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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快速變動、競爭激烈的時代下，企業若想在市場中獲得先機，擁有競
摘要
爭優勢，就必須掌握充分的資訊；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其競爭者提供了相
(中)
同或是相似的產品，且競爭者的存在會危及企業市場的版圖，企業若想在

產業中持續地經獲取競爭優勢，則千萬不可忽略競爭者的存在，而對於這
些提供相同或是相以產品或是服務的競爭者，持續地監督市場的狀況以獲
得充足的資訊，並將資訊轉換為情報乃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這項任務便是
競爭者分析。 資訊科技的發展快速，使得在許多領域都可看到資訊科技
的運用，然而將資訊科技運用於競爭者分析上則少有聽聞；近來知識探勘
的技術日漸成熟，在一些報章雜誌中也當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而本研究
則欲將知識探勘中時間序列的技術運用於競爭者分析上，期望能提供企業
有用的資訊以協助企業掌握競爭者及市場的資訊。 本研究資料源為全球
最大印表機廠商台灣分公司，由其提供在各個不同的銷售地點，企業本身
及其主要競爭者各類產品的庫存及銷售資料，經由我們所設計的分析方法
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以期望能瞭解在不同的地點及時間下，企業和其主
要競爭者在市場中的相對情況，以期望管理者能依據這些資訊做出最正確
的決策，使得企業可以達到在最適當的時間下，將最適當的產品及產品量
送至最適當的地點。 經本研究的實驗結果顯示，在不同的地點及時間
下，相對於競爭者的銷售狀況便不相同，而透過本研究所設計系統建議庫
存量模式，若接受此建議的庫存量，將可以使得各個地點的庫存變化配合
銷售的變化，讓每一個產品都能擺在最適合的地點，發揮最大的效用。
In the era of rapid growth and sheer competition, an enterprise must be in the
position of information/knowledge advantage in order to hold the opportunity knock
in the industry. Competitors are companies that offer the same or similar
products/services as the enterprise, whose growth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se
competitors. Therefore, the enterprise has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its competitors in
order for getting enough information and converting the information into
intelligence. That is, the enterprise must do the task “competitor analysis”.
Alth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in many areas and has many
successful examples, it is rarely the case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for the
task of “competitor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chnology of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is getting mature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some
cases. Accordingly, our research employs the technique of time series for the task
摘要
of competitor analysis in an attempt of devising a method that can provide
(英)
enterprises some information/knowledge advantage. The source of the data our
method analyzes is from the Taiwan Branch of the biggest printer company in the
world. The data contains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the sale and stock
amount of the enterprise’s products available in different vendors ove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versus those of the major competitor’s. The purposes of our
research are two-fold: (1) the data can be mined into an information/knowledge
advantage for the enterprise — the most appropriate stock amount of a product to
be allocated for each vendor at timely fashion. (2) this information/knowledge
advantage makes it possible that managers make right decisions for the problem of
stock-amount allocation, freeing the dilemma of over-stock or under-stock
happening to many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our method is quite promising
toward thi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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