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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統建置是製造業企業最苦惱及最

茫然的，往往不知如何去評估一套合用且有延展性的 ERP 系統。故評估

模式是 ERP 系統建置的訴求重點。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 ERP 系統建

置評估模式的構面，對於企業評估 ERP 系統重要性的影響。 本研究以

2001 年天下雜誌旗艦版之製造業前 500 大及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經由

實證架構的建立，利用問卷調查及便利性抽樣的方式，獲得 100 個有效

樣本。研究結果發現有六：1.在企業導入目標因素中，受訪者都認為以

『提升企業快速反應的能力』為重要。2.在企業環境因素中，受訪者都

認為以『市場中同質性競爭者多，市場競爭激烈』為重要。3.在企業特



質因素中，受訪者都認為以『高階管理階層的瞭解、支持、參與』為重

要。4.在系統供應廠商特質因素中，受訪者都認為以『ERP 系統為模組

化設計，具有未來功能的延伸性與彈性』為重要。5.在管理顧問公司特

質因素中，受訪者都認為以『顧問能有效地協助調整 ERP 軟體，以符合

貴公司的作業流程』為重要。6.在系統導入結果因素中，受訪者都認為

以『資訊取得的及時性增加』為重要。 同時，本研究將也研究對象分成

小型企業、中型企業、大型企業，經過統計分析的結果，發現各企業在

六個構面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在系統導入結果因素中的『資訊取得的

及時性增加』，各企業都有最高一致的看法外，其餘也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不論企業大小，其建置評估模式的看法都略有雷同，因此，各企業

可由本結論分析，根據本身企業的規模大小，去比對各構面的評估項

目，使各型企業在進行 ERP 系統建置評估模式時有所依循，也是本研究

的宗旨。  

摘要

(英) 

To set up an ERP system is dilemma. How to evaluate a developed ERP System is 

a important focus. The destination of the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ERP system 

how to set and the importance to enterprise. The research with "Taiwan''s Globe 

Magazine" The 500 enterprises in Taiwan, through practice get 100 effective 

samples. For the samples, through practice, by quaternary and sampling, the reach 

discovers 6 topics：1.The sampling interviewer think the promote enterprises'' 

prompt 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2.The interviewers all think the same kind 

competitors are too much is the market. 3.The third is importance is that high-

level manager support and participate is the successful factor.4.The forth 

importance is that ERP system with modules and extension. 5.The fifth 

importance is that the interviewer finds how to adjusting ERP system to match 

enterprises'' process.6.The sixth importance is that the interviewers think how to 

get information in time. This research devide Small、Middle and Big business 

Group. And base different six factors after results of statistic. We can find similars 

take high percent, and little difference. So module evaluate are more likly. It’s 

can take some rules for setup. Evaluate ERP system wheather business module is 

small or huge. This goal of M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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