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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電子產業的競爭型態已逐漸轉化為「顧客導向型」的買方市場，此乃因

電子產業生命週期短、產品淘汰率高、及市場佔有率幾乎由顧客所主

導。另外，即使在資訊充份提供的前提下，大多數經營決策需要的是管

理者的經驗、判斷、甚至直覺，這些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問題不是傳統

資訊系統所能處理。本研究在業務行銷上除了考慮電子製造業業務與顧

客互動及大環境景氣因素外，客戶的預估下單 (甚至實際訂單) 往往與實

際完成交易出貨情況有所出入，以致於造成未來計劃及生產投入的錯誤

判斷；藉由分析外部環境和內部問題，本研究於是發展出一套「整合顧

客等級評估至交易完成預測」的決策支援系統，以利於改善上述問題並



提供行銷策略及物料採購的資訊。雖然顧客關係管理 (CRM) 已經提及如

何加強與顧客互動及提升服務品質，本研究卻以另一角度來直接分析既

有顧客資料，並提供簡易的決策模式，如此使得企業面對未來可能的交

易能夠達到進一步掌握及有效的預測控管，而達到強化其競爭優勢最終

之目標。 最後，本研究以某知名電子製造業為實證對象，並建構系統雛

型；其中，除了運用演進雛型法開發系統外，透過擷取銷售資料及其他

相關資料來建立多維度資料倉儲，以期提供決策者線上分析處理、及其

他必要功能；網路為基的親和力介面讓使用者可以互動方式來達到知識

分享的目的而產生良好效益，並實際從上述定量及定性分析的運作中，

可以針對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問題得到一些管理原則。  

摘要

(英) 

Due to the life cycle time, elimination rate, and market share of electronic devices 

almost determined by customers,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makes the business 

related to electronic devices gradually become a customer-oriented market. 

Recently, businesses are increasingly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ir 

customers better and are focusing their marketing efforts on building lasting ties 

with customers through improve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Un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can be offered to the 

management, most of decisions in the semi- or un- structured problems for 

forecasting the customer trading completion ratio are made by manager’s 

experience, judgment and even intuition.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can not 

solve the proposed problems effec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viewpoints, this 

study not only considers all marketing factors for directly analyzing customer data 

but also presents a simple decision model for involving all key factors and for 

effectively monitoring the market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arry out an 

effective forecasting of trading,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for integrating 

rank evaluation into the model of customer trading completion ratio is then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understand customer 

behavior, to evaluate each customer’s performance rank and to forecast the 

trading completion ratio of a company. Finally, a prototype system of some 

famous electronic device manufacturing firm is developed by evolutionary 

prototyping method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data warehouse can offer the ability 

of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 and other required functions. Knowledge 

sharing from the firm’s knowledge base can be achieved by the interactio of 

user-friendly interface in firm’s intranet system. Then, the managerial guidelin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propos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the 

prototyp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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