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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資源是指企業組織及資訊系統，企業資
源管理主要是探討企業有那些資源及企業如何運
用這些資源來創造企業更大的利潤。
本研究提出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模型，來
描述透過企業組織及資訊系統所產生的企業價值
鏈。企業價值鏈中包括「主要活動」+「輔助活動」
，
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模型是一個整合模型，可表
達多重的企業觀點，它須以企業獲利為目標及客戶
需求為導向，設定公司營運目標及策略，建立企業
活動，定義每個部門所扮演的角色與部門間互動之
關係。
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模型依據六大金律：
架構階層圖 、結構元素圖、結構元素服務圖、結
構元素連結圖、結構行為合一圖、互動流程圖，逐
步地建立起企業資源管理架構。架構導向企業資源
管理模型有能力快速反應環境的變遷與挑戰，進而
化被動為主動，塑造具有靈活特性的企業架構，讓
企業簡單且迅速發現問題，順利解決問題。是故，
流程導向已退出時代的潮流，架構導向才是企業資
源管理真正的明日巨星。

關鍵字: 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模型、企業價值
鏈、六大金律
Enterprise resources includ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examines resources owned by
an enterprise and develop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an enterprise.
This
research
comes
out
with
architecture-oriente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l, abbreviated as AOERMM, to describe all
enterprise value chains occurr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in an enterprise. In a value chain, there are
“primary activities” and “supportive activities.”
AOERMM is an integrated model which is able to

present all business views. Most importantly, an
enterprise’s profit depends on its performing these
activities efficiently. AOERMM must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 and firm-strategy to build up all business
activities.
AOERMM uses six golden rules such as
architecture hierarchy diagram, structure element
diagram, structure element service diagram, structure
element connection diagram, structure behavior
coalescence diagram, and interaction flow diagram to
build up the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With AOERMM, we can easily and
quickly conquer any challenge forthcoming from the
market. Therefore, process-oriented is out of date.
Architecture-oriented is on the rise for tomorrow’s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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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論
為能協助公司管理者更快速掌握企業營運活
動，我們將使用企業架構來表達這些活動的多重關
點以及各活動間密不可分的行為關係，透過建構好
的系統模型來描述與表達企業本身，這個模型即稱
為企業架構，而企業架構整合功能之強足以描述與
表達企業所有的活動之結構及行為關係，企業一旦
對架構有了正確的認識，自然就會有正確的行為，
創造一個良性的循環，企業得以長期穩定的發展。
企業架構研究方法乃透過結構元素分解、重組
及結構元素間的互動產生的系統行為去解析作
業，將流程架構由大到小做分割為獨立模組，降低
流程的複雜度，再者透過各結構元素行為的連結，
建構成強大的企業系統 ，若將其運用在企業整體
營運之價值鏈活動上，可以給予企業創新之策略思
維，對企業架構重新思考與設計，大幅度的改善品
質、成本、速度及客戶服務等指標，而網路經濟時
代來臨及網際網路科技普及，資訊系統的突飛猛
進，ERP 高度模組化系統的導入，提供了類似企業
架構思考的工作結構，企業可用來指導企業架構的

設計，同時也無間隙整合資源，快速回應需求，使
得經營者能在全球變化迅速的市場中，隨時因應周
遭環境的結構及需求產生的變化，做出精準的判
斷，並明快的針對企業賴以生存的關鍵因素及經營
方針做調整，讓企業進而發展良好的收益結構，在
產業界取得領先地位。
二、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模型
架 構 導 向 企 業 資 源 管 理 模 型 (Study on
Architecture-Oriente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l，簡稱為 AOERMM) = (企業資源
管理所有結構元素及其彼此間關係與互動的整合
模型) 。
企業資源管理主要是探討如何透過一個好工
具企業架構來整合及管理企業的資源，策略管理討
論的企業資源指的不外乎是組織(人力)及資訊系
統，企業經由組織及資訊系統，貫穿價值鏈所有企
業活動，提升企業營運的效率及品質，因此企業需
要規劃與執行關於採購、生產、銷售、服務與內部
的作業，控制有關物流、資訊流、金流的各種活動，
進而與外界環境(供應商、客戶)及其他的企業成員
統 合 為 自 原 料 到 最 終 產 品 的 價 值 鏈 (Value
Chain) ，價值鍊每一活動為企業運用其資源，發
揮每一資源的功能，達成企業本身的運作，明確的
定義每一資源的結構及功能後，才能管理好資源間
的互動與配合。
三、AOERMM 塑模步驟
1. AOERMM 架構階層圖
系統架構藉著『架構階層圖』(Architecture
Hierarchy Diagram)來說明一 個系統的分解
與組合，在本節也將說明架構階層圖的樹狀特
性及聚合非聚合系統，透過系統之多層次的分
解與組合，可以化繁為簡，使得原本複雜的 ERM
系統變的簡單，它是一個樹狀圖，是由許多節
點組成的(Node)。

(1) 『ERM 組織』
：將企業之資源(人力、物
力、財力…)作最佳之安排使之 能相互配
合，企業內各項作業分門別類、相互連結的
形式，並藉之以達到企業所期盼之目標，它
的結構元素為企業各部門，每個結構元素有
其部門功能及服務行為。
(2) 『ERP 系統』
：ERP 是一個具有即時回應
功能與掌握企業內外部資訊的資訊系統，其
主要功能為企業用來滿足顧客所需要的資源
(涵蓋了採購、生產與配銷運籌作業所需的資
源)進行有效的整合與規劃，以擴大整體經營
績效、降低成本。
2. 結構元素圖
在一個系統裡，結構元素(Structure
Element Diagram)是其基本的組成元素， 結
構元素不會再分解出任何子系統，是一個非
聚合系統。

圖 2. 結構元素圖
(1) 『ERM 組織』: 為一個聚合子系統其結
構元素是指企業組織內的部門，有業務課、
製造課、品管課、倉庫課、採購課、財務課、
成本課、預算課。
(2) 『ERP 系統』: 為一個聚合子系統其結
構元素是指企業 ERP 系統，有銷售系統、 生
產系統、採購系統、存貨系統、財務系統、
成本系統。
3.AOERMM 結構元素服務圖
我們使用結構元素服務圖(Structure
Element Service Diagram)來題示系統所有
結構元素的服務，若要使用 ERM 結構元素
的功能，則須呼叫其服務來完成

圖 1 AOERMM 架構階層圖
AOERM 可以由上而下分解出『ERM 組織』和『ERP
系統』等子系統
圖 3. 結構元素服務圖圖

項目

4. 結構元素連結圖
一個連結(Link)和一個服務(Service)有關
係，一個連結會有兩端，這兩端都會以結構元
素型式存在，透過結構元素連結圖，ERM 結構
元素之間的溝通橋樑得以被建立起來。

圖 4. 結構元素連結圖
5. 結構行為合一圖
在結構行為合一圖內，我們同時看到結構與行為，
為達成如此效果， 結構行為合一圖會繪製出系統
所有結構元素以及外界環境，然後再將結構元素之
間以及它們和外界環境的互動一個一個繪製出
來，透過以下結構行為合一圖，繪製出 ERM 所有
結構元素與外界環境及企業內部作業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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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互動流程圖
一個系統的整體行為包括許多個別的行為，每
一個個別的行為代表系統一個情境的執行路
徑，每個執行路徑可以說就是一個互動流程
圖， 執行路徑可以說是將系統的內部細節互
動串接起來，互動流程圖強調這些串接起來的
互動之先後次序，以下我們舉 AOERMM 採購作
業互動流程圖為例說明 :
(1) 商送貨至倉庫收貨區時收整廠商或是貨運行
之送貨單、發票以及貨品之檢驗報告（若有），倉
庫課收貨人員與採購課確認發票及送貨單之採購
單號、料號以及數量資料。
(2) 若採購單號或是料號有誤，則貨物不可下
貨，立即通知採購部門於廠商進行處理，並於當日
處理完畢後，才可以下貨入庫。
(3) 依據送貨單以及發票執行數量檢查 ，若數量
與送貨單之數量不符，收貨單位應填寫短溢收確認
單，若數量與送貨單相符，則執行收貨作業。
(4) 收貨作業，將貨品移至 IQC 待檢區，並於 ERP存貨系統上建立採購收貨作業，將 SAP 系統產生之
物料文件單號繕寫於廠商送貨單上，由 ERP-存貨
系統判定此貨品是否需品檢單位審核，若需品檢單
位審核，則將送貨單送至品檢單位，依照收貨品質
檢查作業程序作業，待通過品檢後，收回以上單
據，執行 ERP-存貨入帳，當日收至 IQC 待驗區之
貨品需當日清完入庫。
(5) 每日下班前列印今日收貨清單並由各收貨負
責人簽名，並交倉庫主管核查，將送貨單、發票交
至會計單位收集。

圖 5.結構行為合一圖

表 1. 企業價值鏈各項行為

圖 7. 互動流程圖

四、架構導向與非架構導向之比較
1. 流程導向的缺點
(1) 無法清楚描述，複雜的互動行為邏輯，
很多企業在流程導向管理時，陷入了「由上
往下」或「由下往上」的單向思考，「由上
往下」的做法就是企業領導人可能隨便指派
一個人負責流程管理，但是這個人並不了解
實際的作業情況，因此設計出來的流程完全
不適用，另一種「由下往上」的做法則是交
由各部門自己去設定流程，但是個別檢討的
結果就會出現許多重複性的流程，或者流程
彼此之間無法整合。
(2) 新增需求模組，不易整合於既有系統，
市場包括消費者、客戶、供應商、技術、投
資者、政府等各方面的因素，其中任何一方
面的變化都可能轉化為對企業變革的要
求，能否管理好這些變革，尤其是重大變
革，是企業在競爭中成敗的關鍵，企業在變
革中,組織架構模組能否靈活組合運用,是
為成功關鍵因素，非架構模組之結構模型、
行為模型及資料模型各自獨立,無法整合在
一起,企業營運作業遇到需要變革時,無法
即時及靈活因應。
(3) 將結構與行分開思考，無法表達系統全
貌，非架構模組結構與行分開思考,因此在
系統運作過程中需產生大量的文件、表格的
作業來管理，卻對企業造成相當大的負擔，
而現有辦公室自動化(Office Automation)
所提供之工具，僅能支援如文件製作、表格
填寫、試算表計算等原始且個別之辦公事
務，對於整體工作狀況的掌握，較易產生困
難而使得辦公效率無法提高。

2 架構導向的優點
架構導向方法是一個整合模型，可表達多
重的企業觀點 :企業架構是以客戶需求為導
向，重新探討及研擬公司整體作業流程之架
構，並再重新檢討後訂定公司新的目標及策
略，強調以架構為導向，定義每個部門所扮演
的角色與部門間互動之關係。
結構元素間及它們與外界環境有所互動，
這些互動引出系統行為，讓結構與行為合而為
一，企業架構管理是雙向的，一方面要了解基
層的作業情形，但另一方面要從企業整體的角
度去思考，才能設計出最符合企業需求的架
構，而且事後的檢核也很重要，必須設定某些
衡量指標，分析新的架構是否有達到當初預期
的目標，針對問題進行改善，架構的建立通常
會建立一個共有的遠景，並考慮外部環境如客
戶的需求、供應商的配合及內部約束、技術限

制等，通過有條理的邏輯推理來建立企業架
構，架構包含了在架構構建過程中連接概念到
實施的工具、流程、文檔、計畫和藍圖的集合，
以架構為中心的軟體工程（Architecture
Centric Software Engineering，ACSE）是屬
於軟體開發策略構面之最佳工具，在其他先進
國家已形成風氣，並順利導引入實務界 。

3. 架構導向與非架構導向之比較
比較項目

架構式模 非架構
型
式模型

結構元素
結構觀點

●

☉

●

☉

●

X

服務提供

企業架構

行為觀點

結構元素間互動
行為

非架構式模型缺點說明
1.只有流程程序與資料流，沒有結構元素
2.因缺乏結構元素的界定，必須反覆確認需
求與資料物件

沒有整合結構與行為，模型沒有彈性，容
易因企業活動變更而導致大修改
缺乏服務呼叫的互動，無法完整串聯企業
組織之間的營運活動，更無法整合組織與
資訊系統作業

其他觀點

外界環境的聯結

●

☉

資料(訊)流

●

☉

無法表達企業與外界環境的互動關係。

資料儲存在獨立的資料庫，無法表達
系統輸入或者系統輸出之間的關係
及表達多元的資訊

● :完整描述(好)☉ :部份描述(中等) 空白描述(差)

五、結論與建議
「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活動中所設計出來
的組織管理結構是必須在組織管理結構與回饋流
程的配合下，快速反應環境的變遷與挑戰，進而化
被動為主動，也只有兩者相輔相成才能塑造出具有
靈活特性的企業架構。
企業營運最終目的在於創造最大利潤，其成功
關鍵因素一定要在核心能力上創造差異性，並且要
能以最低成本來經營，發揮本身企業的強處(能力
與資源)，因此管理即成為企業生存之要，企彼得.
杜拉克曾說 ＂企業面臨的真正挑戰，不在於技術
的變革 ，而在於技術的管理 ＂，因此若能企業架
構做為企業管理的最佳工具，則可發揮以下效益 :
1. 規範與監督企業各項活動與資料流
2. 提昇問題分析解決能力
3. 達到作業標準化及制度化功能
管理者能看清及了解整個企業架構與其間互
動關係，更能簡單且迅速發現問題癥結，進而順利
解決問題，是故，企業流程已退出時代的潮流，企
業架構才是管理界真正的閃亮巨星 , 如何設計有
效的企業架構模式，往往是經理人在新事業開發規
劃過程中面對的最大難題，藉由本研究提出企業架
構的觀念架構，並清楚解析一個能夠創造利潤的商

業模式需要具備的架構內涵，不過企業在設計商業
模式的時候，還需要跳脫主導思維的框架限制，以
及因應環境動態變化，給予商業模式實施的彈性。
企業架構是一種企業創造利潤的最佳工具，它
包含了企業組織作業及資訊系統，它以多角度的思
維來設計整個複雜龐大的系統，達到對企業營運規
劃、發展、使用、維護之功能，而企業的主導思維
架構將是決定企業架構的主要因素，主導思維是一
種組織內對於價值創造方式的共同認知，它將決定
該組織如何透過 ERP 資訊系統解析資訊，以及針對
資訊採行營運策略，通常，企業會受到原有營運模
式的限制，以致於為新流程設計企業架構時，往往
難以跳脫原有思維的框架，因此，當企業從事新產
業開發專案，應考慮成立獨立組織與企業活動，並
依此模型設計適用的 ERP 資訊系統，未來將應用如
下 :
1. 以企業架構整體的觀點，來取代個別部門或個
別企業活動的觀點 。
2. 企業要針對企業價值鏈活動增加附加價值的活
動，改善沒有價值的活動。
3. 善用企業架構之結構元素及功能的運用及目
的。
4. 運用資訊系統的功能，推動企業架構中價值鏈
的活動，使得策略性需求和，系統的效益有效
連結，資訊與決策達到共同之效益。
5. 重視外界環境的關係，以外部顧客需求為導
向。
架構導向企業資源管理確實可以實作出來
的，抱著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的理念，願推薦給
有意踏入「架構管理」領域組織或個人，讓管理觀
念的層次得以提升，管理系統更有標準依循，進而
有效創造企業的新契機，在經由前面幾個章節的說
明與比較後，深信架構式導向的建模方法將是未來
的趨勢與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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