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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了解公司的 

               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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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領導策略、差異策略、集中策略… 



您也了解公司的 

            資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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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lignment Model 

5 戰略一致性模型- MBA智库百科， http://wiki.mbalib.com/zh-

tw/%E6%88%98%E7%95%A5%E4%B8%80%E8%87%B4%E6%80%A7%E6%A8%A1%E5%9E%8B  

Venkatraman, N; Henderson, J; and Oldach, S. (1993), “Continuous Strategic Alignment: Exploi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for 

Competitive Succes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1(2), pp. 139–149. 

Strategy execu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Competitive Potential 

Servi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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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系統   第一篇：管理篇   Chapter 2   瞄準目標：企業策略規劃 

McFarlan策略方格 

工廠型 策略型 

支援型 扭轉型 

未來規劃中之資訊系統對策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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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管理上重要的議題 

• 為什麼需要資訊系統？ 

• 當代資訊系統應用的模式 

• 未來經營--以資訊為導向 

• 管理者面臨資訊年代的挑戰 

• 學習如何運用資訊系統：新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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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企業： 

資訊為導向的企業 



資訊導向與企業績效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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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球EMBA名師開講《資訊管理篇》 



未來經營--以資訊為導向 

• 今日表現良好的企業與其他企業的差異點就在

於有效地運用資訊的能力與作為 

• 以資訊為導向的管理階層評量績效的依據 

• 未來績效最佳的企業將是： 

–管理階層把資訊發展和成功視為同等重要

的企業 

– 可以運用資訊科技有效地處理資訊和知

識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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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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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data-driven-innovation.htm


企業資訊整合 

13 
叡揚資訊，http://www.gss.com.tw/index.php/focus/eis/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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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營運相關知識來源 

• 業務知識：由ERP等業務系統所生成和管理。  

• 員工知識：員工個人技能、知識潛力、工作經驗、工作記錄。  

• 流程知識：將知識嵌入業務流程之中，在關鍵環節能有專家知識支持。  

• 組織記憶：記錄現有經驗以備將來之用。包括知識庫、案例庫、最佳實踐

庫和歷史檔案等。  

• 客戶知識：通過客戶關係發展深層知識，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以此贏得

更多客戶。  

• 產品和服務知識：產品中要有知識含量，圍繞產品提供知識密集服務。  

• 關係知識：提高跨領域的知識流動，比如利用與供應商、客戶以及雇員的

關係等。  

• 知識資產：智慧型資本/專利和無形知識產權，控制其發展和利用。  

• 外部情報：從Internet、外部專家等渠道從企業外部收集到的知識和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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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運用資訊系統：新的挑戰 
-- 從組織運用資訊系統架構… 

顧
客 

資訊科技 

企業策略 

客戶關係管理 
CRM 

供應鍊管理 
SCM 

企業資源規劃 
ERP 

電子商務(EC) 

電子商業 

知識管理(KM) 

企業智慧(BI) 

供
應
商 

挑戰1, 2 

挑戰3 

挑戰4 

挑戰5 

15 



管理者面臨資訊年代的挑戰 

• 挑戰1：經營策略的挑戰 
– STRATEGIC: COMPETITIVE & EFFECTIVE 

• 挑戰2：全球化經濟的挑戰 
–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INFO 

• 挑戰3：資訊運用策略的挑戰 
– INFO ARCHITECTURE: SUPPORT GOALS 

• 挑戰4：資訊系統投資效益的挑戰 
– INVESTMENT: VALUE OF INFORMATION 

• 挑戰5：資訊系統責任及控制的挑戰 
– RESPONSIBILITY & CONTRO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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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3知識管理類技術服務登錄 

• 8. 顧客知識管理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建立組織與顧客的連結，蒐集顧客及市
場資訊，進行系統化之整理與分析以建 
立顧客知識庫，據以協助制訂經營管理
決策，並提供令顧客滿意之產品或服務，
以加強與顧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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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知識管理：個人化精準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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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知識涵義 

• 客戶的知識(Knowledge of customers)，
如誰是企業的客戶，他們需要什麼; 

• 關於客戶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customers)，如客戶的特徵、困難和觀點，
交易歷史，以及再次光顧本企業的可能性; 

• 有關客戶環境的知識與觀點，以及客戶的
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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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CMMI對組織的影響-以資訊整
合個案公司為例 

「專案名稱」、「負責人」、「受託部門」、「委託部門」、
「專案開始」、「專案結束」、「專案週期」、「專案工作天」、
「人力」、「時程比」、「預估時數」、「實際時數」、「差異
時數」、「執行率(%)」、「完工百分比(%)」、「差異比(%)」、
「專案類型」、「客戶」、「專案金額」 

個案公司導入CMMI前，「負責人」的差異對「執行率」、
「人力」、「時程比」、「差異比」皆造成顯著的影響，
表示專案的成敗將因人而異。 

「負責人」對「差異比」未造成顯著影響，表示個案公司
導入CMMI中時每個專案「負責人」己對專案的完工的控
制有了顯著的改善。 

「負責人」的差異對「執行率」、「人力」、「時程比」
、「差異比」皆未造成顯著的影響，表示個案公司在導入
CMMI後，每位「負責人」皆遵循的相同的CMMI流程步
驟執行專案管理。  

導入前 導入中 導入後 合計 
專案數 386 178 104 668 

謝文川、蕭瑞祥，｢導入CMMI對組織的影響-以資訊整合個案公司為例｣，2009 

叢集1 叢集2 叢集3 叢集4 叢集5 
專案數 197 175 156 80 60 
比例 29.49% 26.20% 23.35% 11.98%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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