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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現代供應鏈管理(SCM)的目標是降低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及風險，因此正面

地影響庫存水準(包括成品及半成品)、成本、價格、週期時間、過程、回

應及顧客服務。所有這些對於企業利益率及競爭力均有貢獻。為了極大

化「沿著供應鏈」的附加價值，制定各種決策及評估它們的潛在衝擊是

必須的。特殊 DSS 決策模式能夠支援各種過程而嘗試去創造「沿著供應



鏈」的價值(Turban & Aronson, 2001)。本研究除了以多維度資料倉儲為基

礎外，並且藉由其「資料挖掘功能」及「組織知識外顯化過程」來建置

知識管理系統。另外，模式庫系統包括各種銷售預測、存貨、訂

價、、、等實用的分析模式。最後，友善的互動式介面可以將各種組織

及個人的資料、資訊、及知識與供應鏈管理系統整合，而額外形成新決

策模式，以創造企業營運之最大利潤。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將知識分享的

功能加入系統架構中，使得現行系統更趨於完善，而提升顧客關係的滿

意度。對於知識庫的建構，最主要是存放企業知識經驗法則與歷史決策

影響結果；其中企業知識經驗為決策主管歷年運用於銷售預測、存貨與

訂價之相關法則與外部相關影響因素所制定之相關法則(季節變動、經濟

因素、、、等)。本研究亦利用「中間倉儲預測模式」、銷售預測數據及

採購分析方法來制定製造過程之中間倉儲存量，使得經營人員更有彈性

而能夠降低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總而言之，本研究運用資料倉儲

之資訊、知識發現及企業的知識管理來幫助企業在瞬息萬變的交易市場

及內部流程中，提供決策者所需資訊，並支援決策制定。最後，本研究

以某知名紙業公司為實證對象，並建構系統雛型；其中，演進雛形法所

開發的系統能夠提供決策者不同的建議方案，使企業營運風險降低，與

客戶建立雙方良好關係，創造雙贏之策略模式，並進而在此新型交易模

式中推論出重要管理原則。  

摘要

(英) 

The goals of modern SCM are to reduce uncertainty and risks in the supply chain, 

thereby positively affecting inventory levels, cycle time, processes, and customer 

service. All these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profit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o 

maximize the value add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decisions 

and evaluate their potential impact. Special DSS models can determine the cost 

benefit of invest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an attempt to create value along 

the supply chain (Turban and Aronson, 2001).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ecific 

decision model for supporting the forecasting model selection along a supply 

chain. The purpose of the decision model in an intera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is to maintain the minimum inventory level of material warehouse i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n the company can obtain a lower production cost. Besides several 

forecasting models under different demand patterns and capacity tightness are 

included and simulated in the decision model of a prototype system,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a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or derived from the 

proposed decision model and its associated data warehouse. Using an empirical 

test of some famous pap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bstantial cost savings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us help to motivate trading partners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findings can also help supply chain 

managers select suitable forecasting models to improve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it can also help marketing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to increase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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