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 vs.企業經營 

1-1 市場

1-2 貨幣

1-3 資訊

Chapter 



資訊 vs. 企業經營 

1-5 
 

1 

 1-3 資訊 

受限於人類活動的距離，古代市場都是區域性的，若今年屏東的香蕉豐收，在

供給量大增的情況下，屏東的香蕉價格便會大跌，台北人生活浪漫，情人節時

玫瑰花是必備的節慶禮物，在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台北在情人節時玫瑰花的

價格便會大漲。 
 

南部盛產的香蕉 北部情人節的玫瑰花 

    

 

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貨物運輸範圍變大，效率也提高了，雖然今年屏東香蕉

盛產，而北部不產香蕉，知道這個商業訊息的中間商，就會在南部採購香蕉，

並將香蕉運到北部販賣，而在情人節之前由國外進口玫瑰花，以冷凍技術保持

花朵的新鮮，如此就可平抑玫瑰花的價格。 
 

北部人吃香蕉 進口玫瑰花 

    

 

對於屏東的蕉農而言，香蕉價格不會繼續崩跌，對於北部的消費者而言，玫瑰

花價格不會持續飆漲，對於中間商而言，買賣之間可觀的差價就是商業利潤，

掌握並應用商業資訊，就能達到貨暢其流，更進一步提高市場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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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商業資訊可能影響企業的決策如下： 

生產什麼東西，多少數量？ 

客人在哪裡，價格為何？ 

原料供應來源，價格為何？ 

找誰代工生產，條件為何？ 

工廠蓋在哪裡，規模多大？ 

招募員工？薪資水準？ 

自從有市場開始，資訊科技進步由馬車到網路，透過資訊的傳遞，物品、服務

才有能作有效率的交換，因此掌握資訊就等於掌握商機，我們就以 2 個案例來

探討資訊對於商業經營的影響。 

 案例導讀  滑鐵盧戰役對金融產業的影響 
 

1815 年英軍將領威靈頓

公爵與法國拿破崙在比

利時滑鐵盧交戰，戰爭的

結果決定兩個國家的命

運，更將左右兩個國家的

貨幣與金融的發展。 

 

 

 

問題：為什麼英軍、法軍交戰是在比利時？ 

羅斯柴爾德銀行主要業務為資金借貸與企業投資，必須隨

時掌握市場訊息，才能確保投資獲利與授信安全，因此在

整個歐洲佈建了綿細的資訊情報網，當然英、法大戰的戰

況牽動的是整個歐洲的金融與貨幣，自然是所有投資人目

光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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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年 6/18 日英、法兩軍對壘於滑鐵盧，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商業間諜 Mr. SPY
在戰場上密切觀察局勢發展，傍晚時親眼目睹拿破崙大敗大局已定，立即快馬

加鞭狂奔 17KM 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換馬再跑，狂奔 113KM 到達澳斯坦德

港已是半夜，連夜搭乘渡輪橫渡英吉利海峽 110KM，於 6/19 日清晨抵達福克

斯通港口，羅斯柴爾德銀行總裁 Mr. CEO 在港邊已等待了 3 天 3 夜，見到 Mr. 
SPY 立刻上前熱情擁抱，交頭接耳之後，Mr. CEO 臉上露出詭譎的笑容，拿出

手槍斃了 Mr. SPY並將屍體踢入海中…，接著 Mr. CEO又搭乘馬車狂奔 112KM
抵達倫敦證券交易所時間是 6/19 中午。 

 

問題：Mr. CEO得知法軍大敗，這個資訊將產生甚麼價值？ 

Mr. CEO 知道現在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英國贏得戰爭」，而且他有把握

這樣的資訊優勢最起碼可以維持 24 小時。 

問題：請問 Mr. CEO如何應用這 24小時的資訊優勢？ 
事實上英國軍隊信差一直到 6/21日晚上才將訊息傳回英國。 

Mr. CEO 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內對著羅斯柴爾德銀行的交易員發出指令… 

1. 賣出法國公債 2. 賣出英國公債 3. 買進法國公債 4. 買進英國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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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資訊 vs.企業經營 

市場 

1. ( ) 古時候人們將自己生產多餘的物資與鄰近的人交換，這就是

商業的起源，但是交換不是每一次都會成功，下列何者不是

交換成功的四個要素之一？ 
(A)時間  (B)地點  (C)物品  (D)氣候。 

2. ( ) 隨著時間的演進，大家不約而同地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進

行交換，就漸漸形成所謂的？ 
(A)廟會  (B)市場  (C)雜貨店  (D)攤販。 

貨幣 

3. ( ) 物品的單位大小與價值不同，造成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困

難，於是市場中發明了某種計價單位來衡量物品的價值，稱

之為？ 
(A)貨幣  (B)公升  (C)公斤  (D)公尺。 

資訊 

4. ( ) 香蕉盛產導致價格大跌，請問以下那些措施有助於價格回穩 
1.農委會收購香蕉 2.政府協助香蕉外銷 3.研發香蕉入菜料

理 4.國軍吃香蕉？ 
(A)12  (B)123  (C)124  (D)1234。 

5. ( ) 掌握並應用商業資訊，就能達到「貨暢其流」，更進一步提

高市場的效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對於中間商而言，資訊暢通，買賣之間可觀的差價就是商 
   業利潤 
(B)對消費者而言，貨品價格不會飆漲 
(C)對生產者而言，貨品價格不會崩跌 
(D)對短缺貨品的供應沒幫助。 

6. ( ) 從事貿易可以賺到錢的基本原因是？ 
(A)掌握資訊  (B)掌握資本  (C)掌握知識  (D)掌握技術。 

(D) 

(B) 

(A) 

(D)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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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組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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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組織的形成 

媽媽這個工作是最佳 CEO 人才養成訓練，天天為經營「家庭」而努力，有幸

福的家庭才有和諧的社會，然而經營家庭卻是無價的，必須以幸福指數來評

量，但…，才能與天賦是不會被埋沒的…，由於爸爸的同事覺得媽媽的菜太好

吃了，因此集資鼓勵創業，媽媽成立了 ERP 餐廳。 

廚藝精湛＋客戶至上的經營理念讓 ERP 餐廳不斷的擴張，在企業成長的過程

中，媽媽的角色也不斷的演進，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也不斷的進化，請看以

下報導： 

第 1階段：媽媽的晚餐 

經營重點： 

新的菜色 

家人的口味 

媽媽角色：全包 

發展重點：媽媽的味道 

 

第 2階段：成立餐廳 

經營重點： 

標準化的菜單 

表訂的營業時間 

聘請：廚師、跑堂 

媽媽角色：招待、跑堂、會計 

發展重點：一致的口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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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階段：連鎖經營 

經營重點： 

統一採購 

人員培訓 

企業形象建立 

媽媽的角色：新店規劃、店長培訓、巡迴指導 

發展重點：開發特色料理、提升服務品質、擴點 

 

第 4階段：多品牌策略 

建立中央廚房 

員工創業方案 

幸福企業經營理念 

 

 

第 5階段：全球化經營 

法務部門 

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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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成長都對企業組織產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是企業的重大挑戰，部門

的重組或擴編讓部門間的分工更明確，分工明確可以讓每一個單位都更專注在

核心業務，部門效率也因此提高，但分工之後，各單位如何聯繫、銜接、配合、

整合？一件業務跨數個部門，各部門間的協調、整合就成了最困難的挑戰，俗

語說：「三個和尚沒水喝」，就是說明分工與整合不良所產生的結果，整合不

成功的企業就在成長的過程中被龐大的組織架構拖垮了。 

以下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餐廳用餐的過程： 

 

訂位作業是否方便呢？ 

現場等候花多少時間呢？ 

就座後多久才有人來點餐呢？ 

上菜速度太快或太慢呢？ 

追加點餐上菜的速度？ 

一餐飯總共花多少時間呢？ 

環境舒適嗎？服務親切嗎？用餐感覺愉快嗎？ 

常有人將不好的用餐感覺歸咎於：「生意太好！」，如果生意不好，餐廳自然

就會倒閉，因此只有生意好的餐廳可以生存，如果因為生意太好搞得客戶不滿

意，那餐廳一樣經營不下去，那豈不是沒有餐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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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組織的發展與分工 

領導人的養成 

1. ( ) CEO 是下面哪一個職稱的英文簡寫？ 
(A)董事長  (B)執行長  (C)總經理  (D)集團主席。 

2. ( ) CEO 養成班案例中，爸爸電話中告訴媽媽：「想帶幾個同事

回家吃飯可以嗎？」，相當於商業程序上的？ 
(A)訂貨意向  (B)商務溝通  (C)訂單確認  (D)MPS 計畫。 

3. ( ) CEO 養成班案例中，爸爸電話中告訴媽媽：「想帶幾個同事

回家吃飯可以嗎？」，媽媽回答：「來幾個人，幾點來，想

吃什麼菜？」，相當於商業程序上的？ 
(A)訂貨意向  (B)商務溝通  (C)訂單確認  (D)MPS 計畫。 

4. ( ) CEO 養成班案例中，爸爸電話中告訴媽媽：「想帶幾個同事

回家吃飯可以嗎？」，媽媽：「來幾個人，幾點來，想吃什

麼菜？」，爸爸回答後，媽媽：「我會準備好的」，相當於

商業程序上的？ 
(A)訂貨意向  (B)商務溝通  (C)訂單確認  (D)MPS 計畫。 

5. ( ) CEO 養成班案例中，爸爸電話中告訴媽媽：「想帶幾個同事

回家吃飯可以嗎？」，媽媽：「來幾個人，幾點來，想吃什

麼菜？」，爸爸回答後，媽媽記錄需要做的菜單，相當於商

業程序上的？ 
(A)訂貨意向  (B)商務溝通  (C)BOM 展開  (D)MPS 計畫。 

6. ( ) CEO 養成班案例中，媽媽擬好菜單後，開始準備材料：5 瓶

酒、3 個番茄、8 個雞蛋、…等，相當於商業程序上的？ 
(A)展開 BOM 物料清單 (B)商務溝通 
(C)訂單確認 (D)MPS 計畫。 

7. ( ) 媽媽上菜市場買菜時，問老闆：「請問雞蛋怎麼賣？」，老

闆：「1 個 1 元，半打 5 元，1 打 9.5 元」，相當於商業程序

上的？ 
(A)採購詢價  (B)商務溝通  (C)訂單確認  (D)MPS 計畫。 

(B) 

(A) 

(B) 

(C) 

(D)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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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商業環境的整合：車同軌、書同文 

要做到企業資源整合，跨部門協同作業，首先必須建立：標準、規範、流程，

請看以下案例說明： 

張小姐買了 1 斤番茄 20 元，李太太也買了 1 斤番茄 25 元，趙大嬸也買了 1 斤

番茄 30 元，趙大嬸知道李太太與張小姐的番茄價格後，很生氣大罵菜販黑心，

李太太也不甘心的跟著數落菜販不老實，張小姐卻很白目的將自己買的番茄拿

出來炫耀一番，趙大嬸一看到紅紅的番茄，立刻喜出望外的說：「張小姐原來

你只買了半斤….？」，瞬間….張小姐的臉就綠綠了… 

1 市斤＝0.5 公斤，1 臺斤＝0.6 公斤 

張小姐 1 市斤 20 元＝1 公斤 20 / 0.5＝40 元 
李太太 1 臺斤 25 元＝1 公斤 25 / 0.6＝42 元 
趙大嬸 1 公斤 30 元＝1 公斤 30 / 1.0＝30 元 

原來趙大嬸買的番茄最便宜，在交易市場中若使用「度量單位」不一致，買賣

雙方就欠缺誠信基礎，所有偉大的婆婆媽媽上市場買菜時都得自備「秤子」，

以防受騙。 

案例： 民國 60 年左右，筆者住在基隆仁愛市場內，市場口設置了一個公家的

磅秤，因為當時營業的商家都有偷斤減兩的習慣，為維護交易次序，

因此政府必須提供一個沒有被動過手腳的標準磅秤。 

 那個時代，除了磅秤之外，連計程車的費率表也會被動手腳，因此常

常發生消費糾紛，我們今天常有人笑大陸人愛作假、愛仿冒，其實以

前我們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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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使得商業交易有共同的度量單位，從此商

業交易標榜「童叟無欺」，確立商業信用，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台灣南北距離只有 400 公里，東西寬度不到 150 公里，使用的主要語言卻有：

國語、台語、客語，北部台語與南部台語也有差異，雖然經過政府努力推動國

語 40 年，不會說台語的業務人員到中、南部還是很難生存的。 

大陸地廣人稠，38 個省 13 億人，使用的方言超過幾百種，翻過一個山頭，就

使用不同的語言，例如：看港劇時若以廣東話發音不看字幕的情況下，根本就

「不識聽、不識講」，看大陸劇時，演到上海灘的百樂門，每一個女明星都妖

艷動人，但一開口上海話，除了猜出「阿拉」是「我」之外，其餘的全部是鴨

子聽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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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統一「語言」，推行普通話，現在大陸經商、旅遊只要會一

種普通話就可以暢行無阻，對於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商業溝通都

產生極大的貢獻。 

  

歐洲面積 1,016 萬平方公里，現有 43 個獨立國家，人口 7 億，是人口最密集的

大洲，以前到歐洲旅遊時，光是兌換貨幣就非常麻煩，在法國使用「法郎」，

到了義大利必須換「里拉」，到了德國又得拿「馬克」，光是一趟西歐之旅就

橫跨 7 個國家必須準備 7 種貨幣，只要是貨幣兌換就會產生買賣匯差的損失，

兌換的種類越多、越頻繁、匯損就越嚴重，歐洲由於國家太多，因此相對不利

於國際間的商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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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七國： 
 

國名 法國 英國 愛爾蘭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梵諦岡 

國旗        

貨幣 法郎 英鎊 愛爾蘭鎊 荷蘭盾 比利時法郎 盧森堡法郎 義大利里拉 
 
 

歐元的整合代表每一個國家要放棄自己原有的貨幣，所有歐盟國家

必須協調出各國對歐元的匯率，決定之後，所有國家的商品價格、

個人薪資、….，所有以貨幣計價的東西都必須重新計價，這是多麼

浩大的一件工程，但是完成整合後，歐洲人進行跨國交易時就不必

做匯率換算，更不用承擔匯率風險，歐洲以外的人到歐洲旅遊的意

願提高了，企業到歐洲投資的成本降低了，自然意願也會大幅提升。 
 
 

   

以上三個歷史事件都以「統一」的手段促使人類產生巨大進步，但也都經歷數

十年甚至數百年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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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認識企業資源規劃 

企業資源規劃定義 

1. ( ) 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簡稱為？ 
(A)ERP  (B)BPR  (C)RPG  (D)SOP。 

2. ( ) 下列何者不是有形的企業資源？ 
(A)人力  (B)物力  (C)財力  (D)專利。 

3. ( ) 下列何者不是無形的企業資源？ 
(A)人力  (B)技術  (C)企業文化  (D)專利。 

4. ( ) 下列何者不是無形的企業資源？ 
(A)物力  (B)品牌  (C)經驗  (D)專利。 

5. ( ) 企業資源是固定的，必須有一個機制，能讓所有資源能各盡

其用，並發揮最大效益，這個機制就是？ 
(A)資源規劃  (B)企業變革  (C)資源回收  (D)資源共享。 

6. ( ) 下列何者不是資訊系統必須提供企業的相關資料？ 
(A)經營  (B)管理  (C)旅遊  (D)決策。 

7. ( ) 下列何者不是部門間整合與協調的憑藉？ 
(A)管理辦法  (B)作業準則  (C)單據憑證  (D)公司法。 

8. ( ) 要做到企業資源整合，跨部門協同作業，下列何者不須優先

建立？ 
(A)作業標準  (B)作業規範  (C)作業流程  (D)福利制度。 

9. ( ) 有關整合性的資訊系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早期資訊系統的採購、管理、使用都是各部門獨立，這些 
 系統都是根據部門功能去設計與規劃，隨著業務的擴張， 
 這些獨立系統的資料分享與整合變成了大問題 
(B) 在 ERP 系統中所有部門共用一份資料，因此只會有一份 
 客戶資料表 
(C) 在系統上線後所有資料、單據都必須規範負責人，沒有作 
 業權限的人是不可編輯、查閱資料，只有總經理可以逕行 
 修改所有資料 

(A) 

(A) 

(A) 

(A) 

(D) 

(D) 

(D)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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