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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服務與夥伴關係管理：模式、建置與評估
摘要
我國電子化企業的發展環境已日漸成熟，隨之而來的挑戰即是如何在此電子
化企業環境下，提供電子化服務(e-service)，創造出具有高附加價值的夥伴關係
與成功營運模式，並提升個別企業與整體產業之競爭力，以呼應目前所政府推動
之企業營運總部、全球運籌中心與研發中心等政策，進而使我國產業於轉型時能
夠因應全球化之激烈競爭局面。然而，當前「夥伴關係管理」(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M)系統中，多為概念狹義之通路管理系統，僅重視在供應鏈體系
下如何透過整合來創造更多利潤。雖然如此，這樣的想法並沒有把夥伴關係管理
之精髓具體呈現，主要原因在於大多數之夥伴關係管理並未設計及採用具有彈性
之電子採購系統，來強化電子化服務下企業間彼此的夥伴關係。
為了發展出新型態夥伴關係模式，以及強化企業間互動最重要的角色─電子
化採購系統，本研究將探討產業界如何運用電子化服務強化夥伴關係管理，並分
析影響 B2B 夥伴關係建立之因素，以及探討電子化服務在各種企業 B2B 商業活
動進行中扮演之角色為何，進而在 SOA 架構下建置具有彈性之電子化採購系統
以強化夥伴關係管理，最後衡量電子化服務之能力與企業導入 PRM 後的組織
績效。本研究計畫將發展出一套解釋及評量企業間夥伴關係的關係結合模式，用
以解釋在不同產業下，不同廠商的電子化服務能力，進而發展與擴充電子化服務
相關之經營管理策略以及組織行為理論。
關鍵字：電子化服務、B2B 交易、夥伴關係管理、電子化採購、SOA、關係結合
度、電子化服務綜效衡量

Electronic service 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bstract
As the electronic business industry in Taiwan is more and more maturing, a new
challenge arises, that is, how to provide high value added partner relationship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through e-service in order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es as a whole. In response to the ever increasing global competitions, Taiwan
government is pushing the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headquarters, global logistics centers,
and research centers in Taiwan in order to help the industries to transform and
compete.
A scrutiny of current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M) systems,
however, reveals that they are mostly limited to integrat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 that emphasize profit creation under supply chain systems. As such, it could
not fully utilize the potential of partner relationship. Very few businesses have
designed and used an e-procurement system that is flexible enough to handle different
partner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new model of partner relationship
and revitaliz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face between businesses–the e-procurement
system.
First, we will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gree of partner relationship and
the ways a business strengthens the PRM. Second, the roles of Business-to-Business
(B2B) e-service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effects on organizations after
deploying PRM systems will be analyzed. Third, a flexible e-procurement system will
be developed using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e-service on PRM. Finally, we will evaluate the e-service capabi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of a business after implementing PRM.
This study will develop and evaluate a model of partner relationship bond and
use it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e-service capabilities of different companies in
industries. Furthermore, it will develop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organization
behavior theory relating to e-services.
Keywords: E-service, B2B transaction,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procurement, SOA, relationship bond, measurement of e-service synergy.

一、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掌握了通路便能掌握市場，尤其在現在極重視以通路為主的商業貿易趨勢。
台灣的製造業、連鎖零售及高科技廠商，與通路夥伴間之關係是否良善，管理是
否有效率，這些都會直接影響企業銷售績效[3]。製造商與通路經銷商透過即時
資訊分享，運用資源進行互動，可大幅降低通路管理成本[5][6]。夥伴關係的形
成有助於維持競爭優勢(如生產力的提升、成本的降低等)，藉由 Internet 與 IT，
可使雙方資訊分享更有效率，因而電子化夥伴關係管理發展愈形重要[7][13]。
有許多學者認為企業運用電子化可達跨組織間的合作，對整個商業活動有重
要影響，包括正確而及時的資訊改善通路溝通的品質、通路成員權力的重分配、
降低組織搜尋與協調成本、降低環境不確定性、縮短交貨期間及靈活掌握市場資
訊，會使企業與交易夥伴間形成一長期而緊密的合作關係，即本研究所探討的夥
伴關係[4][7][10][12][14]。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兩點：
1. 以服務導向架構開發 PRM 雛型系統
本研究以 B2B 供應商夥伴關係管理：以結合力與關鍵成功因素為衡量準則
之研究為基礎[2]，使用服務導向架構開發 PRM 雛型系統，主要提供 3 個服務，
包括夥伴推薦、夥伴資料管理以及夥伴營運資訊分享。
2. 衡量與分析企業導入夥伴關係管理系統之績效
本研究在最後研究階段將使用電子化能力評估模式進行模型評估，評估進行
夥伴關係管理之 B2B 企業商業活動及導入前後之效益比較，以驗證夥伴關係管
理對企業價值之增進有正面之效益。
二、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介紹本研究所應用到的相關知識及技術背景，第一節介紹服務導向架
構，第二節介紹夥伴關係管理之議題。
2.1 服務導向架構
服務導向架構執行了技術和架構的完全分離，消除了軟體服務整合的障礙。服
務導向架構使得軟體整合不必受任何標準的限制，可以整合任何標準的軟體服務。
本節將介紹服務導向架構內容以及服務導向架構的核心，即網路服務。
1) 服務導向架構內容
服務導向架構主要包括應用程式前端、服務、服務儲存庫和服務匯流排 4
個部分。應用程式前端相當於客戶端，它初始化服務導向架構的應用，比如啟動
一個業務流程。應用程式前端可以是一個 Web 應用程式，以和客戶之間互動，
也可以是一個批次處理程式。服務則是服務導向架構的核心概念，它包括服務合
約、服務實現和服務介面，而服務實現又包括業務邏輯和資料。服務儲存庫則為
儲存服務的地方，同時也提供了各種發現的機制，以快速地定位所需的服務。服
務匯流排則提供了服務之間通訊的基礎，服務導向架構包含的元素如下圖 1 所示
[1]。

圖 1、服務導向架構[1]
2) 網路服務
服務則是服務導向架構的核心概念，網路服務(Web Services)在服務導向
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涉及三個角色，即網路服務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服務請求者(Service Requester)以及服務仲介(Service Broker)，
使用簡單物件存取協定(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SOAP)、網路服務描述語
言(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WSDL) 通用描述、探索與整合(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UDDI)等技術，進行服務的發佈、找尋和
綁定，取得網路服務，如下圖 2 所示[1]。

圖 2、Web Services 的角色及使用技術[1]
2.2 B2B 夥伴關係
本節首先將介紹傳統企業合作與夥伴關係在各個面向有何不同，讓管理者知道
良好的夥伴關係可以增進企業運作之效率與帶來更多的利益。接著探討夥伴關係
的型態有哪些，以及夥伴關係的生命週期，讓管理者知道企業選擇夥伴和協同合
作的要點。最後將介紹夥伴關係的度量方法，此為本系統推薦夥伴的主要方法。
2.2.1 傳統企業合作與夥伴關係之比較
Maloni 和 Benton 對傳統企業合作與供應鏈夥伴關係所做之比較[9]，可以看出
在夥伴關係的運作之下，企業間的合作會偏向策略性思考與長期性規劃，並以提
升合作整體效率為優先考量，如下表 1 所示。

表 1：傳統企業合作與供應鏈夥伴關係比較[9]
傳統的合作關係

供應鏈中夥伴關係

合作期間

短暫的一次性合作

長期的合作關係

溝通程度

僅為單次交易而做簡單的資訊交流

雙方進行複雜且持續
性的交流

合作對象

時常更換合作對象，與很多企業合作

幾乎只與固定合作夥
伴合作，極少出現更
換合作夥伴的現象

管理方式

少有互相干涉與管理

大量的互動與廣泛的
合作管理

資訊共享程度

低

高

計畫與目標

短期且只為企業本身著想

長期計畫，為合作雙
方著想

風險與利得

企業本身承擔

與合作對象互相分擔

問題解決方式

由力量強大的廠商主導

互相合作解決問題

2.2.2 夥伴關係的型態
Morgan and Hunt 以關係行銷的觀點，提出企業的夥伴關係可依合作關係
與對象分為供應商夥伴關係、買方夥伴關係、企業內部夥伴關係與跟企業旁側
的其他公司組織形成的夥伴關係等四大類[11]，如下圖 3。在供應商夥伴關係
中有實體貨品的供應商與服務供應商兩種，買方關係中有最終型客戶與中間型
客戶，企業內部則是有員工、事業單位與子公司夥伴存在，至於旁側關係則是
包含競爭對手、政府與無營利組織等夥伴存在，當企業面對各種不同類型的夥
伴時就必須採取不同的夥伴關係管理策略。

圖 3、關係行銷中的關係交換[11]
供應商夥伴 (Supplier Partnerships)
z 產品供應商：建立於製造商與產品供應商之的夥伴關係，例如 JIT 採購與全
面品質管理。

z

服務供應商：企業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如企業與廣告商、市調公
司。

側邊合作夥伴 (Lateral Partnerships)
z 競爭者：企業與競爭者形成的策略聯明，如技術聯盟、共同市場聯盟、全球
策略聯盟等。
z 非營利組織：企業與非營利組織之間因公眾利益而形成的夥伴關係。
z 政府：企業與政府組織的共同研究與開發。企業與政府關係對企業的發展有
相當重要的影響力，除了法律、政經策略以還有像是國家技術的移轉等等。
顧客夥伴 (Buyer Partnerships)
z 最終客戶：企業與最終客戶維持長久的良好關係，在充分了解客戶之後給予
適切的服務，例如產品或是服務的量身打造與建議等等，即關係行銷。
z 中間型客戶：中間型客戶指的是企業的通路與經銷商，必須和這類型客戶建
立良好合作關係，才能創造整合性的價值。
企業內部夥伴 (Internal Partnerships)
z 功能性組織：企業與功能性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
z 員工：企業與內部員工之間的關係，如內部行銷。
事業體：企業與其分公司、策略性事業體之間的關係。
2.2.3 夥伴關係的生命週期
Heffernan 提出了 B2B 夥伴關係生命週期，B2B 關係建立的五個階段[8]，其中
描述了企業選擇夥伴和協同合作的特色與要點，如下表 2 所示。
表 2：B2B 夥伴關係生命週期[8]
A. 改變企業內部流程準備建立合作關係
B. 尋找適合建立合作關係之對象
Pri-Relationship Stage
C. 列出可供選擇的對象
D. 選擇夥伴建立合作關係
Early Integration Stage

A. 溝通協調雙方合作關係、作業流程、行事風格與
組織結構
B. 夥伴關係最容易在這個階段終結

Relationship Growth Stage

大量的合約關係和投資行為將在這個階段進行，密
集的互相學習與習慣合作對象的作業模式可以大幅
減少合作關係不確定性與距離感

Partnership Stage

合作雙方因為長期合作，高度的信任感建立在良好
的合作經驗之上

Relationship End Stage

雙方當初的合作目標已達成或不再存在，搶關係終
止

2.2.4 夥伴關係度量
夥伴關係度量由夥伴關係的結合力與關鍵成功因素這兩個構面組成[2]，作

為評估供應商夥伴的衡量準則，以【結合力分數，度量分數】表示。以結合力為
主，關鍵成功因素綜合分數為結合力之權重，由使用者輸入得知企業對結合力的
看法，若是存在某結合力，給予 1 的分數，反之則給予 0 分。將所有結合力的分
數加總，即得到【結合力分數，度量分數】度量中的結合力分數，亦即該公司選
擇供應商夥伴時所重視的結合力。最後將結合力參數乘上關鍵成功因素綜合分數，
得到的分數進行加總，即得到該公司的夥伴關係度量分數，算法為 SUM(結合力
參數 * 關鍵成功因素綜合分數)，計算範例如下表 3。
表 3：夥伴關係度量[2]
結合力

結合力參數

關鍵成功因素綜合分數

總分

法律的結合力

1

5.0

5.0

經濟的結合力

1

4.6

4.6

客製化的結合力

1

4.0

4.0

文化的結合力

1

4.6

4.6

信心的結合力

1

4.8

4.8

偏好的結合力

0

4.6

0

科技的結合力

1

5.0

5.0

流程的結合力

1

5.0

5.0

知識的結合力

1

5.0

5.0

資源的結合力

1

5.0

5.0

時間的結合力

1

4.0

4.0

地域的結合力

1

4.0

4.0

熟悉的結合力

1

4.6

4.6

結構的結合力

1

4.6

4.6

奉獻的結合力

1

4.8

4.8

夥伴關係度量分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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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3.1 系統概念
在現今的環境中企業都相當必須要與合作夥伴維持良好且長期性的關係才能
維繫長久的利益與高效率，要進行這種長期的策略性管理就必須要有一套良好的
管理模式存在，但目前卻沒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可以衡量與管理夥伴關係之方法存
在，因此本研究以 B2B 供應商夥伴關係管理：以結合力與關鍵成功因素為衡量
準則之研究為基礎[1]，使用服務導向架構開發 PRM 雛型系統，主要提供 3 個服
務，包括供應商夥伴推薦、夥伴資料管理以及夥伴營運資訊分享，可以在決策者
意欲建立與經營一段全新夥伴關係時得到一套參考依據，管理者可以有效的建立
與管理夥伴關係之發展，另一方面管理者可以依據不同的夥伴關係給予不同關係

層級的夥伴不同的待遇與交流模式，企業決策者將可以更系統化且更有效率的建
立良好夥伴關係。
3.2 系統功能
本系統包含三個主要服務，分別為夥伴關係度量、夥伴資料管理及夥伴知識
分享，詳細說明如下：
3.2.1 夥伴推薦
以往企業要尋找合適的廠商建立夥伴關係總是而要花費大量的時間和心力。
透過本系統中大量的企業資料，使用上述文獻探討中夥伴關係度量方法，可以快
速的為企業找到優秀的合作夥伴。
3.2.2 夥伴資料管理
此服務主要功能為記錄與儲存所有合作通路夥伴詳細的 Profile，包括專業領
域、營業項目、主要產品、銷售業績、教育訓練需求、所在位址等詳細資訊。所
有的資料都是透過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格式儲存，以解決異質系統
間資料交換的問題，企業只要透過網際網路(Internet)即可對夥伴資料進行新增、
刪除、修改、查詢等動作。
3.2.3 夥伴營運資訊分享
供應商通常無法直接與其顧客接觸，所以很難了解到顧客需求及對產品的評
價及建議。通路商或經銷商則為第一線接觸顧客的角色，對於顧客需求及產品評
價等資訊收集較為容易，因此，此服務的用意在於與夥伴間分享銷售、製造及營
運等相關資訊，達到協同的目的。
四、績效評估
在最後研究階段將使用電子化能力評估模式進行系統績效評估，評估進行夥
伴關係管理之 B2B 企業商業活動及導入前後之效益比較，以驗證夥伴關係管理
對企業價值之增進有正面之效益，如下圖 4 所示。

圖 4、電子化能力評估模式

電子化能力評估模式內容如下：
z

流程

即企業內部運作和與外部夥伴之作業，包含管理功能生產、行銷、人資、研
發、財務、金流、物流和資訊流等流程，透過內部流程整合搭配外部合作夥伴之
夥伴關係管理，降低成本、改善營運績效與品質。
z

組織運作與策略

由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 Company）所提出之組織設計 7S，Strategy (策
略)、Structure (結構)、Staff (人員)、Style (管理風格)、System (制度)、Skill (技能)、
Shared Value (共同價值觀)共七項，描述組織之運作內涵並觀察組織內部運作之
全貌。
z

技術

此評估面向即針對資訊科技之運用能力與各種資訊系統之建設與導入，評估
夥伴關係管理對企業之影響，倘若企業善用資訊科技將可到相當程度之效益，並
有助於提升其產業競爭力。
z

增加企業價值與創造新的作業模式

透過關係行銷與夥伴關係管理，利用所彙集的顧客資訊進行分析，以即時回
應顧客之需求，這樣做的目的在於評估企業進行夥伴關係管理是否能不斷遞送客
戶最適當的服務，提供對客戶最有價值之服務內容，並不斷創造新的營運模式以
求企業的永續經營。
z

知識

此評估要點主要評估企業對知識管理之體認與實行，評斷企業是否進行知識
管理以利未來更有效率之運作與發展，且知識管理與夥伴關係管理之結合顯得更
為重要，合作夥伴間密切的結合與無私的知識經驗交換，才是夥伴關係管理之契
合展現。
五、結論
在現今的環境中企業都相當必須要與合作夥伴維持良好且長期性的關係才
能維繫長久的利益與高效率，要進行這種長期的策略性管理就必須要有一套良好
的管理模式存在，但目前卻沒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可以衡量與管理夥伴關係之方法
存在，本研究完成之後，可以在決策者意欲建立與經營一段全新夥伴關係時得到
一套參考依據，管理者可以有效的建立與管理夥伴關係之發展，另一方面管理者
可以依據不同的夥伴關係給予不同關係層級的夥伴不同的待遇與交流模式，企業
決策者將可以更系統化且更有效率的建立良好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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