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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之便利性及資訊科技的進步，不僅重新

再造企業既有流程，也帶給中小企業發展轉型的新契機。如何運用網際

網路來提昇工作效率，降低企業成本並掌握快速之市場變化及客戶的服

務要求，對於企業是相當重要的。 而基礎的網路建設，無論連外電路或

內部網路建置都是必需且最重要的一步。接著可藉著設立公司網站、利

用電子郵件等，跨入電子商務領域，開拓另一層事業。 本研究的目的，

是藉由問卷調查來實地了解目前中小企業網路建置情形及應用程度，進

而深入探討中小企業使用電子郵件、企業網站、內部網路等對其競爭力

的影響。並深入分析對影響企業競爭力之時間、效率、品質、服務等項



目之同意程度及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中小企業使用電子郵件、企業網站

應用及企業內部網路建置對企業競爭力確有助益，研究結果可提供中小

企業未來網路建置的具體建議及參考方向。  

摘要

(英) 

Recently, the far reaching of internet and the adva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t only renew the company''s business process, but als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to expand and transform. It is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to apply internet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business cost and 

capture rapid changing market and customer requests. The basic network 

infrastructure, out-going network connection or intranet, is a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step. Companies can also setup Corporate Web Site and email to get 

into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expand their busines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web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s of SME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email, Corporate Web Site and intranet applications to SMEs'' 

competitive capability from time, efficiency, quality, services dimension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applications of email, Corporate Web Site, and intranet 

improve SMEs'' competitive capability. The result for this study provides SMEs 

sugg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implementation on interne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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