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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資資】講義 

第一講 資訊系統概論 

 何謂系統 

 系統是一些元素的集合透過某些功能的作用來共同達成某一個特定目標舉凡生態、交

通、政治、經濟、製造與服務皆有系統存在並可具體定義及描述。 

- 例如：平鎮交流系統 (交通系統) 

- 高公局便民服務系統 (資訊系統) 

 

依系統變動型態可分為 

 連續性系統（Continuous System） 

- 系統中的變數會不斷改變且不間斷者。  

- 例如：一個水池的水不斷地改變水位。氣溫持績性改變。 

 離散性系統（Discrete System）  

- 系統中的變數雖仍隨時間在改變，但其變化是可以用時段劃分  

- 只要在電氣設備上運行的系統皆為離散性系統；所有的數位化系統也是離散性系

統。如資訊系統，交通號誌控制系統。 

 

Q：系統就是軟體嗎？  

軟體的確是一種系統，但是系統不一定是軟體。我們常見的軟體以資訊科技協助使

用者完成各種目的，由於我們生活周遭都充滿各式各樣的資訊系統與應 用軟體 ，因此

便習以為常的將”系統”一詞與軟體做對應。在資訊處理/資訊管理領域及考科可將系統與

資訊應用軟體視為等義。以下講義也將系統一詞泛指為資料處理軟體/資訊應用軟體。 

 

 另一個與系統類似的用詞─”程序” 

- 程序是一些活動的集合，用輸入來創造一個輸出。  

- 系統是一些元素的集合，透過一個處理程序而達成目標。 

- 程序著重在系統要完成的是什麼；系統強調在如何完成。 換句話說，系統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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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但程序未必包含系統。 

- 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購物程序 

- 到便利商店買東西  

- 買東西時的處理  

- 買完東西以後發生的事 

 生活環境中，極少有不依靠資訊科技的個體與生活方式。  

 便利商店、提款機、VISA 驗證、手機網路。  

 系統能達到人腦無法達到的記憶能力與處理速度，因此目前幾乎所有的公司行號、政

府部門，都需仰賴資訊科技輔助組織運作及增進組織成長。  

 資訊管理概論便如此成為一門獨特的學科！ 

 

 何謂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的定義： 

系訊系統泛指透過軟體(Software)、硬體(Hardware) 、資料庫(Database) 、人員

(People)網路(Networks)及其他各式各樣相關的科技技術 (Technologies)元素的整合與

互動，執行完成特定的功能的互動組合。 

 從管理的角度： 

- Laudon 認為：「資訊系統是企業組織回應環境挑戰的一個解決方案，或者說是一個

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管理與組織的解決方案。 

- 資訊系統可以定義成支援企業的運作將企業所需的作業流程自動化。資訊系統已成

為必要工具。 

- 企業組織目的在處理資訊、降低其不確定性、資訊處理需求分工、標準化、增加資

訊處理能力和協調機制。資訊系統可以提升內部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營收、因應

顧客需求改變及促成新的企業策略。例如：分工司各別接單生產，透過資訊系統可

改善為單一定單接收窗口、整合設計”單一系統組裝廠。 

- 資訊系統的開發與運用，則需要有系統性的統籌和規劃，才能將複雜的人、事、物

做良好的協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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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與資訊 

資訊管理的對象是「資訊」，資料與資訊對組織的意義並不完全等價，那麼資料與資

訊的有何區別，「資料」是有關事實的記錄，「資訊」則是過處理過後，帶有意涵的資料，

可以參與決策。以下我們用一個例子說明兩者的差異： 

資料 資訊 

記錄事實 經過整理而得 

客觀 主觀 

表面沒有關聯 具有意義 

靜態 動態 

依附行動產生 可能引導行動 

只是成本 創造利益 

 

客觀記錄所產生的資料與資訊實例-以購物行為為例 

便利商店記錄與報表 
資料 資訊 

12:40:33 –LCT993220019 
13:40:33 –LCT993220019 
13:40:33 –LCT993220021 
13:40:33 –LCT993220020 
18:40:33 –LCT993220019 

本日賣了五瓶茶裡王 
50%的銷售集中於 12:00~14:00 之間 
日式綠茶銷售量最高 

客觀，一筆交易一筆記錄    
無特定意涵 

銷售狀況  
有其它意涵  可能影響決策(如 進貨及存貨數量) 

表面沒有關聯 具有意義  
本月綠茶銷售量最多 
中午最多人買 

一個動作記錄一次 即時/批次更改  
綠茶+10↑紅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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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一瓶記錄一瓶 決定存貨數量 
發票與資料庫 創造利益 

 

 資訊系統的組成 

 三大要素：資料(Data)、資料流(Data Flow)、處理邏輯 (Processing Logic)。 

 四大功能(IOPS)：輸入 (Input)、輸出 (Output) 、處理 (Process) 、儲存 (Storage)。 

(對應/ 對應 IPO 模型 + S 資料儲存技術) 

 五大元件：硬體、軟體、資料、程序、人員。 

 

 資訊系統的三大要素 

 資料(Data) 

- 包含資料與資訊  

- 描述有關的人、事、物、時間、動作等事實  

- 以人們能夠理解的方式呈現  

18:40:33 –LCT993220019   $20 茶裡王 x 1 

18:43:12 –CAB9282223   $28 大亨堡 x 1  

18:40:33 –LCT993220019   $20 茶裡王 x 1 

 資料流 (Data Flow) 

- 包含資料的來源與目的地  

- 結帳櫃台 店系統 區域 中心  

 處理邏輯 (Processing Logic) 

 解釋資料的轉換與這些步驟所觸發的事件 

 

 資訊系統的四大功能 

任何有資料存在的程序，都會有輸入、輸出、處理、儲存的動作輸入(I)：包含了所有外界

的訊息與系統之前的流動，如： 

 

結帳用的 Bar code, 商品用的 QR code, 補繳電話費輸入的電話號碼處理(P)：將輸入的資

料做有意義的處理，如： 

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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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介紹及活動網址 

  補繳電話費輸入的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 

現實與系統連結的擴增實境介紹導覽  

 

輸出(O)：通常是一種有互動回饋或流向另一個系統，如： 

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並顯示在螢幕及發票上 

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介紹網址並顯示於電腦或手機上 

補繳電話費輸入的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並顯示在螢幕同時列印帳單 

 

儲存(S)：將處理過的資料依目的進行同方式的儲存是資訊系統一項重要的工作。 

如： 結帳用的 Bar code 取得商品名稱及售價並顯示在螢幕及發票上，同時記錄於 POS

隨後批次傳送至資料中心。 

商品用的 QR code 取得網址並顯示於電腦或手機上，並記錄瀏覽次數，補繳電話費輸

入的號碼，取得待繳電話費資料，並顯示在螢幕同時列印帳單，完成繳費後，記錄並

更門號的帳單資訊。 

 

 
 

 資訊系統五大主要元件 

 硬體(hardware ) 

- 實體的所有東西。包括了伺服器、工作站、通訊設備、線材、手持裝置、以及其他

各種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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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software) 

- 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 ) ：管理硬體，如作業系統、驅動程式… 

- 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支援角色、提供使用者所需資訊的各種服務。例如︰

訂單處理系統、薪資系統。  

 資料(data)  

- 資料是資訊系統運作的根本  

- 轉換成有用資訊之前所必需的有足夠的資料作為素材。  

 程序(process ) 

- 描述所執行的各項工作的內容。  

- 程序代表了真實活動。  

- 18:40:33 –LCT993220019  $20 背後的程序表示一個真實行為 。  

- 儲存購物內容、開立發票、更改庫存、更改營收。 

 使用者(users) 

- 與資訊系統互動的人員。  

- 使用者是可以決定一個系統的成敗的。  

- 開發資訊系統的目的就是達成使用者的需求。  

- 還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網路管理師，及其他資訊科技人員也佔了系統的一部

分。 

 

 資訊系統的 IPO 模型 

 從輸入面(Input)的角度觀點，誰輸入，輸入什麼？ 

規劃未來的，運用現有的；改善現有 IT 基礎設施(IT Infrastrurcture)人員與部門的結構

配置，掌制投資 IT 基礎設施的投資預算與經費 

 從處理面(Process)的角度觀點，處理什麼？ 

品質：處理資訊資源。 

支援：如例如各種作業流程的自動化，為組織效力，例如以 CRM 支援客服、ERP 支

援物流。 

依支援工作不同，可分類為幾種典型的資訊系統： 

交易處理系統（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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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  

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從輸出面(Output)的角度觀點，產出什麼？ 

資訊系統所產生出來支援使用者的「資訊及知識」。 

組織得以獲取決策資訊、儲存知識並進行分享及運用 

 

 資訊系統的種類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普及應用與必要性可見一般，有效的掌控與應用資訊已成為公

司行號乃至於組織重視的領域，產生的獲利企業悠關成敗。 

 如：SCM, CRM, ERP… 

 服務機關在意成效  

 如：E 政府入口網、公文電子化、便民服務系統 

 各種資訊系統應運而生，但如同產品定位與市場區隔，資訊系統仍有取向與功能系不

同。 

 資訊系統的種類─依功能性區分 

交易處理系統（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TPS）  

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  

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高階主管資訊系統 ( Ex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EIS) 

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 ES）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管理資訊 (MI) ／管理資訊系統 (MIS) 

 廣義定義，MIS 是管理領域的另一個分支。 

 普通定義，MIS 泛指所有資訊系統。 

 狹義定義：管理資訊系統(MIS)只是一種提供管理資訊的資訊系統(IS) 。 

 資訊管理的核心概念 

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是一門「研究組織如何有效的利

用與管理『資訊科技』來支援其『營運能力』達到提升『經營效率與策略目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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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林東清) 

 管理資訊系統(MIS) 

「MIS 是一人機整合系統，它提供資訊以支援組織的例行作業、管理與決策活動。系

統的運行包含電腦硬體、電腦軟體、人工作業程序、運作模式以及資料庫」(Gordon B. 

Davis)。 

 

 資訊管理(IM) 

 管理就是對組織資源，如人力、物力、設備等資源作有效的運用、藉以協助組織達成

目標。而資訊管理與管理資訊可以與管理資訊極為類似，甚至劃上等號，其目的在管

理組織中的資訊資源，強調將資訊技術運用於組織的管理資訊系統以及管理。 

 資訊管理可以簡單的分為兩大部分 

(1)「資訊設備的管理」：包含資訊科技產品的劃劃、採購、維護等。 

(2)「資訊人員的管理」：包括專業人力培訓、激勵、督導等。 

 資訊管理可從三個面向進行分及定義 

(1) 功能面向：對資訊加以收集、分析、計算、分類、排序、合併、複製、儲存、擷取、

解釋等工作。(主角是資訊及資料，不一定有意涵) 

(2) 目的面向：將資訊經過管理，使之得以應用，提升效率。 

(3) 使用者面向：針對不同使用者，以人的決策活動為導向來管理資料及資訊，例如組

織、過濾、濃縮及解釋資料。 

 

 資訊系統 / 資訊管理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三者之異同 (重其義而不重其招) 

資訊系統 / 資訊管理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三詞有諸多定義。若要進一步進行區隔，資訊系

統前者定義範圍較廣，資訊管理系統重於組織的應用與營運，如 KMS, CRM；管理資訊系

統則更偏向組織的管理及策略層面，如： 競爭策略。 

 

補充：資訊系統素養是強調對「管理」、「組織」和「資訊科技」三者均有所認知，而能掌

握其相關的概念與技術。 

 

 資訊管理的重要性 

 是組織最重要的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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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幾乎成為企業的經營基礎 

 是提升企業生產力的重要工具 

 創造企業的競爭優勢 

 創造企業優勢的最重要來源（例如：Amazon、Google、Yahoo、Angry Brid、IBM 等電

子化企業以資訊為組織營運的中心）。 

 

 資訊科技 

 廣義定義 

(1) 資訊科技定義為「利用數位電子媒介所發展出的新系統或新的傳播方式」(謝清

俊) 。 

(2) 資訊科技定義為組成資訊系統核心的電腦及週邊設備(Laudon and Laudon)。 

(3) 則將資訊科技視為是電腦與通訊整合的技術(Henderson and Venkatraman)。 

(4) Gordon and Gordon 則認為資訊科技包含了電腦硬體、軟體、資料庫管理系統、資

料通訊技術(ICT)。 

 

- 組織運作與整合的觀點 

Leavitt and Whisler (1980) 將資訊科技定義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包含了能快速處

理大量資訊的電腦自動化技術；第二部份為解決決策制定的統計與數學方法的應用

為核心(如演算法)；第三部份它包含了可經由電腦程式進行高階思考的模擬(如人工

智慧)。 

 

◎綜合所述，「資訊科技」包括三種資源：科技資產、人員資產、關係資產。MIS 定義

中的「資訊科技」可視為「資訊系統」。資訊科技突破了時空侷限、革新傳統處理程

序、具有方便性和時效性，也使組織架構變得更有彈性。 

 

 一般而言資訊科技可以區分為四種類型 

(1) 交易型 IT(Transactional IT Assets)：用於處理每日例行的交易。商業交易用 IT 來處理，

主要是為了降低成本或增加生產力。例如：物流公司使用 IT 節省交易成本。 

(2) 資訊型 IT(Informational IT Assets)：利用交易資料，經統計分析，以提供更多更好的資

訊，供做決策、管理、控制之用。例如：7-11 進存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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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策略型 IT(Strategic IT Assets)：資產能協助企業達成策略目標，取得競爭優勢，並將企

業定位在市場中的成長區塊，例如：SCM。 

(4) 基礎建設型 IT(Infrastructure IT Assets)： 是多個應用系統或組織各個事業單位所共同

分享的 IT 服務，例如：電子化政府。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TI) 

 狹義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ITI：包含硬體、軟體、網路、資料庫等科技。 

 廣義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ITI：除了狹義的 ITI 構面外，還包括 IT 的「服務構面」，例

如 IT 的訓練、IT 的服務、IT 的管理、IT 的政策及 IT 的研發等。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可視為一些科技資源的組合，其是用來支援組織各種不同應用系

統(AP)開發的一個分享平台。例如：企業系統平台、資料管理平台、Internet/Web 平台、

作業系統平台、硬體、網路平台等(林東清)。 

 

 基礎建設型資訊科技的商業價值 

 IT 基礎建設形成了強固的基礎，其商業價值可分為二大類 

(1) IT 運作(IT operations)，包括資料中心、網路、客服中心等。 

(2) 支援企業流程的各項服務(supporting enterprise processes)。 

例如：採購、ERP、財務、人力資源等的共享服務 

 

 資訊科技架構 (ITA)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係由包含實體設備及用來支持整個企業運作的軟體所組成，也是管

理者投入預算支援的一組橫跨公司整體的服務，它組合了人與技術的能力 

 對一個組織而言，資訊科技架構(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ITA)像是一個藍

圖，它描繪組織所擁有的資訊科技相關資源，包含整體資訊科技架構以及這些資源之

間的關係，可以做為資訊系統規劃的核心產出，同時也是資訊系統推動的藍圖。 

 ITA 應用系統、資料、IT 基礎建設的各項技術的組合邏輯，在政策和技術標準之下，

期望能促成實現企業策略。 

 一個設計完善的 ITA 應能呈現出達成公司策略目標最關鍵的 IT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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