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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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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XML and JAVA tools to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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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y the goodness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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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供應鏈管理、電子商務、產業電
子化、電子交易市集、CPFR

二、 計畫緣由及目的
網際網路（Internet）的興起，導至電
子 商 務 及 業電
應運而生，一種新型
子
態的數位經濟儼然形成。在此一時代的大
環境之下，企業們紛紛朝向策略性的組織
聯盟來發展，他們意識到，唯有以合作性
的策略聯盟才能更掌握競爭優勢。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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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For integrating the manufacturing
strategy and marketing strategy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change of market demand
precisely, and concluding th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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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交易市集，正是它們眼中最佳的追求
目標之一，因為它能夠幫助企業們達成上
述一連串相關的理念與願景。
縱使電子交易市集的前景看好，但目
前大部分電子交易市集的應用，多著重在
電子交易∕採購部分，未能重視流程處
理，並且仍然處於競爭大於合作的狀態，
再者，供應鏈管理上相關活動：如訂單、
存貨管理等亦未能融入其中；因此，為能
夠使企業（1）有效連結產銷體系、
（2）精
確掌握市場需求變化、
（3）迅速無誤地撮
合買賣及完成交易、
（4）藉由市場資訊的
蒐集及回饋，發掘需求，並主動、迅速地
做出回應，融入了供應鏈管理機制的電子
交易市集應是一有效可行的解決方案。
CPFR （ Collaborative, Planning,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模式為供
應鏈管理領域中新發展出並廣泛引起注意
的一種流程處理模式，主要強調供應鏈上
協同合作流程的概念，運用成員間的資訊
分享，以及整合性企業流程來獲得供應鏈
管理之最佳績效。
綜上所述，本計畫主要研究目的是將
CPFR 的流程及服務整合入電子交易市集
平臺中，以建構出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
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模式，強化電子交易
市集平台的功能；同時，本計畫亦進一步
依此模式，實際建置一雛型系統以驗證此

服務及夥伴關係等服務元件)依合作、共
享、同步及自動化服務等規則組合成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處理程序，再加入電子
交易市集原有的服務元件，以建構出一具
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模
式，如圖 1 所示。圖 1 中，CPFR 與電子
交易市集的互動主要包括三大流程特性：
（1）建立合作機制運作場所的「合作特
性」
、
（2）合作點之定義的「共同規劃及契
約協議之特性」
、
（3）讓所有成員能適時分
享資訊的「資訊共享特性」
。以下分別針對
這三大流程特性進行簡述：
在「合作特性」中，主要可以由市集
中的共同性服務— 虛擬社群會員管理、安
全性管理等服務來達成落實合作關係的流
程特性，且在此具有集中性質的虛擬場
所，更能展現其合作的特性；亦即，藉由
交易市集中虛擬社群會員管理的部份，可
以將供應鏈上的夥件之間的關係有組織的
整合起來，夥伴之間的互動，其實也就是
會員之間的互動，其合作的關係亦架構在
此互動之上。因此，夥伴之間彼此的合作
關係，就如同社群的成員般，無論交易、
協商、擬定契約、規劃等，都須經過社群
規則的管理方可達成其實際目的，也就是
說，電子交易市集中的社群管理服務部
份，提供了 CPFR 之合作特性一個相當良
好的入口及環境，而安全性管理的服務，

一模式的適切性。

更確保了彼此合作之間的相關保障，使得
夥伴之間的往來更能在一穩定且安全性極
高的狀況下進行。

三、 結果與討論
3-1 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
集平台模式
本研究主要是將協同式電子商務
（Collaborative Commerce; c-Commerce）
中所包含之合作性服務元件 (如：互動性
流程、訂單處理服務、預測規劃服務、工
作流程的協調及同步化服務、自動化互動

在「共同規劃及契約協議之特性」中
包含了聯合企業規劃、訂單、銷售、銷售
預測、差異狀況的合作解決等合作點的定
義。而這些合作點規劃事項，主要牽涉到
買賣雙方互動性的交易協調內容，除了可
經由 RFQ 之外，亦可以透過市集平台中有
關採購合約互動服務或議價處理服務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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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質的服務來達成此一目的。此外，在
共享資料的原則之下，有關差異準則的訂
定、錯誤容忍率、最小訂購量、最低存貨
訂購點，都能在一迅速回應的電子交易市
集中的服務元件中獲得最大的利潤，成員
之間彼此的協商及規劃建立在具有資料共
享的市集平台上，即可以享受到變更迅速
回應、錯誤立即通知、不合理立即更改、
協商無須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線上立即
更新等等的優點。以下將 CPFR 有關協商
及規劃等流程構面應用於電子交易市集各
服務元件的型態及流程圖，做一簡單的描
述：
(1) 發展合作協同
此一程序涵蓋買賣雙方各自定義其企
業經營目標，以發展定義一份共同的合作
協同，內容包含夥伴之間彼此利益及共同
合作方式及目標。而就合作型商務之交易
市集來看，此一程序即市集所提供之共同
性服務的部份，包含了管理服務、金流處
理、會員管理及安全性服務。
(2) 建立企業聯合規劃
此一程序涵蓋了在規劃階段 CPFR 交
易夥伴之間的策略、主題、及目標設定等
資訊之交換，以便利發展企業之間共同的
規劃書。在整個流程方面，其著重於成員
之間彼此雙方的策略互動及協調，其最終
產出為一聯合之企業規劃書，而此一聯合

策，而這整個的合作訊息的週期時間都會
被準確的估計、測量。以下就資訊共享的
特性作一簡要說明：
(1) 資訊分享的範圍
分享的資料必須能夠被準確的預測出
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能夠準確的指出銷
售或訂單預測的例外超出比例，以及能夠
準確的支援有關例外項目的處理決策。
(2) 資料更新頻率
預測資訊應該在一個合理、固定的頻
率下更新，因在此一定程度的更新之下，
將更能確保分享資訊的即時性及正確性。
(3) 資料分享方法
資料要能夠在成員間彼此分享，必須
要有標準的格式，且電子交易市集乃集中
了各種不同的買賣雙方，而在這樣複雜的
環境下，唯有統一化的標準語言才能被正
確的解讀。
(4) 定義系統回覆時間
CPFR 成員之間必須定義彼此都能接
受的系統回覆時間(Response Time)，必須
要在一連串分析之下定義出最佳的時間以
獲取最大利潤。

企業規劃之程序，乃建立於一共同的目錄
及策略方針之上，就交易市集所提供之服
務來看，此一規劃產出，即利用了交易市
集平台之規劃產出(即交易市集平台之商
務內容服務元件，包含了電子型錄、搜尋
服務及型錄發佈等元件)為主體。
在「資訊共享特性」中，資訊分享是
CPFR 流程中很重要的一種公開且例常的
特質，無論各種交易行為的訊息都應該適
時的讓彼此的成員分享，以做成最佳的決

登錄搜尋、以及合作性元件這三大模組進
行系統建置。
以下就會員管理、產品登錄搜尋、以
及合作性元件這三大模組的系統建置過
程，作一簡要的說明：
(1) 會員管理模組
此一部份包含了平台會員管理的部
份，允許使用者設定權限、修改設定、維
護清單、維護公司內部使用者及產品目錄
等。會員的身份有買方，賣方及兩者皆是

3-2 系統雛形建置
在此主要依據本研究所提出的平台模
式，如圖 1，進行系統雛形建置。在雛形
的建置範圍方面，將針對會員管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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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其每種身份都有其對應的管理權
限。會員的身份亦有啟用、停用、未確認
等，根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各自
有其相對的功能選項。而整個會員管理模
組主要包含了「會員帳號維護」(如圖 2 之
會員帳號維護 Use-Case)以及「會員註冊」
(如圖 3 之會員註冊 Use-Case)這兩大活動。
(2) 產品登錄搜尋模組
產品目錄主要由企業內部來掌管其內
部產品目錄，並設定平台可搜尋之產品範
圍，整個目錄採階層式樹狀結構放置。只
有賣方可以列示其產品清單於本平台上。
另外，會員可以自行定義較常採購/公布之
產品目錄，即其專屬的產品目錄定義，以
方便日後修改使用，不須要時時整個重新
變動所有的產品目錄，並且，根據不同屬
性的產品目錄，可以透過設定讓不同會員
可以搜尋到的產品限權有所不同。而整個
產品登錄搜尋模組主要包含了「產品目錄
維護」(如圖 4 之產品目錄維護 Use-Case)
以及「產品搜尋」(如圖 5 之產品搜尋
Use-Case)這兩大活動。
(3) 合作性元件模組
合作性元件部份，主要涵蓋了所有
CPFR 處理流程，由簽訂協同合約書、企
業進行聯合的企業規劃，到相關訂單/銷售
的預測和廠商的存貨狀況，這一系列程序
將是構成 CPFR 流程的重心。而整個合作

式；同時，本研究更進一步依此模式，應
用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設計方法、XML 及
JAVA 開發工具等實作出一雛形系統，以
驗證所建構模式的可行性。
針對所提出之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
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模式，本研究認為有以
下三點結果值得討論：
(1) 合作機制為交易市集帶來新的活力
電子交易市集的原意就是聚集各式各
樣的買賣方來此進行交易，這樣一個集中
的電子平台，正是合作機制運作的一個良
好場所，若夥伴之間能夠彼此合作，達成
各種協定或契約以便利更進一步之預測階
段，買賣雙方能透過市集中虛擬社群的成
員，彼此達成初步的合夥關係，以進一步
延伸合作的實質關係，那未來將會有各種
不同商機因為合作而湧現。
(2) 以 XML 作為網路交換文件的基礎
本研究以 XML 作為網路文件交換的
建構語言，目的是要讓整個企業間的資料
文件能夠以一種較具有結構性且標準化的
方式交換，就如同資料庫一樣，具有很強
的資料描述性、擴展性和標準化的存取方
式，讓資料能更有效率的直接被處理應
用，並讓使用者能透過程式輕易的透過
XML 網頁文件上搜尋、找到所需資訊。
(3) 建置供應鏈管理新模式-融入 CPFR 於
電子交易市集平台中

性元件模組主要包含了「合約維護」(如圖
6 之合約維護 Use-Case)、
「預測規劃模組」
(如圖 7 之預測規劃模組 Use-Case)、以及
「存貨控管維護」(如圖 8 之存貨控管維護
Use-Case)這兩大活動。

電子交易市集將會逐漸發展成為更新
的商業模式，而此商業模式支援了更多的
合作型模組。藉由提供這些服務給買賣雙
方，交易市集將會提供一個更完整且支援
度高的環境。因此，本研究建議能夠在電
子交易市場中找出符合 CPFR 參考模式所
具有的服務，並發展成一具有標準化之供
應鏈整合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以使企業
在這一波電子化浪潮之中，更具有策略性
的優勢。

3-3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 CPFR 的流程及服務整合入
電子交易市集平臺中，以建構出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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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建立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感
謝國科會的經費補助，經過一年的研究與
努力，藉由對 CPFR 流程特性、電子交易
市集平台之架構、以及方法論等作完整的
探討後，提出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
子交易市集平台模式；再利用物件導向系
統分析設計的方式，針對此平台模式建置
出一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集
系統雛形。
本研究之可實用化的成果可分為二項
來說明：(1)提出一個更完整、具合作機制
運作之電子交易市集的參考性架構模式，
使企業能更有效連結產銷體系、精確掌握
市場需求變化、迅速無誤地撮合買賣及完
成交易，並藉由市場資訊的蒐集及回饋，
發掘需求，並主動、迅速地做出回應；(2)
對於所提出的平台模式完成雛形系統的建
置，可作為未來電子交易市集研究之使用。
本研究兼顧理論與實務應用；相關成
果已著手整理成論文，擬投稿至學術會議
與期刊，希冀能對學界研究及業界應用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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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具有 CPFR 流程特性之電子交易市集平台模式

圖 2 會員帳號維護 Us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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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會員註冊 Use-Case

圖 4 產品目錄維護 Us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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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產品搜尋 Use-Case

圖 6 合約維護 Us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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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預測規劃模組 Use-Case

圖 8 存貨控管維護 Us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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