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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產業供應鏈上的資訊傳遞是非常不透明的，所以整個產業對於市場的回應速度
很緩慢，實有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必要，但由於產業結構及資訊科技的特性，使得供
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並不容易，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收集圖書出版業者及系統供應商的
觀點，利用層級分析法（AHP）從系統特質、技術能力、組織支援及外在環境四個構面、
十六個影響因素中，找出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關鍵成功因素（CSF）
，希望
能夠提供相關業者在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時做為參考。研究結果顯示，以外在環境構面
是最為關鍵，前五大影響因素分別為：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及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
關鍵字：圖書出版業、供應鏈管理系統、層級分析法（AHP）、關鍵成功因素。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delivery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s not transparent, so their response to
the market is not efficiency. It indeed needs to initiat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but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dustry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s it difficult. This study
collects several experts＇ opinions from the books industry and the software suppliers in Taiwan
and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to find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 from
four constructs (system feature, technology ability,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ixteen impact factor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ignificant suggestions to the books firms when they initiate the SCM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stru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top five
impact factor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partners＇ relationship, the re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the request by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ners, the
ability of the project team, and the popular degree adopted by the competitors.
Keywords: books industr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

一、緒論
（一）研究背景
產業環境變得愈來愈複雜，企業為創造競爭價值並提高經營效率，紛紛導入各種資
訊系統，以目前國內產業導入資訊系統的狀況而言，仍以資料庫系統及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ERP）為主，對於供應鏈管理系統（SCM）的建置仍然較少。但由於全球化趨勢的
盛行，供應鏈管理成為近年來歐美企業中非常重要的課題，在 1995 年以後，台灣的企
業也開始面臨供應鏈管理的挑戰[13]，因此如何運用資訊科技來提升供應鏈管理的效
率，是現代企業在經營管理急需尋求解決的問題。
供應鏈管理其主要的精神在於整合上、下游供應鏈，以同步化、即時性的規劃，將
需求與市場預測、訂單、庫存、補貨、生產排程、生產規劃、運輸配送等資料加以串連
與流通，讓產銷的供需關係能夠更透明，使廠商能夠真正的了解終端市場及客戶端的需
求變化，快速的整合各項技術及資源，以期降低生產成本，提高對顧客需求的反應速度
[4]，因此對於以代工出口為主的台灣產業來說，為因應接單後生產（BTO）、依客戶指
定生產（CTO）、及原廠委託生產（OEM）等新興的業務模式，並與國際大廠維持密切
互動，供應鏈管理的施行是刻不容緩的。
在台灣供應鏈管理以往較常用於製造業或物流業，且大部份都集中在高科技產業，
台灣的傳統產業對於新科技的接受腳步較為緩慢，但並不表示無此需要。以圖書出版業
而言，其電子化的腳步是比總體大環境慢許多，當然原因除了該產業是傳統產業，其接
受新科技的能力不若高科技產業外，產業本身的結構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將於第二章文
獻探討中所說明），使得電子化工作的推行並不順利，但在時勢潮流的壓力下，不管在
商流、金流、物流或資訊流的應用及管理，都必須要有長足的進步，以因應多變的環境
及顧客需求。
經濟部商業司於 90 年邀集圖書出版業相關廠商及軟體供應商訂定圖書出版業的電
子化標準[15]，該標準的訂定是以內銷供應鏈作業應用為考量，內容包括圖書供應鏈夥
伴在進行商務交易時常用的八類文件訊息，而未來也將針對外銷供應鏈作業應用增訂相
關標準，有了政府的協助與推動，對圖書出版業的供應鏈整合會有一定的助益，但因目
前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圖書出版業者仍侷限在一些大型的書商或連鎖書店，普遍性並
不高，本研究針對圖書出版業探討其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之關鍵成功因素，可以做為日
後相關業者在建置系統時的參考方向。
（二）研究動機及目的
供應鏈 e 化整合所創造的效益是要遠大於單一企業內部整合，對於圖書出版業來說
亦不例外[18]，從圖書出版業的觀點來說，供應鏈管理所泛指的意義就是結合企業管理
方法與資訊科技技術，將上游的出版商與下游的書店或是零售通路的供應流程加以整

合，並藉由所有環節實體成員密切協調配合，使顧客獲得滿意的產品與服務，以創造所
有成員的最大利益。
導入新的科技或技術所代表的意義是原有作業方式的改變，對企業來說都會面臨相
當大的衝擊，而且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成本，可能都無法獲得預期的成效，嚴重者甚
至造成整個作業流程的癱瘓，以過去幾年企業間所盛行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導入情況
而言，雖然有成功的案例，但失敗的案例也不在少數，系統導入的成敗對企業來說可謂
影響甚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是屬於企業內部資源整合的解決方案，而供應鏈管理系統
是屬於組織內外整合的解決方案，其導入的成本、困難度與複雜度比起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來說是有過之而無不及，因此也降低企業導入的意願，但以目前的趨勢而言，若企業
想在所處產業獲得競爭優勢，企業間的結盟整合或是協同商務都有其必要性，企業可藉
由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有效的將上下游廠商整合在一起，並且藉由網路及資訊科技
的發展，形成一個最佳的網狀整合模式。
有鑑於供應鏈管理系統導入所產生的綜效，能夠強化圖書版產業的競爭力，並且可
對整個產業的運作提供最佳的管理，本研究深刻的體認其重要性，但如前述所言資訊系
統的導入是項費時費力的耗大工程，所有環節都緊緊相扣，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1、確認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關鍵成功因素，並利用層級分析法找出
各因素的影響權重，提供企業參考。
2、分別從供應鏈成員及系統供應商的角度分析各別所重視因素的差異，並提供其
管理上的建議。
本研究預期的貢獻是希望能夠藉由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及分析結果，協助尚未進行
供應鏈管理系統導入的圖書出版業者減低導入系統時的阻礙，順利的導入系統，並藉由
系統的導入讓整個產業的供應鏈運作能夠更順暢，資訊的傳遞能夠更即時透明。

二、文獻探討
（一）圖書出版業現況
傳統的圖書出版業的運作模式存在許多缺乏效率極待突破之處[20]，出版社、通路
商及書店間的資訊流通，並無法讓上游的出版社及通路商在短時間之內瞭解一本書實際
的銷售數字，只能從書店要求補貨的頻率去判斷一本書賣得好不好，這對於出版社或是
通路商來說都增加其存貨或者是銷售損失的壓力。一般而言，目前整個圖書出版業的供
應體系，仍然無法做到「動態補書」
，其原因正是因為銷售資訊在整個供應鏈上不透明，
以至於整個產業對於市場反應不夠敏捷。
由供應鏈的角度探討圖書出版業之上下游關係，可區分為供應端業者與需求端業者
分析現行供應端業者與需求端業者間的交易型態，可將供應鏈類型歸為直銷型供應鏈及
非直銷型供應鏈二類[15]，前者指出版社不經任何中間商，直接將商品售予市場消費者，
後者指出版社經由中間商的協助，將商品售予市場消費者。其供應鏈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書出版業金應鏈內的上中下游業者眾多，因此無論在供應端業者或是需求端業
者，在交易對象的選擇上，都有相當大的自由度，以致圖書業者間的供應鏈關係不像資
訊電子業嚴密，但整體說來，圖書業市場是一買方市場，需求端業者較居強勢地位，以
店鋪門市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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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書出版業供應鏈關係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商業司，90 年 11 月
目前圖書出版業的供應鏈中大型的連鎖書局及大型經銷商仍是整個供應體系的關
鍵，以現有的狀況而言，若想讓整體的圖書出版業產業素質提升，能夠建立有效的供應
策略，大型連鎖書局及大型經銷商應扮演一關鍵性的角色。
（二）供應鏈
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SCC）對供應鏈所下的定義為[30]：包含一切
有關生產至運送最終產品或服務到客戶手中的活動，整個活動的成員涵蓋從最初的供應
商到最終的消費者。供應鏈管理則是涵蓋生產與配送最終產品所作的努力，其對象從供
應商到顧客，其目的在透過順暢、及時的資訊流動，以及鏈上所有成員之間密切的協調
配合，使顧客獲得滿意的產品與服務，廠商獲得應有的利潤並且健康地成長。
該協會並提出供應鏈作業參考模式（SCOR）[30]，將供應鏈相關活動流程區分為四
個基本的功能模組：規劃（Plan）、採購（Source）、製造（Make）及配銷（Deliver）。此
四種基本供應鏈活動，連結許多上下游企業參與在一共同的供應鏈鏈結關係。一企業的
產品遞送活動形成另一企業的材料供應來源取得活動，因此各自企業在同一供應鏈內善
盡其相關加值活動，以創造整體供應鏈活動價值。
由於供應鏈管理的複雜，所以目前企業大都會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來協助供應鏈管
理活動的進行，在資訊系統的建置方面，則由於企業經營環境愈來愈複雜且變動性也日
益增加，需求快速反應的結果，在客戶需求導向的市場競爭中，愈需要發展一套有效的
資訊系統，以提升作業效率及反應速度，並提供相關資訊，以供管理者決策使用。供應
鏈的基本關係是建立在客戶、供應商間，彼此的即時資訊交換，以增加供應鏈的運作。
此外，資訊在供應鏈中的流通是很重要的，因此，企業在建置供應鏈系統時，應該
要發展一套可以克服跨組織間有關物流、金流及資訊流的資訊同步傳遞問題的系統[8]。
供應鏈資訊系統模式，如圖 2，透過網際網路或是商際網路讓供應鏈資訊系統與企業內
外部的資訊系統相連接，可使供應鏈上的資訊分享更即時，達成資源共享的目的，並且
降低各項的作業成本。資訊系統是供應鏈作業中非常重要的構成因素之一，從作業面、
規劃管理乃至企業策略的擬定，每個階段都需要資訊系統提供參考決策的資訊，在供應
鏈中有關決策資訊項目主要為存貨、運輸及設施三大部分，藉由資訊系統所提供的資
訊，可使得整體決策活動達到供應鏈的最大利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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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供應鏈資訊系統模式
資料來源：John T. Mentze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p. 293.
由於外部環境變化快速，很多企業開始改變其資訊策略，資訊系統的建置不再由內
部的資訊部門設計發展，而開始採用外包的方式，向軟體供應商購買現成的套裝軟體，
以降成本及系統的導入時間。以目前市場上現有之供應鏈解方案，可以分成兩大類[1]：
1、規劃面—供應鏈規劃解決方案（supply chain planning，SCP）
主要是因應企業供應鏈管理中的規劃作業，如：市場供應量需求的預測與掌握、與
上游供應商的協調及生產規劃管理等。
2、執行面—供應鏈執行解決方案（supply chain execution，SCE）
主要功能是在因應如何在供應鏈實際運作時，讓相關作業與流程做到最佳化，如：
供貨的運送管理、庫存管理與訂購管理等。
以目前國內的現況而言，導入 SCM 的企業多偏重於 SCP 的部分，其中尤以生產排
程部份最受業界青睞，吸引許多業者競相投入相關模組的生產，在 SCE 方面則由於國內
物流環境尚未成熟、專業化，相關人員、技術及供應鏈上下游成員間的信賴問題尚未解
決，故仍屬於萌芽階段[12]。就 SCM 解決方案未來趨勢而言，以網路架構為基礎的解決
方案會逐漸受到重視，解決方案的協同性及延伸性是企業在採用時所考量的重要因素，
而企業對其相關加服務的需求也會日益提升，SCE 的市場也會較 SCP 的市場成長快速
[1]。
（四）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 或 key success factors；KSF），是 Daniel
在 1961 年於「管理資訊危機（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一文中首次提出[59]，他
認為一個企業的資訊系統必須要根據產業的成功要素來做區別與選擇，大部份的產業都
具有三到六個決定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如果一家企業想要獲得成功，則必須在這些要
素上表現傑出。
2、關鍵成功因素之確認方法
關鍵成功因素可能來自不同的構面，且在不同的產業或是不同的時空背景下會有不

同的關鍵成功因素產生，因此，企業該如何確認其關鍵成功因素為何？過去有許多學者
針對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方式提出一些想法，但大都屬於理論過程的推導，在實證研究
上亦可利用一些統計方法來做確認，根據何雍慶的研究指出，較常使用的統計方式有下
列四種[6]：
1、迴歸分析法
2、因素分析法
3、德菲法（Delphi）
4、層級分析法（AHP）
本研究將採用層級分析法做為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方法。
（五）導入創新科技影響因素
資訊系統的實施與建置是個複雜的過程，牽涉到許多人、許多部門，也受到許多不
同層次因素的影響。過去有許多學者對於資訊系統的建置提出了不同的觀點
[2,3,5,7,10-12,16-17,21-23,26-30]。
綜合相關研究，本研究將從系統特質、組織支援、技術能力及外在環境四個構面進
行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鍊管理系統關鍵因素之探討。
1、系統特質：由研究文獻發現，因目前企業所採用的系統多為市售的套裝軟體，
並非客製化的系統，故與原有組織流程的配適與否，就顯得非常重要，若與原有的流程
配適度不佳時，則必須要花費額外的人力、時間來做修改，增加導入的成本與困難度，
此外新系統導入組織時，也必須考量其與現有系統間的整合程度，以供應鏈系統而言，
若組織先前已導入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
，則必須要考慮二者間的連結與整合，另外
就系統本身而言，其設計是否具有彈性，也影響系統建置的成敗，是故本研究的系統特
質構面將採用以下四個準則做為評估的依據：
（1）與現有供應鏈流程的配適
（2）與現有資訊系統的整合
（3）導入的時間與成本
（4）系統設計能因應動態環境變化
2、組織支援：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在創新科技建置與導入的相關文獻中都獲
得一致的肯定，由於任何新科技的導入，乃意味舊有流程或是作業方式的改變，對於使
用者而言，難免會產生抗拒的心理，因此若由高階主管由上而下的宣導並給予強有力的
支援，則可讓新科技的推動較為順利，此外組織若能給予適當的財務支援，或是充份的
教育訓練，將可讓組織成員的參與度提高。新科技的建置或導入，並非各部間各自為政
的，組織內應當成立一個專責負責的小組，負責溝通、協調及規劃的工作，才不會讓整
個專案的推動像是多頭馬車，無所適從。是故本研究的組織支援構面，將採用以下四個
準則做為評估的依據：
（1）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2）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
（3）組織能提供充分的資源
（4）組織成員的認知與參與
3、技術能力：在技術支援方面，一般文獻認為企業在評估要導入哪一家的解決方
案時，會先考慮該供應商的能力，包括協調能力及其所提供的技術支援等，Gatignon 和

Robertson[22]認為當系統供應商和顧客間有高度的依存關係時，彼此間的協調與「鎖住
效應」（lock-in effect）會比較大，而技術支援則是供應商所承諾的購後服務。此外，像
SCM、ERP 或是 CRM 等系統，其導入的因難性及複雜度均高，故需要有熟悉導入過程
的顧問從旁協助，在大部份的狀況而言軟體供應商與顧問公司可能分屬不同的企業，因
此，顧問公司的能力、對專案或系統的熟悉度，都會影響系統導入的成敗。另外，以 SCM
的特質而言是屬於跨組織的資訊系統，所以在建置時不僅要考量組織本身資訊化的程
度，對於供應鏈夥伴的資訊程度，也應有所考量。是故本研究的技術能力構面，將採用
以下四個準則做為評估的依據：
（1）軟體供應商的技術支援
（2）軟體供應商的協調能力
（3）顧問公司的參與
（4）組織本身及上下游廠商的資訊化程度
4、外在環境：供應鏈的精神是將上下游供應鏈上的夥伴加以整合，彼此分享資訊
及技術，因此對於夥伴間信任關係的建立，在供應鏈的相關文獻中都認為是重要的因素
之一，而供應鏈系統的導入，通常是由供應鏈中強勢成員所主導，此舉對於供應鏈系統
的建置與否有決定性的影響，另外，政府政策的制定也有助於企業 e 化的腳步。是故本
研究的外在環境構面，將採用以下四個準則做為評估的依據：
（1）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
（2）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
（3）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
（4）政府與公會的推動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確立研究問題及研究對象，並針對企業導入新科技及關鍵成功因素兩個
方面的議題收集相關文獻，將影響新科技導入之因素予以羅列，由於國內外學者所提出
之影響新科技導入的因素相當的多，考慮層級分析法之理論限制，最底層的因素限制最
好不要超過 30 個，以免影響受測者的填答意願，故本研究在經過歸納整理，並請教數
位專家學者後，針對初步所提之層級架構及評估因素做修改及篩選，確立本研究後續之
研究架構。本研究將從系統特質、技術能力、組織支援及外在環境四個構面來探討「圖
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影響因素，如圖 3 所示。
系統特質

技術能力

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
理系統之關鍵成功因素
組織支援

外在環境
圖 3 影響圖書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成敗之構面

在上述四個構面之下，分別整理出四個評估準則，並利用層級分析法建構出層級結
構，如附錄一。
（二）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乃利用層級分析法做為關鍵成功因素確認之資料分析方法，層級分析法是
1971 年由 Thomas L. Saaty 發展出來的決策方法，主要應用在不確定情況的多目標決策問
題上。其基本概念是將所要解決的問題予以結構化的分解成若干個層級，每個層級中包
含數個元素，每個元素間被假設是獨立的，元素間要進行兩兩的成對比較形成正倒值矩
陣以求得元素的權重值，其評估尺度是以 1-9 的衡量值做為評估者評定元素優先偏好及
強度的依據。在進行成對比較時，元素間的偏好及強度必須要滿足遞移性，但具完全遞
移性有其困難度，故允許不具遞移的存在，此時須做一致性檢定，根據 Saaty 的建議，
認為一致性指標（C.I.）及一致性比率（C.R.）值最好能小於等於 0.1。
由於層級分析法的計算過程繁複，故市面上有多套根據層級分析法的概念所發展出
來的軟體，Ossadnik 和 Lange[31]的針對 AutoMan、ECPro 及 HIPRE 3+三套層級分析法軟
體在圖形化顯示、特定 AHP 程序的轉換、層級元素數目、敏感性分析的提供、易學性、
調整問題結構、輔助配備、操作指令的理解、輔助及錯誤訊息說明、個別畫面顯示及初
始投資等 12 個項目所做的評估，所得到的結論為 ECPro＞AutoMan＞HIPRE 3+，故本研
究擬採用 ECPro 為問卷回收後進行分析的應用軟體。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根據文獻及專家意見建構出因素層級圖，並根據因素層級圖發展出 AHP 專
家問卷，本問卷分成二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問卷的主要內容，利用 AHP 層級分析法進
行各層因素兩兩間的重要性比較，根據 AHP 的評量尺度分別賦予 1，3，5，7，9 的衡量
值，另外介於五個基本評量尺度間有四個等級則賦予 2，4，6，8 的衡量值，靠左的尺
度代表左邊因素較右邊因素重要，靠右的尺度則代表右邊因素較左邊重要，如圖 3-2 所
示，第二部份則為受訪企業及專家的資料，內容包括任職部門、職稱及該受企業導入供
應鏈管理系統的狀況。
（四）資料收集與問卷回收
本研究的資料收集分成二大部份，第一部份為次級資料收集，第二部份為問卷資料
收集，次級資料收級的目的乃為建立 AHP 的層級架構，收集的範圍包括國內外已發表
的期刊及論文、產業研究報告及政府機關所發表的資料，在問卷調查方面資料收集的對
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說明：
1、受測對象的界定
在第一章的研究限制中提到，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圖書出版業供應鏈中各個
階層的夥伴，包括出版社、經銷商、物流公司及門市店舖和專業的軟體供應商及顧問公
司，故在以下的考量下，本研究不採隨機抽樣的方式，而以立意抽樣的方式來決定本研
究的受測對象，其原因有三：
（1）台灣地區圖書出版業供應鏈的成員從上游的出版商到下游的書店或零售通路
為數眾多，故無法正確的界定其母體的範圍，也就無法施以隨機抽樣。
（2）由於供應鏈管理系統本身即為一跨組織的資訊系統，其建置過程複雜，必須

要由在供應鏈體系中具有一定規模及影響力的成員來促成，非一般小型出版社或是門市
店舖的能力可以為之，故若以隨機抽樣其研究結果可能會出現偏差。
（3）AHP 問卷與一般的問卷不同，其受測對象必須要為某一領域專家，故不適合
以隨機抽樣的方式來取得樣本。
所謂的立意抽樣起因於在各方面資源有限的態勢下，想對整個母體做全查，有執行
上的困難，故不依隨機原則抽出樣本，而由母體中選取部份具有典型代表樣本。本研究
中所選擇的典型代表樣本則以參與經濟部商業司「圖書出版業 XML 電子化標準」制定
之成員為主，加上未在成員名單中，但是是目前圖書出版業中主流的出版社或是網路書
店。
2、問卷的回收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針對名單中的業者先以電話詢問協助問卷填答的意願，藉以
提高問卷的回收率，問卷共發出三十五份，回收十五份，其中有效問卷共十二份，有效
回收率為 34.29%，本研究係採 AHP 層級分析法，利用層級問卷的方式訪談該領域的專
家，故在本研究中所設定的填答專家必須要為相關部門的主管或是工程師、專員。

四、研究結果分析
1、四個構面之評估結果
此層構面是依據系統特質、技術能力、組織支援及外在環境等四個構面來探討其對
於圖書出版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重要性，其相對權重如表 1，其 C.I.值為 0.05，C.R.
值為 0.06，其一致性均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
表 1 四個構面及其因素相對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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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構面準則的評估結果
此部份以第一層的四個構面為衡量基準，分別依此四構面，針對其所包含的準則做
評估，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1）系統特質
此部份是以系統特質為衡量構面，針對底層涵蓋的評估因素做成對比較，其底層所包含
的評估因素有：與現有供應鏈流程的配適、與現有資訊系統的整合、導入的時間與成本

及系統設計能因應動態環境變化等四項，其相對權重如表 4-1，其 C.I.值為 0.02，C.R.值
為 0.02，其一致性均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以系統
特質而言，最重要的二個因素分別為：與現有供應鏈流程的配適（0.371）及與現有資訊
系統的整合（0.305）。
（2）技術能力
此部份是以技術能力為衡量構面，針對底層涵蓋的評估因素做成對比較，其底層所
包含的評估因素有：軟體供應商的技術支援、軟體供應商的協調能力、顧問公司的參與
及組織本身及上下游廠商資訊化程度等四項，其相對權重如表 4-1，其 C.I.值為 0.04，C.R.
值為 0.04，其一致性均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以技
術能力而言，最重要的二個因素分別為：組織本身及上下游廠商資訊化程度（0.504）及
軟體供應商的協調能力（0.23）。
（3）組織支援
此部份是以組織支援為衡量構面，針對底層涵蓋的評估因素做成對比較，其底層所
包含的評估因素有：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組織能提供充
份的資源及組統成員的認知與參與等四項，其相對權重如表 4-1，其 C.I.值為 0.00，C.R.
值為 0.00，均具完全一致性。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以組織支援而言，最重要
的二個因素分別為：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0.436）及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0.237）
。
（4）外在環境
此部份是以外在環境為衡量構面，針對底層涵蓋的評估因素做成對比較，其底層所
包含的評估因素有：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供應鏈夥伴關係
的建立及政府與公會的推動等四項，其相對權重如表 4-1，其 C.I.值為 0.02，C.R.值為 0.02，
其一致性均在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以外在環山而
言，最重要的二個因素分別為：與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0.393）及上下游廠商要求導
入系統（0.302）。
4、整體層級之評估結果
此部份將整個層級之最底層因素予以評估，其計算方式是以該因素之權重乘上其上
層構面所佔之權重，所得之每個因素的相對權重如表 4-1，而整體層級之 C.I.值為 0.03。
以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五個因素分別為：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0.153）、
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0.147）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0.118）
、組織內部專責小組
的能力（0.08）及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0.074）。
5、研究結果彙總
根據資料處理分析的結果，本節將從整體層級與各別構面、圖書出版業供應鏈成員
與系統供應商考量因素之差異二個方向來探討研究意涵。
（1）整體層級
本研究分別從系統特質、技術能力、組織支援及外在環境等四個構面來探討影響圖
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之關鍵成功因素，根據問卷分析結果，此四個構面中，以
外在環境的構面是最關鍵的，圖書出版業的產業特性不像高科技產業，在面對新的科技
或技術時會採取比較保留的態度，而所著重的問題也並非在系統或技術層面，反而深受
外在的趨力所影響，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也有提及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有其

必要性，但卻存在導入障礙的原因並非來自於出版社、經銷商或是通路商，而是整體產
業結構的問題，因此，供應鏈管理系統要能成功的運作於圖書出版業，勢必整個產業供
應鏈的成員都要有所共識。
其次，在所有評估的因素中前五大關鍵因素為：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高階主管
的認知與支持、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同業採用的普遍
程度，分別說明如下：
1 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
○
曾煥釗[14]指出，雖然現在在市面上有許多供應鏈的應用軟體，但一個企業要成功
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其最大的障礙是供應鏈夥伴間缺乏信任，如果供應商和客戶之間
沒有建立良好的互信關係，資訊無法透明傳遞，供應鏈就無法建立起來，所以，當企業
要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時，對於其與夥伴間的關係維護、目標政策的訂定或是資訊與利
益的共享都應該要先做通盤的考量。
2 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
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就如同其它新科技或技術的導入一樣，會改變既有的作業流
程，產生人員的抗拒，而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程度的高低，則會影響企業內部對新科
技的接受意願，尤其高階主管若能強力推動，由上而下作一貫性的宣導，讓企業內部人
員了解公司推動新科技的決心，及其可能帶來的效益，將可減少導入時可能會面臨的阻
礙，有助於公司政策的制定與執行。
3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
○
供應鏈管理系統在本質是乃是屬於跨組織資訊系統（IOS）
，各類資訊所涉及的對象
眾多且繁雜，當企業的交易對象為強勢的買方或賣方，其有意要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
同樣的也會要求其它夥伴的配合，在這樣的壓力下，弱勢的企業為求生存或是維持彼此
間的合作關係，乃會因應交易夥伴的要求，導入相同的供應鏈管理系統，以利未來彼此
間交易的進行。
4 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
○
一般而言，企業在導入新的科技或技術時組織內部都會成立專案小組負責統籌規劃
整個導入事宜及各部門協調連繫的工作，因此，該小組成員必須具備相當的流程改造認
知、變革管理及溝通能力，否則容易導致整個專案的失敗。
5 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
○
對圖書出版業這個傳統產業而言，可能由於缺乏創新突破的企業特質，故對於新科
技或技術的導入會採取觀望的態度，先看看同業導入的狀況及其效益，再決定是否跟
進，因此，同業採用的普及度會影響到企業導入系統的意願及企業導入系統的積極態度。
（2）各別構面
依據不同的影響構面其關鍵因素分別探討如下：
1 以系統特質構面而言，能與現有供應鏈流程配合是重要的
○
目前市售的供應鏈管理系統大都為套裝軟體，其系統功能未必能夠完全符合各家公
司的需求，所以，以新系統導入來說，勢必在系統或是既有工作流程之中要則一修改，
有研究指出，若新系統的功能、流程與舊有的工作流程配適度高，則可減少修改的幅度，
降低導入失敗的可能性。
2 以技術能力構面而言，組織本身及上下游廠商資訊化程度是重要的
○

供應鏈管理系統所處理的問題並非僅侷限於單一組織內部，其建置的困難度與複雜
度遠大於組織內的其它資訊系統，所以要能夠成功的導入，組織本身以及上下游廠商內
部的資訊基礎建設一定要十分完善，才可降低導入失敗的風險。
3 以組織支援構面而言，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是重要的
○
如前所述，高階主管必須要對新科技或是新技術的引進有一定的認知，並且給予全
力的支援，才能夠讓整個推動過程順利，減少推動阻力。
4 以外在環境構面而言，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是重要的
○
供應鏈管理系統不像其它的資訊系統，其所牽涉的成員是很多的，因此成員間必須
要有一定的認知，才能夠讓系統建置順利，並且產生一定的效益，若是無法取得成員間
的共識，則會提高導入失敗的風險。
（3）圖書出版業之供應鏈成員與系統供應商考量因素之差異
從問卷結果發現圖書出版業之供應鏈成員與系統供應商因為立場不同，因此對供應
鏈管理系統導入之關鍵成功因素也有一些不同的看法，差異之處大致而言是所認定的重
要性優先順序不同，整理如表 2、表 3：
表 2 圖書出版業之供應鏈成員與系統供應商考量構面之差異
供應鏈成員

次序

系統供應商

外在環境

1

組織支援

組織支援

2

外在環境

系統特質

3

系統特質

技術能力

4

技術能力

表 3 圖書出版業之供應鏈成員與系統供應商前五大考量因素之差異
供應鏈成員

次序

系統供應商

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

1

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

2

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

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3

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

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

4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

與現有供應鏈流程的配適

5

與現有供應鏈流程的配適

以圖書出版業供應鏈成員的角度來看，前五大因素屬於外在環境構面的有三個，而
從系統業者的角度來看，前五大因素屬於組織支援構面的有三個，由此也呼應各自對於
構面重要性的優先順序看法的不同；對系統供應商而言，因為他們是屬於供應鏈管理系
統產品的提供者，與供應鏈成員間是供應商與客戶的依存關係，所以考量的重點會傾向
購買產品的客戶是否能夠提供充份的資源或支援與系統供應商配合，減少導入的障礙，
但從圖書出版業者的角度來看，導入系統所必須要承擔的風險太大，所以除非有迫切的
必要，否則不會輕易的改變，但這迫切的必要性，通常不是來自於組織內部，而是受到
外部壓力所致，因此，外在因素對業者來說一方面是種壓力，一方面也是種激勵，可以
刺激他們以積極的態度來面對新科技或是新技術。

五、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在 ERP 的熱潮消退之後，SCM 在近幾年來開始逐漸形成一股風氣，一般而言，只
要產品生命週期短、變化快速，市場對於速度及成本需求敏感的產業及需要上下游廠商
密切協調整合的產業，都必須要導入供應鏈管理[13]。因為 SCM 導入的複雜性與困難度
比 ERP 高得多，所以常讓許多企業裹足不前，但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卻能為企業帶來
跨組織資訊整合的綜效。
有鑑於目前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業者並不多，且圖書出版業為一傳統
產業，對新科技的接受度及敏感度不像高科技產業，在資訊系統的導入及建置經驗也不
是非常豐富，故本研究希望能夠藉由量化的分析方法，找出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
系統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最後的研究結果發現圖書出版業受到傳統產業保守特質的影
響，反應在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上，必須藉由交易夥伴或是同業競爭者的刺激，才會
激發其導入系統的意願，進而影響到系統建置的成敗。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認為影響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最重要的構面為
外在環境，前五大關鍵因素分別為：供應鏈夥伴關係的建立、高階主管的認知與支持、
上下游廠商要求導入系統、組織內部專責小組的能力及同業採用的普遍程度。
（二）建議
本節將根據研究結果，對圖書出版業者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以供參考。
針對圖書出版業者的建議如下：
1、與交易夥伴間建立良好與互信的關係
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由於所牽涉的範圍及層面並不僅侷限在單一組織，故組織
間資訊的流通與傳遞是很重要的，要能夠讓組織願意將訊息適時、適當的分享。所以，
積極建立維護與交易夥伴間的良好互動關係，除了對既有的商業交易行為有正面的意義
外，對於供應鏈管理系統的導入也有一股助力，當然任何一種新科技的實行也是有賴相
關成員的全力配合。
2、企業文化的積極創新
對圖書出版業者而言保守觀望的企業特質可能會降低系統導入失敗的風險，但相反
的也會失去搶得先機的機會，故適時的創新與積極的態度，將有助於企業的變革，而企
業文化的積極創新可從管理者與組織成員的認知態度二個方面來做評估。
對於後續研究者的建議，可分為以下二點：
1、本研究因限於層級分析法對於影響因素個數的限制，故所羅列的因素可能會有
所疏漏，且本研究是屬於量的研究，近年來質的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且隨著導入供應
鏈管理系統的業者增加，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採用其它的研究方法，例如：個案探討，也
許會有不同的研究發現。
2、本研究僅在探討圖書出版業導入供應鏈管理系統的成功因素，對於後半段供應
鏈管理系統是否成功並未加以討論，後續的研究者可以針對圖書出版業者導入供應鏈管
理系統的效能評估部分發展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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