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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資訊科技不斷演進的今日，企業對於資訊的運用，已不再止於公司內

部對於企業資源的規劃與管理。更多時候訊息的流通，是發生在有合作

關係的企業體之間。從早期發展出來的電子資料交換模式(EDI)，到最近

由各大資訊企業，為整合其相關供應商體系，所極力推動的 RosettaNet 標

準，其目的都在於如何促使資訊的交流更加迅速有效，從而降低生產成



本，以獲得更高的利潤。 RosettaNet 供應鏈標準是以因應網路時代，協同

商務的需求而生，但其意義早已超越資料交換標準的定位，而是以供給

協作合作的商業流程整合為目標，由於是從策略性的市場競爭觀點出

發，因此能普遍獲得業界的重視。 個案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跨國企業。

因生產與服務所需，其涵蓋的原物料供應商與客戶，不下數百家，原料

種類超過數千種。因此，能否擁有一個最適化的供應鏈系統，對其所代

表的意義，不僅在於時間成本的有效掌握與節省，更是對所有客戶的一

種承諾。由於早期的供應鏈系統，不過是一連串人工作業的程序，偶有

藉由新科技而獲得改進，如傳真，電子郵件等等。相較於其他公司資訊

電子化的程度來看，顯然有極大的落差。但是建構一個完整的供應鏈系

統，其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 因此，本文特別針對個案公司在採購與

銷貨的供應體系深入研究，透過 SWOT 分析，探討個案公司的整體現

況，並藉由分析 RosettaNet 國際電子商務標準，試圖瞭解與分析導入國際

標準 RosettaNet 需要哪些策略性的考量才能順利導入企業，來做為供應鏈

實體間訊息交換的實務應用探討，並規劃出一個最適化的採購與銷貨系

統。  

摘要

(英)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n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to enterprises is more than plan and management. More information 

exchange occurs among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From early EDI to current 

RosettaNet, the purposes of them ar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to increase the profit so that the 

profitability can be enhanced immediately. RosettaNet, a supply chain standard, is 

made for collaborative commerce, but it is more than a standard. Since its aim of 

providing commercial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ally competitive perspectives, it has 

been draw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among enterprises. Company T is a global cross-

nation enterprise based in Sweden. To provide the best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the company cooperates with hundreds of raw material suppliers who provide 

thousands of materials to meet its requirements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Therefore, having a most adaptable supply chain system not only mean to save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of time cost, but also keeps a promise to its clients. In the earlier 

time, company’s supply chain system was simply a serial procedure of manual 

operation, and occasionally improved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fax, e-mail, and 

so on. Comparing with of the degree of computerization, there has been a big fall 

behind of current of company T. However, to build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system 

covers a considerably widespread scope. As a result, firstl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deeply investigate and redesign the company’s procurement and 

sales systems in its overall supply chain system. The system is designed based on 

RosettaNet as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principle in these supply chain system 

entities. Secondly, building up an efficient supply chain system that may best fit in 

the company’s procurement and sales systems.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new system redesign is measured b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ies indexes throu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company’s department and external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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