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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购买决策的参与者 

1、使用者——指组织中实际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人员。 
（提出购买建议） 

2、影响者——指直接或间接对采购决策有影响的人员。 
（技术员，工程师等是重要的影响者） 

3、决策者——企业中有权决定采购项目和供应者的人。 
（总经理，采购经理，生产主管等） 

4、采购者——既被企业正式授权具体执行采购任务的人员。 
（熟悉采购程序，合同条款，洽谈） 

5、控制者——阻止推销员与DMU成员接触或控制外界与 
采购部门的信息交换的人。（如采购代理，接待员，电 
话员，和秘书等。）



1、认识需要——当消费者有新要求，开发新产品需新设备和原料，更换 
更换供应商时。 
2、确定需要——确定所需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3、说明需要（拟定产品规格）——对所需产品的规格，型号等技术指标 
作出详细的说明。 
4、物色供应商——利用工商名录或其他资料查询供应商 

5、征求供应意见书——向合格的供应商发函，请他们提供产品说明书和 
价目表等有关资料 
6、选择供应商——考虑交货能力，产品质量规格，产品价格，企业信 
誉，维修服务，技术能力，财务状况，地理位置 
7、签订合约（发出正式定单）——列出技术规格，订购数量，交换时 
间，退货办法，产品保证条款和措施。 
8、绩效评价 

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



● 现今企业的许多采购功能往往可有效向供 

货商取得价格上的优势，然而却无从实践 

下列更关键的利益。 
1.总成本及更短周期时间上的更大效益； 

2.更佳品质的效果； 

3.对供货商专业能力的利用。 

前言



因此，时下取得管理所欠缺的，似乎是一种可善 
用供货商资源来改善企业整体绩效的方法。



● 供应问题是许多企业共同面对的重要管理问 
题， 然而大多数的企业均未能对症下 
药，提出完 整正确的行动方案。 

● 供应问题往往是企业中遭遗忘的成本中心。 

● 外购物品/物料及服务的成本，诸如浪费及错 
误使用、处理成本、存货等仍相当的多。 

供应问题的存在



● 采购组织的演进。 

● 在新的采购需求环境产生的现象。 

● 采购及供应管理不良使企业竞争力下降的 
主要原因。 

传统采购组织：职能式组织



● 较产业领导者高的采购成本，往往高出5%～ 
10%。 

● 采购周期长。 

● 任何改善工作的时间都很长。 

● 影子人力(指非采购部门人员)执行多样间接 
采购功能，采购技能差异性大，无法取得市场 
优势。 

供应问题造成竞争力下降的原因



● 不同企业据点间之采购欠缺综效（synergy） 

● 创新作法欠缺。 

● 具市场知识的采购人员经常被排除在重要采 

购决策之外。 

● 没机会将主要供货商及主要顾客整合起来， 

去追求新产品及服务的机会。 

供应问题造成竞争力下降的原因



●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企业在采购及 
供应管理上开始强调采购优势的利用，但是利 
润增加往往只是短期现象，长期而言，供货商 
遭剥削后，必然在品质上会产生许多的问题。 

● 199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发觉过度强调采购优 
势将严重破坏企业与供货商间的信赖及响应关 
系，为企业增加许多供应过程中的隐藏成本。 

● 因此，企业重新思考，寻找出供应与采购上的 
新管理方向，着重供应策略形成及执行。 

企业采购行为的发展



● 供应流的概念 
Ø 供应流(Supply Stream)指的是由使用需求确认到最后 

使用获得价值的相关步骤所组成的流程。 

Ø 供应流包含完整的供应管理所应面对的完整步骤。但 
是传统上，采购部门往往仅担负阴影部分步骤的职 
责，即购买、配送及付款。现代的供应管理则须管理 
供应流中所有的步骤，追求采购品项及服务的最大使 
用价值，以及最小的供应总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 

获得 
价值 

付款 评量 使用 配送 购买 开发 需求 
确认 

供应流的概念



● 虚拟企业(Virtual Corporation)将是21世 
纪的市场主流，这些公司只保有与其核 
心能耐有关的资产及技能，所有支持技 
术(Supporting Technology)则仰赖市场 
专业公司供应。而其供应经理与传统之 
采购主管担负截然不同的职责。 

21世纪的市场法则--变化与时间



管理供货商关系 

寻求最佳顾客经验及学习 

供货商成本分析 配送 

了解最佳使用案例 契约条款 

技术分析 价格 

寻找最具竞争的优势供货 
商 

满足使用单位所设定规格 
的能力 

供应经理 传统采购主管 

供应经理与传统采购主管的职责比较表



供货商的供应程序 供货商的供应程序 

配送到企业 配送到企业 

支付货款给供货商 支付货款给供货商 

使用及消耗 使用及消耗 

效果评量 效果评量 

对使用者产生的价值 对使用者产生的价值 

图 图5 5- -3 3 物品与服务供应之流程 物品与服务供应之流程 

供应管理的程序与工具



1、管理所有购买的物品及服务，进 

而降低成本。 
2、强调与供货商整合，共同追求改 

良质量、稳定性及使用效果。 
3、善用供货商资源，创造时效性高 

的新产品与服务。 

供应管理强调策略面 
发展的三大要求



必须包括下列所有项目： 

1.现金成本，包含购买成本、存货成本、 
折扣及利息等。 

2.使用成本，包含不当使用、浪费等。 

3.程序成本，包含排程、存货、下单、 
收货、付款、评量等。 

4.供应周期时间。 

供应程序与供应流效果的评量



1.必须是跨企业的程序 

2.必须由公司全面性地采用 

3.必须有效结合公司内外资源， 
推动持续改善及创新作为 

4.必须提供世界级供应管理技术 
的培训及教育 

供应管理推行的四大条件



供应管理核心程序 

取得程序 持续改善程序 创新程序 

考量 
点 

决定最佳供货商，包 
含品质及成本等考量 

善用供货商资源，持续追 
求取得程序，使用方式、 
成本改善及最佳化的机会 

寻找与开发可用于 
产品及程序创新的 
先进技术，并加以 
实践 

主要 
工具 

市场与产业分析 
供货商成本分析 

价值链图析 
拥有总成本、标竿学习 

需求满意分析 
时基创新、新 
方法的创造 

结果 
最具竞争优势的最佳 
供货商 

最佳物品/服务 
成本及使用最小 
拥有总成本的推动 

创新预备 
创新方案 

效益 供货商的减少、合并 
成本节省 

成本节省 
员工时间节省 

收入改善 
成本改善



● 供应管理必须持有一个崭新的观念，那就是： 
去“管理”企业买到的物品或服务，而不是去 
“买”企业要的物品或服务。 

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提供了企业一个新的、取得 
竞争优势的来源。 

发展个别策略来管理原物料与服务之“取得” 
(Acquisition)及“使用”(Use)，其整个目的就是为 
了确保企业投资价值的极大化。 

供应流策略



● 供应流分类将基于下面两个因素来建立： 

1.原物料或服务在企业价值链当中的角色。 
其是否是创造顾客价值的核心？或仅是用来 
支持企业的基础运作？ 

2.企业需不需要客制化的产品或服务，或可 
以用市场上现有的来供给？ 

供应流的分类



供应流的分类与发展 

1.每一象限代表一类供 
应流及其重心组合 

2.每一象限对供应市场 
的寻找及管理策略的发 
展均提供很好的启示 

顾客重心 

非
核
心 

核
心 

市
场
重
心 

客
制
化 

1  2 

标
准
化 

3  4



外购原物料与服务之分类及对供应策略之启示 

现金成本，总成本 现金成本，总成 
本员工时间 

营收与利润 现金成本，总成本 11.主要效益 

选择最好的供货商 
执行最佳实务 

标准化的程序与 
产品 

改进周期时间合 
并收益 

对成熟技术需求的再确 
认 

10.典型之策略机会 

企业领导者与供货 
商 

供货商担负领导 
角色 

企业领导者担负 
传统角色 

企业领导者与供货商 9.供应链程序领导者 

中段至高段 八门至中段 最高段 中段 8.供应管理技能 

X 
X 
X 

X 
X 

X 
X 

X 
X 

7.取得程序持续改善程序创 
新程序 

先进 成熟 先进 成熟 6.技術生命週期 

中等 低 高 中等 5.风险 

地区 中央 地区 地区 4.中央或地区性执行策略* 

采先进程序进行供 
货商与客户管理 

需要完整的供货 
商管理 

不需做供货商管 
理 

采先进程序进行供货商 
与客户管理 

3.供应流管理要求 

特定领导者 低成本 
创新领导者 
特定领导者 

低成本 
2.特定供货商或低成本供货 
商 

标准化 标准化 客制化 客制化 
1.客制化或标准化产品或服 
务 

外购产品 / 服务特征 

核心 核心/ /标准化 标准化 
4 4 

非核心 非核心/ /标准化 标准化 
3 3 

核心 核心/ /客制化 客制化 
2 2 

非核心 非核心/ /客制化 客制化 
1 1 

供货商特征与管理特点 供货商特征与管理特点 

原料/服务的分类



供货商特征与管理特性 

1.客制化或标准化产品或服务 

2.特定供应者或低成本供应者 

3.供应流管理需求 

4.中央或地区性执行策略 

5.风险 

6.技术生命周期 

7.核心程序 

8.供应管理技能 

9.供应链的领导力 

10.策略机会 

11.主要效益



供应流策略的分类与发展指导方针可以帮助供 
应经理在采购任何原料或服务时，发展出适 

当的供货商策略。 

1.非核心/客制化物料与服务的策略 

2.核心/客制化物料与服务的策略 

3.非核心/标准化物料与服务的策略 

4.核心/标准化物料与服务的策略 

策略分类与发展指导方针的应用



供应策略分类与发展指导的汇总 
取得程序的再造观念与工具 

交易频率程度 

高频率交易 低频率交易 

h订购卡 
h评估付款的清偿 
h电子资料交换 
h电子商务h合并h寄售 
h成本加成合约 
（例：经销商、MRO供应品） 

h采购卡 
h直接付款 
（例：杂项供应品） 

低
单
位
成
本 

h依消费付款 
h评估付款的清偿 
h全体合约 
h电子资料交换h电子商务 
h合并h结盟 
（例：核心关键物料/服务） 

h合约付款 
h报价单 
h订购单 
（例：资本设备、顾问） 

高
单
位
成
本 

采
 

购
 

成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