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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業流程定義了企業生存所需進行的活動，攸
關整體事業營運的效率，因此如何建構最佳化的事
業流程，以及如何在企業內有效整合，是發展企業
架構時的重要課題之一。過去傳統事業流程整合的
作法所碰到的最大問題是，由於事業流程以活動為
中心，聚焦於描述不同角色所進行之活動與其間的
關係過程，因此當流程交錯複雜時，散落在各個流
程內的活動之關聯性難以透過人力識別，事業流程
的調整與維護便成了令人頭痛的夢靨。
因此，本論文提出以事業物件來協助事業流程
整合，將事業資料或實體組成的事業物件，當成是
流程整合的主要依據，整理每一個事業活動所產出
或更新的某一事業物件，並建立列表，透過事業物
件列表便可在事業流程中串聯相關之事業活動，不
論是同一流程內處理同一事業物件，或是跨流程間
處理相關的事業物件，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比對整
合，建立彼此之關聯性，進而使事業流程之間的整
合關係清楚明瞭的被記錄下來，降低事業流程與維
護的複雜度。
關鍵詞：事業流程(business process)、事業物件
(business artifact)、流程整合(process integration)
一、 簡介
由於現今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業務內容和事
業流程越來越繁複，使事業流程的管理在企業中扮
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流程管理往往面臨的
共同問題之一，是流程與流程之間、甚至於流程內
跨部門或業務單位的溝通介面存在大量衝突，難以
整合，且由於事業流程以活動為中心，聚焦於描述
不同角色所進行之活動與其間的關係過程，因此當
流程交錯複雜時，散落在各個流程內的活動之關聯
性難以透過人力識別，事業流程的調整與維護便成
了令人頭痛的夢靨。此外，事業流程管理的不同階
段如塑模、優化、再造，常需要資訊、活動或流程
的比對，如何結合共同目標或關係的資料，及如何
在不影響流程一致性的情況下降低流程冗餘，是許
多過往研究都試圖解決的問題。
Dongen et al. [4]提出幾種過去用來支援流程優
化的方式：
1.
相似的模型以及相對應的事業營運過程可以
被整合進同一個流程中，這不只是包括可以

重構資料庫模型，也可以促進事業營運過程
的合併。
2.
部分 ERP 系統提供者可自動比對企業流程，
使企業可以更容易決定哪些現有的軟體套裝
適合他們的事業營運。
3.
企業可以使用相似度測量來識別特定的流程
分支，找出那些在企業內部的模型中被定義
但不再被使用的流程。
Dongen et al. 更 提 出 因 果 足 跡 (causal
footprints)用來表示流程意圖與行為，因果足跡是
一種描述流程執行的方法，透過此方法分析出兩個
流程被描述的節點與節點之執行流向關係，來擷取
流程執行的行為。當流程模型可以清楚的被描述並
了解，就可以來比較其兩個流程在向量模型中的相
似程度。
Mendling et al. [3]提出視點整合的企業流程設
計，首先要找出企業內部各個不同的流程模型與活
動之間的語意與關聯性，接著定義一個合併操作來
整合這些輸入的流程模型，產出一個整合的流程模
型，最後識別出簡化的規則，透過簡化得出最後的
整合流程模型。視圖整合除了協助流程整合、追蹤
流程的脈絡之外，甚至可支援兩間公司有重覆語意
的商業流程模型整合至共通儲存庫。
Grossmann et al. [2]提出為了能精確的整合一
系列事業流程的活動，可藉由透過語意相符程度的
分類，來分析事業流程與其活動的關係，換言之，
活 動 的 實 例 變 數 (instance variable) 和 方 法 介 面
(method interface)可以用來辨識整合的可能性，最
後再進一步提出整合多個活動的方案。在之後的研
究中[5]，更提出複合型事業流程的整合方法，複
合型事業流程其內的活動包含了許多的子活動，而
子活動可能橫跨了多個事業流程，這篇論文提出使
用明確的 High-level 層級修改以及確保同步情況下
之整合活動選項，並且能夠重複的使用不同層的活
動整合選項（integration option）。
Morrison et al. [1]提出一個提供流程整合評估
的理論框架和指標，首先進行流程的比對，透過三
個方式判別事業流程間的相似度，分別利用語意、
流程產生的效果、流程間的關聯；接著是流程目標
的訂定及整合，合併每個欲整合之流程的目標以降
低整合複雜度；最後應用語意流程網路(semantic
process net)概念進行流程整合。
Fan et al. [6] 提出了基於本體論(ontology)的
跨組織事業流程整合方法，主張的方法是採納本體

為事業流程的載體，將建置好的事業流程轉譯為事
業流程本體並且用 OWL-S 來表示以後，本體的映
射以及整合方法可以連結、彌補存在於不同組織間
的語意落差，進而將相關的流程透過冗餘去除以及
重塑，整合成新的流程。而 Yang et al. [7]以本體塑
模以及本體工程方法來描述語意並整合產品開發
流程，使用 OWL 及 OWL-S 來將產品開發流程的
語意定型，達到有效率的擷取該領域的術語，並且
能夠管理不同套件庫中的本體及利用他們來達到
語意服務的描述、挖掘以及整合複合型流程，為這
類型方法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前述的方法多半嘗試用語意分析、相似度分析
比對流程再加以整合，然而忽略了一個本質，便是
組成事業流程的事業活動，其定義、目的都是如何
去參考、創造、更新某些具體的事業物件，因此透
過事業物件彙整歸納流程間的關聯將更有效率。本
論文聚焦於以事業物件為中心的流程模型，提出以
事業物件協助事業流程整合的作法，在過往研究中
甚少被視為重點，因過去流程塑模做法往往注重活
動本身，然而事業物件中心的流程塑模方法在近年
來發展迅速且有其優勢，以此為基礎來進行流程整
合可解決許多難題。
二、 事業流程
事業流程塑模
流程塑模方法
塑模方法
事業流程定義了企業生存所需進行的活動，也
就是企業達成目標所進行的手段或是營運的過程
描述，其攸關整體事業營運的效率。事業活動描述
了在流程中由某一角色(或多方合作)所進行之活
動，而該活動可以透過新增、刪減、更新等方式，
改變某一事業物件之資訊。事業物件則是某些事業
活動的具體產出，包括記載了相關事業資訊之事業
紀錄。
事業流程的塑模方式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以活
動 為 中 心 (activity-centric) 和 以 事 業 物 件 為 中 心
(artifact-centric)。
活動中心事業流程塑模為較傳統的流程塑模
方法，顧名思義，其注重組合一系列相關聯活動或
任務，加以結構化以達成特定的目標或業務，如圖
1 所示。這種塑模方式較為直覺，聚焦於描述不同
角色所進行之活動與其間的關係過程，可以很快的
列舉並展開許多活動，再將活動一一串接，但常造
成有些活動冗餘，或者進行了一些對結果無關的活
動，而降低了事業流程的效率。

是流程的主要驅動力，如圖 2 所示。這種方法在思
考和建構上較不直覺，但由於每一個活動都直接貢
獻到事業物件的產出，可以避免冗餘活動的發生。
本論文提出以事業物件作為流程整合的重要參
考，主要基於事業物件中心流程塑模，因為其優先
考慮事業物件的產出，透過整合物件便可以整合流
程之間的分歧。

圖 2 事業物件中心事業流程塑模範例圖
三、 以事業物件協助事業流程整合
以事業物件協助事業流程整合
事業流程整合是流程管理的重要一環，它不僅
僅是將企業內外部的流程拼接起來，還需要將企業
人員、組織架構、資訊、業務都整合到事業流程中，
因而能使流程管理幫助企業做到對整體流程進行
監控，不斷改進企業營運，使現有業務更加精簡、
有效率，進而提高對外部市場局勢變化的反應速
度，增強企業的生存能力。本論文提出以事業資料
或實體組成的事業物件來協助事業流程整合，其主
要步驟如下：
1.
訂定準確的事業物件名稱：無論是流程內、
或是流程間的整合，若要以事業物件作為整
合基礎，第一項且最重要的比對根據就是其
名稱，事業物件名稱必須能表達其所代表之
意義，準確的表達名稱能使後續步驟更順
利，因此事業流程整合的第一步，就是檢查
既有的事業物件名稱是否合宜，或是新訂定
一個能表達其意義的事業物件名稱。例如，
「工程單」可能無法精確表達此事業物件所
代表的使用情境，但「預約單」、「派工單」
就分別較清楚表達了客戶預約階段和派工階
段的產物。
2.

搜尋相關事業物件：事業流程整合的第二個
步驟是以欲整合的事業物件名稱，到流程整
合之範圍內搜尋同名或同意義的事業物件，
流程整合之範圍小至一個流程內，大至整個
企業之流程，甚至於跨企業合作之流程都有
可能，搜尋的方式則依企業擁有的資源而
定，一間擁有完整事業流程管理的企業可以
直接在其儲存庫以語意檢索，一間初入事業
流程管理的公司則可能直接以人工檢索。此
步驟的目的是找出整合範圍內所有以事業物
件協助流程整合之可能性。

3.

建立相關事業物件列表：將搜尋出的相關事
業物件加上其屬性、使用它的事業活動或流

圖 1 活動中心事業流程塑模範例圖
事業物件中心事業流程塑模則以事業資料或
實體組成的事業物件在流程內的改變與演化，當成

程名稱、隸屬專案等，整理為一張列表，如
表 1 所示，以圖 4 中「線上預約服務流程」
中的事業物件「預約單」為例，內容欄位表
達此事業物件包含「預約單號」
、
「客戶」
、
「預
約時間」、「預約項目」等內容，產出活動欄
位表達這個物件由「客戶預約」這項活動所
產出，隸屬流程和隸屬專案欄位分別表達此
事業物件出自何處。
表1

4.

事業物件列表範例

事業物件比對：利用相關事業物件列表，比
對並決策哪些物件、流程可以被參考或再
用，此步驟主要可以分為兩種情境：流程內
整合和流程間整合。流程內的整合主要利用
比對不同活動產生的事業物件，在具相同意
義的事業物件屬性上，達成一致性，如圖 4
例所示。流程間整合則透過比對事業物件，
在不同流程中找到同名或同義者，藉此支援
既有資產的再用或參考，如圖 4 所示，詳細
說明於章節四。

四、 在流程管理上
流程管理上的應用
管理上的應用
以事業物件協助事業流程整合在流程管理的
各個層次或階段都有其作用，詳細說明如下：
1. 事業流程規範、塑模：流程管理在此階段的工
作是整理企業流程，訂定各環節活動內容與互
動關係，使業務能順利銜接。此步驟常發生的
問題是流程與流程之間、甚至於流程內跨部門
或業務單位的溝通介面存在大量衝突，難以整
合。發生此問題的原因主要為各部門往往提出
各自的介面需求，導致流程中不同活動所處理
的事業物件大不相同，因此若能以事業物件為
整合流程的主要依據，透過相同意義之事業物
件的互相參考、比對，在流程塑模階段就盡量
降低溝通衝突，便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流
程塑模。如圖 3 所示，流程塑模進行「報價」
活動產出的事業物件定義時，可參考、選用流
程中已訂定之同義事業物件「驗收價目單」
，並
更新此事業物件為所需形式，如此一來，流程
內就只會有一種「驗收價目單」，「報價」、「客
戶驗收」兩活動即使是不同業務單位來執行，
所溝通的事業物件也得以統一。

圖 3 以事業物件協助流程塑模範例
2. 事業流程優化與再造：已經完成流程塑模且開
始營運的企業都必須持續檢視企業的流程，並
不斷優化、完善。流程優化的各種方法中常有
合併、簡化流程活動的行為，若加入事業物件
的比對作為優化的參考，應更能找出適合簡化
的流程活動。此外，面對環境劇烈變化的市場，
企業除了不斷優化流程，有時更需要進行根本
性的重新思考和改革，徹底翻新現行的營運模
式，重新設計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流程，
在這樣重大的變革中，如何減少對目前業務造
成的衝擊、降低再造的成本，並且與現行事業
流程良好鏈結，是事業流程再造是否能成功的
關鍵。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便需要能高效率的
應用既有流程、智產，透過事業物件的比對，
新設計的流程能在既有的流程智產中找到其可
參考或再用的事業物件、活動、流程，便能加
速新流程設計，且提高與現行事業流程之相容
性。以圖 4 為例，新流程「到府修繕服務流程」
的 A 活動中所產出的預約單，可以在既有的三
個流程中找到同名的三個事業物件，其中最接
近需求的是 B 活動所產出的事業物件，因此作
為參照來設計新的事業物件「預約單」
，如此一
來就能充分利用了企業擁有的知識與資產。

圖 4 以事業物件協助智產再用
五、 結論
本論文提出利用事業物件來協助事業流程整
合的方法和可能應用方式。在流程整合的步驟中，
首先訂定準確的事業物件名稱，並在欲整合的範圍
內搜尋同名或同義事業物件，接著建立相關事業物
件列表，最後進行事業物件比對。透過這些步驟，
不論是在同一流程內處理同一事業物件，或是跨流
程間處理相關的事業物件，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比

對整合，建立彼此之關聯性。這樣的作法具有幾項
優點：
1. 可確認流程內皆為有效活動，優化事業流
程，若事業活動並未創造、更新至少某一
事業物件，該事業活動便沒有存在的必要。
2. 由流程塑模階段起，透過事業物件的比
對、整合，便可有效篩選串聯相關流程，
並可提升流程、服務等資產再利用。
3. 塑模事業流程時事業物件的屬性不需因為
要完整精準定義而受到限制，不同流程內
的各個事業活動可能會更新、參考同一事
業物件的不同屬性，當透過事業物件進行
流程內與流程間整合時，這些需求便可彙
整更新事業物件的資訊模型。
因此，本論文所提出的以事業物件為中心的流
程整合方法，這樣的作法對事業流程管理的塑模、
優化與再造階段都將提供企業有效的幫助，提升企
業營運的效率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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