有意識到新資訊系統改變將導致作業流程全
面改變，依然以舊思維、舊作業方式來處理事務，而導致其系

統的效益無法發揮。 

11. 上線前的準備不足： 

（1）上線前各模組 Key User開始整理舊系統中所有資料，並將資料
匯入 ERP 顧問所提供之系統轉檔標準作業格式，並進行測試，
但離上線時間非常緊迫，以至於所作的測試並不完全。 

（2）上線前舊系統各個模組的帳與實物沒有確實清理，以至於上線後
各模組帳冊依然混亂，例如倉庫存貨並沒有儘量清空，而造成

上線後依然在調整存貨及成本帳。 

（3）上線前各項教育訓練並沒有作好，作業程序書（SOP）上線前並
沒有編製完成，直到上線後還在修改。 

（4）由於時間緊迫，DATE TEST並沒有作的很完整，以至於上線前
一團混亂。 

（5）資料轉檔過程未妥善規劃，以至於資料準備就花費很多時間。 

（三）關鍵活動—科技面 

1. 未審慎選擇適合的系統： 

（1）個案公司對系統並沒有做很好的評估，只是認為 SAP 是目前最
好的 ERP系統，就選擇 SAP。 

（2）IT 最高主管曾建議最高管理當局，新系統應審慎評估後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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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哪個系統，但是被專案決策者所否決。 

（3）公司高層對於系統選擇並沒有尊重專業及充分授權，使得新系統
選擇只是依據最高管理當局的喜好而決定。 

（4）個案公司最高管理當局好大喜功，以至於新系統導入只是迎合最
高管理當局的喜好，並沒有發揮其功能。 

2. 資訊系統架構： 

（1）個案公司 IT部門在只是想把新 ERP系統趕快導入，對於公司資
訊系統未來規劃並沒有很好的構想，只是按照公司最高管理當

局的指示行動。 

（2）個案公司最高管理當局並不尊重專業，以至於資訊部門在推動任
何系統架構規劃時，大部分都會被總管理處副總所推翻。 

（3）個案公司高階主管對於 ERP 系統及資訊系統功能，並沒有徹底
的瞭解（因為它只是用來解決個案公司存貨問題），所以根本

談不上什麼資訊系統的架設。 

（4）最高管理當局完全不尊重 IT部門專業，以至於資訊系統的架構
只是空談。 

3. 客製化程式： 

（1）個案公司舊有作業流程並沒有改變，所以個案公司客製了很多外
掛程式。因此，個案公司採取在新 ERP 系統上客制很多外掛程
式，來符合舊的、沒有效益的作業方式，而使得新系統效益大

打折扣。 

（2）客製化及外掛程式直接由專案決策者決定，未進行應有的評估。 

（3）由於專案決策者的堅持及獨斷獨行，ERP 系統導入後之標準功
能或多或少都被修改或外掛，而使得效益沒有發揮。 

4. 系統權限管理： 

（1）ERP顧問協助專案規劃小組之 IT小組負責系統權限設定，但各
部門權限規劃及設定依然混亂。 

（2）系統權限並沒有嚴格設定及執行，以至於系統權限管理非常混
亂，造成所產出的資訊容易被扭曲。 

（3）系統權限申請、更改或刪除等事項，原則上應經過必要流程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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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後才能執行，但個案公司在這方面流於形式，並沒有真正執

行。 

（4）雖然已訂定系統權限管理之 SOP，但因大家都是口頭講一講，
SOP形同虛設。 

5. 資料分析及轉檔： 

（1）個案公司轉檔資料之整理非常倉促，以至於後續各階段作業時間
均被壓縮，且非常混亂。 

（2）ERP 專案小組之 IT 模組與 ERP 顧問共同負責進行規劃，並由
ERP顧問負責執行資料轉檔作業。 

（3）ERP顧問提供未來新系統轉檔所需之標準格式。 

（4）舊系統之資料整理由各模組之 IT Key User負責，並由 ERP顧問
協助之。 

（5）資料整理分析及轉檔是 ERP 專案導入規劃過程最核心且最重要
的工作，但由於專案管理鬆散，以至於資料分析及轉檔都是匆

匆完成，毫無效率可言。 

依據上述B個案公司資料分析之結果，其導入ERP系統失敗之關鍵因素
列示如圖4-2-3，至於這些關鍵因素之關連性則彙總如圖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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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B個案公司 ERP系統導入失敗關鍵因素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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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即將導入 ERP系統之個案公司C－傳統製造業 

C個案公司為傳統製造業，至今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近年來營業額年
年成長、獲利穩定。為因應國際化、全球化的趨勢及各項成本費用大幅上

升之壓力，該公司除了將製造基地移往中國大陸、進行多角化經營外，並

進行大幅度的組織及作業流程調整，還進行新ERP系統導入的規劃。 

目前C個案公司的ERP系統為十多年前的舊系統，已無法因應兩岸三地
及全球營運佈局的需求。因此，新ERP系統的建置對於個案公司未來營運
發展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該個案公司雖為上市公司，但其作業流

程、系統運作模式及內部管理機制運作效率均非常低，甚且若干重要職級

幹部服務年資均達十幾年，故長期以來並未從外部引進新資訊、新思維、

新觀念。因此，個案公司若進行新ERP系統之導入，必須進行詳細的規劃
才行。 

C個案公司目前正積極籌劃導入新ERP系統，已由公司高階主管組成專
案委員會規劃，針對未來公司未來發展策略及管理需求進行研究，以選擇

合適的ERP系統。整個導入計畫尚處於確認自身需求及選擇系統階段，還
未真正的開始進行整體的導入計畫。 

本研究已從市場上曾經導入ERP成功與失敗的個案公司分別進行研究
分析，得出結果，並彙總ERP系統導入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因素，以便對C個
案公司提出建議。相關建議事項如下： 

1. 新思維新觀念的引進： 

各個部門應從市場上引進有經驗的專業人才及有效率作業流程，以改善

無效率的作業模式。 

2. 打破舊文化限制及執行力的貫徹： 

掃除過於人性化、無賞無罰的企業文化，強調組織運作協調性及由上而

下執行力的徹底執行，其中又以執行力的貫徹最為重要。 

3. 由上而下凝聚共識： 

系統導入規劃前，應由最高主管由上而下持續宣導，以凝聚公司全體員

工的向心力，以利未來專案計畫的推動。 

4. 高階主管對系統導入全力支持： 

最高管理當局需對於系統導入予以全力的支持，讓參與 ERP導入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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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感覺到公司管理當局的高度重視。 

5. 企業組織及流程運作徹底改造： 

透過新系統導入將企業流程及組織徹底改造，去除無效率的作業流程，

使企業組織運作更有效率。 

6. 確實做好人員教育訓練： 

確實做好教育訓練之規劃，並徹底執行，務必使所有作業人員都能熟悉

新系統之運作。 

7. 妥善運用導入策略與方法： 

ERP系統的導入不是只有一種選擇，企業應根據自身狀況（例如現存舊
有系統的複雜性），選擇「畢其功於一役」或「循序漸進」。在系統選

擇上，公司管理當局不能主觀的選擇單一軟體，而是要真正針對系統功

能做評估，去找出能創造最大效益及最適合未來公司發展的 ERP系統。 

8. 明確的目標及完整的數據： 

如前所述，導入 ERP後不是對外宣稱上線成功即大功告成，更應有具體
成效的展現，而這些具體成效有賴公司在導入前了解自身明確的目標，

方得以達成。要有明確的目標，就須有完整的數據，例如 A個案公司在
上線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料收集，並與當時所設定目標比較後，才確認

系統導入是成功的。 

9. 建立良好溝通協調管道： 

企業需建立與顧問及員工溝通協調管道，並建立檢視覆核機制，確實監

督管理各項作業的完成，以落實 ERP系統的成效。 

10. 確保新作業流程與新系統的要求相符： 

在導入過程中，確保資產及資料的安全，並確認新作業程序符合新系統

的要求，以期系統能發揮最大效益。 

11. 建立一致的作業程序及報表： 

儘量減少個別公司客製化作業，當各分支單位有自己的作業程序及報

告，固然滿足當地使用者的便利，卻犧牲 ERP整合的功能，並大幅增加
導入及維修成本。因此，導入者應慎選 ERP軟體廠商及顧問，參考『最
佳實務』，以建立全球一致的作業程序及報告。除了地區法令需求外，

個別的客製化應儘量減少。 

12. 嚴謹的專案管理可確保導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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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提出的關鍵成功因素亦在本研究中獲得證實，而與嚴謹的專案管

理及實行成效面有著密切的關係，故導入者宜切實遵守，以確保新系統

導入成功。 

13. 妥善利用 ERP系統，強化企業競爭力： 

ERP系統是個工具，光有工具而不使用，無法產生任何利益。事實上，
企業的投資最終應反映在獲利的增加，ERP系統上線是另一個重要階段
的開始，例如降低庫存、縮短交期應是短期可達到的目標，端視企業如

何充份運用 ERP。 

14. 延伸 ERP的功能： 

認真考慮以 ERP系統為骨幹，將其功能再予延伸，例如與客戶及供應商
的連結、電子商務等，其他延伸功能例如客戶管理、供應商管理等也是

未來的趨勢。 

15. 思考 IT成本如何降低： 

在企業導入 ERP系統後，各分支機構 IT人員應可以精簡，主要 IT功能
置於總部或各管理區域。除了能更強化 ERP系統的整合功能外，將可更
有效降低企業整體 IT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