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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隨著高科技產品產值的提高、消費者需求的多變，也面臨前

所未有的變動與挑戰，為因應快速變遷的市場與環境，透過導入電子化

來提升企業營運效率及國際競爭力，有其必要性；製造業一直是我國經

濟發展的領導部門及原動力，推動導入電子化已成為必然之趨勢。因此

本論文擬依據現有製造業電子化調查資料，探討廠商特性(員工人數、營

業收入、固定資產總額、四大工業、區域、工區、研究發展經費、技術

移轉金額等)與電子化應用狀況之關聯性，做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業者及

政府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是否導入電子化技術及導入電子化技術

時程與員工人數間關聯最強；電子化深化程度與研究發展經費間關聯最



強；有無電子化人才需求與四大工業間關聯最強；電子化人才需求數與

員工人數間關聯最強；有無面臨缺乏電子化專業知識與人才之困難與營

業收入及固定資產總額間關聯最強；有無面臨上下游合作廠商配合意願

低之困難與固定資產總額間關聯最強。  

摘要

(英)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re recognized as the leading industries of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wer of our economic growth. 

Nevertheless, with the progress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variety of consumers' 

need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been facing historic challenges and a 

constantly changing world. To promptly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world and 

tremendous market demand, implementing of e-business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s requisite.   Based on the 

relative statistics of e-business applications, I mad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ers’ characteristics and e-business applications. The 

selective characteristics for analyses included: number of employees, business 

revenues, amount of total fixed assets, four major industries, regions, industrial 

distri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amount of technical transfers.   

My studies show some valuable findings.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findings and 

the supportive conclusions:  ?Whether the industry was willing to adapt the e-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the industry’s implementation schedule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e-implementation degrees.  ?The demands for human 

capital on e-business application plainly varied among the four major 

industries.  ?How many technical people should be hired heavily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total employees  ?Whether the industry would be short of technical 

people and e-business technology was strongly relative to its business revenues 

and amount of total fixed assets.  ?Whether the industry’s upstream and/or 

downstream factories would show their low appetite for e-business integration 

considerably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its total fixed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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