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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ERP customization 

摘要

(中)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以 SOA 建置而成的 ERP 系統如何彈性客製，以配合

商業流程的動態改變。本研究亦探討在 SOA 架構下客製系統是否能做到

「開發程式前即完成系統驗證」。 台灣的小型企業以彈性應變的特性而



生存，為配合彈性應變的需求，ERP 系統也必須能彈性客製化。SOA-ERP

可選擇需要的欄位，並依需要的流程重組服務元件，事先執行相關服務，

驗證是否可行，確認功能可滿足需求，再寫程式。這樣可以降低客製系統

專案開發承包商的風險，相對的委託人的風險也會降低，而且可以縮短開

發時間。 本研究以「新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分析完需求後，了

解新傳公司接單後即生產出貨、?有工令單及領料單、出貨時倒扣材料帳

的特殊需求，利用 SOA-ERP 系統的現成介面執行相關服務，驗證結果的

正確性。根據需求分析資料及驗證過程發現的相關 ERP 服務，將這些服

務組合成一個新的服務並設計新的介面呼叫這個新服務，就能發展客製系

統。本研究證實 SOA 確實能在程式設計前即完成系統驗證，確保將來發

展出來的系統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在 21 世紀的微利時代，良好的材料管

理，精準的成本控制，快速的市場反應一天比一天重要，唯有管理良善的

公司可以持續獲利，唯有充分運用知識經濟的公司可以永續經營。企業面

對激烈競爭，應該重建企業的科技與文化基礎，重新思考企業的策略遠

見，重新設計整個企業的價值流程。「系統要跟著管理走，而不是管理跟

著系統走。」量身訂做的 ERP 資訊系統正是幫助企業經營管理的最好工

具，合理預算下利用 SOA 以低成本客製的 ERP 系統，一定可以強化企業

的競爭優勢。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stomization of SOA-ERP 

systems to adapt to dynamic environment of various business settings. This research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early confirmation of the systems by requesting the 

services before coding the programs. Taiwanese small businesses’ survival secret 

is the flexible reaction to the dynamic changing environment. To meet dynamic 

demands and to implement flexibility to manufacturing, the needs for a tailored 

information system by customizing a packaged ERP system are becoming crucial. In 

SOA-ERP customization, users may choose the needed fields, and then rearrange 

the needed services, and execute those services to verify the system to see if it can 

satisfy the users’ requirements before the programming is started. This approach 

reduces the risk of users for their requirement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as well as 

the system providers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ime is shortened. In the case study 

at Century Furniture Company, we analyzed the requirements of its BTO (build-to-

order) business process. This unique process involves no manufacturing orders and 

pick orders on the shop floor, yet back-flushes the material inventories at all levels 

in the shipping, invoicing and delivery stage. The key is to demonstrate the system 

to the users by requesting related services even before any programming work is 

conducted. After the system verification, the user interfaces requesting exactly the 

same services are quickly programmed to ensure the users obtain the functions they 

required. In the action research at Century Furniture Company we confirmed the 

above theory. In the meager profit ag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uccessful companies 

are the cluster equipping solid material management, the superb cost control, and the 

fastest reactions to the changing market demand. The successful companies rely on 

industry competitive KM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refine manage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make profit. All enterprises facing steep competition should reconstruct 

their missions by analyzing internal culture and technology, reshape their strategies, 



and redesign their product and service value chains. The old concept of "building a 

system to follow the corporate management practice” is still valid, and there will 

not be other ways around. 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a customizable low-cost 

ERP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a reasonable budgeted SOA is the best tool for 

helping manage the enterprise. It will definitely strengthen th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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