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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loud、Analytics、Mobile、Social是近年新興資訊科技四大領域，對產業別不同的企業來說，在

CAMS不同領域的著重程度及運用的面向會有所不同，了解對自身最有價值的投資領域會是很重要

的課題；本研究針對五間企業，從高階管理人員的CAMS議題訪談逐字稿著手，分析詞語頻率與CAMS

詞語關聯，並將五間企業定錨至資訊科技策略矩陣中討論，發現工廠、轉型模式的企業著重雲端運算，

策略模式的企業則著重社群應用；另也發現屬於防禦性的企業談論CAMS時較與企業內部流程有關，

屬於攻擊性的企業則較與消費者有關。上述發現可提供未來企業在評估 CAMS投資時的參考。 

 
關鍵詞：CAMS、資訊科技策略矩陣、詞語關聯、餘弦相似度 

 

Abstract 

 Cloud, analytics, mobile and social, also called CAMS, are regarded as four new arising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Companies in each industry may put different emphasize on four aspects of CAMS. Knowing 

which aspect to invest in is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study condenses 

interview transcripts of high-level managers from five companies and analyze term frequency and term 

relationship of CAMS topics. Furthermore, the study discusses how CAMS results above are related to the 

model of the IT strategy grid which the company is categorized. Result shows that companies in factory 

model and turnaround model emphasize more on cloud, and companies in strategy model pay more attention 

on social. Also result shows that companies adopting defensive approach have more term relationship with 

words about business process, but companies considered offensive have more term relationship with words 

about customers. The study may provide future companies a reference when assessing which CAMS aspect 

to inv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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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資訊科技如何運用正確，並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一直是企業主十分想要得知的答案，而對企業

的高階管理人員來說，如何制定正確的資訊科技策略，並將資源投注在對企業業務層面有幫助的資訊

科技投資上，是最重要的事情；現正處於資訊迅速變遷的時代，幾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個月，都會有

多種新科技、新應用準備好進入業界，但從資源有限的角度上來看，企業同時間或者短時間內能夠投

資的資訊科技有限，又從企業產業不同的角度來看，並非所有的新科技對企業來說重要程度皆是相同，

高階管理人員應全盤思考企業的優劣勢、並抽絲剝繭看清企業的核心價值，分析哪些資訊科技可以優

先導入，在最短時間內為企業提升競爭優勢。 

國際商業機器（IBM）針對新興資訊科技曾提出了 CAMS的架構，分別代表 Cloud（雲端運算）、

Analytics（智慧分析）、Mobile（行動裝置）、Social（社群應用），經過這幾年的影響，此四大新興科

技已大幅改變了企業的生態，部分先行者（First Mover）企業已從 CAMS的導入中獲益良多，而其

餘正值導入或是規劃導入階段的企業，也是預見了 CAMS有改變企業生態的能力；根據 2015年的研

究，雖然有高達 85%企業已經或已經規劃導入 CAMS，但多數企業都為單點式導入，而缺乏全局式

的生態系統規劃（IBM CAMS大調查, 2015），此可能是因為企業短時間內能投入的資源有限，因此

僅能先從 CAMS四大新興科技中選擇一種或多種優先導入，而此種選擇應受到了企業所在的產業別

很大的影響，舉例來說相同為 Social社群應用，於 B2B製造業與 B2C服務業的應用上就有天壤之別，

前者可能運用 Social將上下游的企業整合，建構一個垂直社群系統，緊密上下游之間的合作關係，而

後者運用 Social可能為了更直接地接觸終端消費者，與其建立緊密良好的關係，此種差異可能為企業

所知，而影響該項新興科技對其的重要程度。 

產業與產業之間可能因為核心價值、服務提供的管道、顧客……等因素，而在資訊科技的採用上

有不同的優先順序，此研究欲以先前研究人員以訪談方式搜集的逐字稿，以程式輔助分析不同企業主

在訪談時的用字遣詞是否有明顯的不同，並從中尋找有趣的發現，給予其他企業在未來決定導入新興

資訊科技時建議。 

二、研究目的 

想要分析不同產業在 CAMS的優先投入順序與其和產業核心價值的關聯，本研究欲分析不同產

業受訪者在談及 CAMS議題時的詞語頻率及習慣，從統計數據輔助訪談稿的分析，歸納不同產業在

CAMS四大新興科技上的重視程度高低，再進一步以文字向量的方式分析 CAMS四大議題與各詞語

間的關聯程度，檢視較高關聯程度的詞語，可幫助了解在產業動態下企業是如何決定其資訊科技策

略。 

資訊科技的投資經常需要考量優先順序及其必要性，對不同產業別的企業來說，依照當時的時空

背景以及競爭對手的策略方向，可能有不同的資訊科技策略，先前研究人員以 IBM提出的 CAMS四

大新興科技架構為基礎訪談多個產業的高階管理人員，整理逐字稿後交由本研究，以詞語關聯來分析

產業對這四大新興科技的注重程度，以及這四大新興科技在產業的實務面是如何被規劃運用的，主要

想提供未來想導入 CAMS的企業參考，能考量自身所在的產業別，優先投注資源在資訊科技投資上。 



本研究將先從訪談時使用的字詞頻率統計分析高階管理人員經常提及的議題為何，討論該高階管

理人員在訪談時有意識或下意識地認為哪一面向對其產業可能較為重要，並進一步將逐字稿轉換為向

量空間中的文字向量，在向量空間中距離較近的字詞表示在逐字稿中較常被一併提及，透過將 CAMS

四大新興科技的關鍵字定錨在向量空間當中，討論產業中哪些議題與這些關鍵字較為接近，從詞語關

聯的角度解釋CAMS於產業之重要優先程度差別；並將企業依照資訊科技策略矩陣分類成不同模式，

進而歸納企業所在的模式是否與其在 CAMS不同領域重視程度有相關。 

貳、文獻探討 

一、CAMS 

隨著資訊科技的創新，CAMS於近年開始蓬勃發展。根據專家所述，2020年全球企業在 CAMS

上的總投資將會達到五兆美元以上（Dinodia Capital Advisors Private Limited, 2013）。對企業而言，運

用 CAMS不僅能帶來創新機會，更能增加企業的生產力及競爭優勢（Josefowicz, 2013）。舉例來說，

企業採用 Cloud（雲端運算）包含公有雲、私有雲及混合雲儲存資料，亦或是透過 IaaS、PaaS、SaaS

架構提供雲端服務，進而推出服務導向的商業模式，最後降低產品服務推出至市場的時間；企業也可

採用 Analytics（智慧分析），從資料倉儲、資料探勘到資料視覺化，幫助企業發覺尚未被滿足的市場，

並在既有市場中推出創新服務。除了雲端運算與智慧分析外，企業也逐漸將產品服務結合Mobile（行

動裝置），在產品服務生產流程上能隨時隨地與任何人協作，運用行動網路促使流程不間斷，加速產

品服務進入市場與顧客接觸的速度。此外，隨著社群媒體如 FaceBook的發展，企業可採用 Social（社

群應用），透過社群分析更加了解終端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為顧客提供量身打造的產品服務（Dewan & 

Jena,2014）。 

CAMS 由四樣新興科技所組成，而這四樣新興科技能獨立運作，也能組合在一起提供一加一大

於二的綜效，因為 Cloud（雲端運算）的彈性及易用性，讓企業得以運用 Analytics（智慧分析）、Mobile

（行動裝置）、與 Social（社群應用）更快地進行創新（Armbrust et al., 2009）。 

二、資訊科技策略矩陣 

 從上述內容得知企業運用 CAMS可帶來創新機會與競爭優勢，進而吸引企業研擬資訊科技導入

策略。企業在導入資訊科技之前，需先考量組織對於新資訊科技（足以建立產品服務優勢）與可靠資

訊科技（提供組織穩定的資訊產品服務）之需求（McFarlan et al, 1983; Cash et al, 1988） 。若依照上

述需求高低加以分類，可分成工廠、支援、轉型與策略四種資訊科技決策模式，該模式成為資訊科技

策略矩陣亦或是McFarlan策略方格模型，如圖 2-1所示。 

 倘若企業現階段具備較低的可靠資訊科技與新資訊科技需求、重視組織現有資訊系統並以維護系

統效能為目標，此時為支援模式（可靠資訊科技需求低/新資訊科技需求低，如整合設計、生產、零

售資訊系統以提供企業長期營運的西班牙服飾品牌 Zara） （Nolan & McFarlan,2005）；反之，若企業

需導入提升資訊系統效能的系統（如：提升系統安全性與穩定性），同時也期許導入最新、最切合市

場需求的資訊科技，此時該企業則為策略模式（可靠資訊科技需求低/新資訊科技需求低）；若企業舊

有資訊科技足以維持組織流程營運，並於現階段傾向導入創新資訊科技，則為轉型模式（可靠資訊科

技需求低/新資訊科技需求高）；若企業體認到資訊科技對於企業的重要性，認為組織應提升現有資訊



系統運作的穩定性，並非一味地追求新興資訊科技技術的導入，此時該組織的舉動則為工廠模式（可

靠資訊科技需求高/新資訊科技需求低）。企業依據現階段對可靠資訊科技與新資訊科技需求之高低，

了解其資訊科技策略的類型，進而根據需求特性導入合適的資訊科技。 

 
圖 2-1 資訊科技策略矩陣 

三、產業資訊科技策略回顧 

 在了解企業導入資訊科技的需求與策略模式後，本節欲探討零售、金融、數位媒體與餐飲服務業

資訊科技策略，以利後續的研究分析。 

 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促使消費行為改變，現今零售業已從單一的傳統店面服務，結合線上通路，

打造虛實整合創新環境，同時也藉由網路社群推廣自身產品及服務，並且透過網路社群與用戶的互動

過程中，蒐集用戶的潛在需求。因應上述趨勢，勤業眾信也於 2017年的全球零售業洞察報告中提出，

在越來越強調顧客為尊的零售業，業者可透過大數據、資料探勘等技術，整合零售通路中所有可以與

消費者產生連結的接觸點，分析顧客行為並提供更貼近顧客的客製化服務；在產品服務倉儲方面，零

售業者也可受到科技演進的影響，破湖過去必須採購影體儲存資料之情況，改採用大容量的雲端空間，

使傳統的零售供應鏈升級且邁向自動化（柯志賢，2017）。由上述情況得知，整體零售業較渴望新資

訊科技的導入，較偏向轉型模式。 

 至於數位媒體產業，受到資訊科技（如：智慧型裝置、無線網路）的發展，消費者每天都在接收

大量訊息，造成對產品服務的需求極度不穩定，市場因而變成破碎的分眾及小眾市場，並且強調客製

化、行銷導向，促使產品服務生命週期隨之縮減（涂志豪，1998）。因此，數位媒體業者除了維持舊

有的資訊科技外，也要透過社群媒體與數據分析隨即洞察且預測時下消費者感興趣的議題為何。其同

時追求新資訊科技與可靠資訊科技需求的特性屬於決策模式。 

 在餐飲服務業方面，根據美國雲端餐點管理商 Toast於 2016所針對 1115位顧客訪問的調查報告

指出，2017年最為期待的餐飲科技趨勢包含出餐進度追蹤、評分回饋系統、改善候餐系統進而縮短

等待時間、服務鈴按鈕、拆帳功能、以電子信件寄送菜單等。上述功能均可藉由現有的銷售時點系統

與點餐設備達成，資訊科技的導入對於餐飲服務業來說僅是支援前端服務之功能，較屬於支援模式。

最後，依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5年全球銀行業風險報告指出，前五大風險中極包含金融科

技的侵入與犯罪、（如：網路攻擊）兩大風險，加上嚴謹的法規規範與極度重視用戶交易及個資隱私

等特點，促使金融業者較追求可靠穩定的資訊科技需求，屬於工廠模式。 



四、詞語關聯分析 

 從研究目的得知，本研究欲統計高階管理人員的訪談字詞頻率，進而藉由文字探勘技術得知字詞

相似度，分析受訪者重視之議題較偏向 CAMS中何種面向。 

 在文字探勘與資料檢索領域中，最常利用餘弦相似度（Cosine Similarity）計算兩字詞之間的相似

程度。假設在計算餘弦相似度前已先經過資料前處理，同時也留下具代表性的關鍵字詞。經餘弦相似

度計算後，若兩字詞運算結果越接近 1，表示該字詞在向量平面上距離越近，相似程度越高，反之，

兩字詞結果約接近 0，表示在向量平面上距離越遠，相似程度越低。由於該方法在傳統文字探勘與資

料檢索領域中為常用之相似度計算方式，加上其計算過程具備易理解之特性（吳宗勳，2014），因此

本研究故採用餘弦相似度作為後續研究分析。 

參、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從高階管理人員接受 CAMS議題訪談時的字詞頻率與其和 CAMS各議題之詞語關

聯，來了解不同產業在新興資訊科技的重要優先程度差別，及造成此種重要優先程度差別背後的原因

與產業性質有何關係。 

欲從訪談逐字稿中分析詞語頻率及詞語關聯，需要進行資料清理及字詞歸類，因逐字稿在整理時

力求與受訪者用詞完全一致，經常有較多口語化的用詞，運用程式進行處理時容易受其影響，因此須

先進行逐字稿清理，刪去因口頭訪談造成的冗詞贅字才能進行程式分析，而接著經過程式斷詞與詞頻

統計後，也會因為逐字稿的特性而產生許多與想探討之議題關聯太低的詞語，造成進行討論時的困難，

因此需有多位研究者的協助，進行字詞歸類，並以篩選過後的字詞進行詞語關聯度分析。 

最後以資訊科技策略影響矩陣來探討不同模式之企業，在 CAMS議題中重要優先程度的差別，

並參考與議題關聯度最大的關鍵字，討論不同模式的企業之資訊科技策略可能受河因素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 半結構性訪談法 

本研究從先前研究人員取得的訪談逐字稿，是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法探討不同企業之高階管理人員

檢視其內部對 CAMS四大新興科技的規劃及運用。半結構性訪談法是透過預先定義好訪談大綱，可

能或可能沒有提前給予受訪者該大綱以供其提前準備受訪，藉由與受訪者雙向溝通，從言語中獲取所

需資料的方式，由訪談者主導訪談的主題及形式，進行適當時間的深度訪談，以在時間內盡可能了解

受訪者在主題內的認知、意見以及發掘其潛在的想法，後續再由訪談者整理訪談稿，檢視對於研究目

的是否尚有缺漏的議題或需補充的地方，請受訪者作進一步補充。此項方法最大的價值在於可以獲得

比結構化訪談更多想法細節的資料；在先前研究人員的研究中，因為想了解各高階管理人員在企業資

訊科技策略上的規劃與想法，不適合單純以結構性問答方式進行資料搜集，因此選用半結構性訪談法

搜集第一手的資料。 

（二） 研究樣本 

本研究從先前研究人員取得的訪談稿是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法進行，先前研究人員共進行了 18間企



業高階管理人員的訪談，企業的行業別統計如表 3-1，訪談問卷大綱於附錄一，主要針對高階管理人

員對企業當前採用 CAMS四大新興科技的狀況分別進行討論，並詢問認為在產業環境中企業應該是

屬於先行者、跟隨者、涉獵者哪一類型，進而討論其對產業內競爭對手採用 CAMS的情況，因採用

半結構性訪談法，先前研究人員在訪談時保留較多彈性予受訪者發表想法。 

本研究因想由訪談逐字稿切入，探討不同產業的受訪者在談論 CAMS議題時的字詞使用頻率、字

詞關聯度，因此從先前研究人員進行的 18份訪談中挑選出五份進行研究，挑選要點包含產業區別及

訪談逐字稿的品質，產業區別主要以資訊科技策略影響矩陣的象限進行考量，力求能夠以「對可靠資

訊科技的需求」與「對新資訊科技的需求」這兩個維度進行企業挑選，而訪談逐字稿的品質主要考量

受訪者的口語語言特性是否擁有過多冗詞贅字、以及受訪者談論的想法多寡，力求不會因訪談稿形式

限制而影響程式分析；最終挑選出了五間企業，其訪談詳細資訊如表 3-2，在第三節也會詳述該五間

企業之產業特性及資訊科技策略影響矩陣的分類。 

表 3-1 先前研究人員訪談行業別 

行業別 家數 企業 

製造業 4 研華科技、明基電腦、光寶電子、明安 

批發及零售業 2 特力、麗嬰房 

資訊與通訊傳播業 2 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金融保險業 4 台灣證券交易所、新光銀行、玉山銀行、凱基證券 

服務業 5 雄獅旅遊、晶華酒店、王品、天下集團、數位時代 

不動產業 1 信義房屋 

表 3-2 本研究探討之五間企業訪談詳細資訊 

企業 行業別 受訪者職位 受訪時間 

麗嬰房 零售業 總經理 2015上半年 

特力屋 零售業 執行長 2015上半年 

數位時代 數位媒體業 社長 2015上半年 

王品 餐飲服務業 副董事長 2015上半年 

證交所 金融業 總經理 2015上半年 

（三） 逐字稿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從先前研究人員取得之檔案，已為訪談語音檔經過人工聽打而產出的逐字稿，後續除針對

要分析的受訪者進行逐字稿內容精練，刪去訪談者之逐字稿內容之外，亦需要對中文逐字稿進行斷詞，

過濾出與 CAMS議題有關聯之詞語，並進行詞語頻率統計及詞語關聯分析。 

中文逐字稿斷詞不如英文斷詞來的容易，無法以空格作為斷詞的依據，因此本研究採用 Python之

開源程式套件 Jieba進行中文斷詞，此開源程式套件於 Github上累積有超過 12,000個 Star，並經過超

過 31位開發者共同貢獻而成，可信度足夠，現在 Jieba套件已有繁體中文字典可以使用，此繁體中文

版本也是經過 30位開發者共同貢獻，是公認最佳斷詞系統之一；本研究使用此斷詞套件進行斷詞系

統開發，可針對引入之文字檔案進行處理，雖沒有開發圖形化使用介面，但可透過 Python語法進行

系統操作。而斷詞系統雖然內含 Stop words（分析時可跳過的詞語，通常為不重要的字，例如「的」

或者「結尾助詞」等等），但從逐字稿的特性來看，逐字稿不若專家撰寫之文章，經常含有許多口語

式的詞語，造成經斷詞系統處理後的結果紊亂，因此本研究集結多位專家，進行關鍵字字典的編纂，



透過篩選斷詞後詞語並過濾與想探討議題較不相關之詞語，提高後續分析的精準度。 

詞語頻率統計為本研究撰寫之另一部分 Python程式，對經過斷詞系統與過濾篩選後的逐字稿無詞

語進行統計，呈現高頻率出現的詞語以及所有與 CAMS相關的關鍵字出現頻率分布，以供初步觀察；

進階本研究採用 Python之開源套件 Gensim進行詞語關聯分析，此開源程式套件於 Github上累積有

超過 6,600個 Star，並經過超過 270位開發者共同貢獻而成，可信度足夠；Gensim將斷詞後的詞語依

照原先順序轉換至向量空間，依據該詞語在整個檔案中的位置，參考前後詞語而形成詞語向量，並運

用 cosine-similarity進行運算，若在向量空間中越接近的兩個詞語向量，表示其在原先檔案中的距離

越近，或是越常出現在附近，以此觀察詞語的關聯。 

三、企業資訊科技策略介紹 

本研究欲檢視前一章提及的五間企業之產業別、受訪時企業於產業環境中的運作狀況等等，並將

其歸類至資訊科技策略影響矩陣的四個模式中，經過詞語頻率及詞語關聯分析後，比較與企業所在資

訊科技策略模式是否有關連，模式分類可見表 3-3。 

麗嬰房與特力屋屬於零售業，過去企業核心價值環繞在如何良好地管理進銷存，並且支援終端店

舖的日常，以資訊科技作為輔助而完成企業運作，而現在企業核心價值正在逐漸轉變至如何了解顧客，

進行產品行銷以提高市佔率與銷售額，此項轉變會造成企業重大的流程與服務改變，並且需要相應的

大量資訊系統輔助，在此轉變期間企業「對可靠資訊科技的需求可能較低」，但「對新資訊科技的需

求極高」，因此本研究將此二企業歸類為轉型模式。 

數位時代屬於數位媒體業，所有的媒體內容播送管道皆是透過網際網路，與傳統媒體不同之處在

於對於資訊科技的依賴度非常高，若系統當機一分鐘以上即會造成數位媒體提供停擺，業務立即受損，

並且數位時代作為原生數位媒體，除了產出原生內容之外，亦需要在變化快速的網路中抓住使用者的

目光，求新求變維持數位用戶的心佔率，前者符合「對可靠資訊科技的需求高」，後者符合「對新資

訊科技的需求高」，因此本研究將此企業歸類為策略模式。 

王品屬於餐飲服務業，提供美味餐點，並在客人用餐時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品質是最重要的事情，

前者透過管理各分店的進銷存完成，後者透過餐後問卷填寫方式搜集客人的意見回饋，並經由各店家

的員工建檔後集合分析，與其他企業相比其採用的資訊科技較屬於支援、維護的特性，因為較不要求

有即時完成的資訊作業，即使重複的服務中斷達 12小時也不會有嚴重的後果，「對新資訊科技的需求

較低」，並且「對可靠資訊科技的需求也相對較低」，因此本研究將此企業歸類為支援模式。 

證交所將所有證券交易數位化，去除紙本作業，對資訊科技的依賴度相當高，並且其屬於金融業

而對於交易資訊安全非常重視，任何資訊安全漏洞都是不能被允許的，其核心價值在於運用資訊系統

提供用戶穩定且安全的交易系統，可見其「對可靠資訊科技的需求非常高」，並且因核心價值不易被

撼動，反而需時時檢視證交所內部系統是否穩定，因此「對新資訊科技的需求低」，本研究將此企業

歸類為工廠模式。 

表 3-3 企業資訊科技策略矩陣分類 

企業 對可靠資訊科技的需求 對新資訊科技的需求 資訊科技策略影響矩陣 

麗嬰房 較低 高 轉型模式 

特力屋 較低 高 轉型模式 

數位時代 高 高 策略模式 



王品 較低 低 支援模式 

證交所 高 低 工廠模式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資料處理與關鍵字詞庫 

本研究對先前研究人員已整理之訪談逐字稿進行進一步整理，因欲分析受訪者之詞語頻率及詞語

關聯，因此需過濾掉其餘訪談者之發言內容，僅對受訪者發言部分進行程式分析；經整理過後五間企

業之訪談逐字稿經過濾標點符號之後，其文字數量、Jieba斷詞後的總詞語及不重複詞語數量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訪談逐字稿文字及詞語統計 

企業 逐字稿文字數量 斷詞後詞語數量 斷詞後不重複詞語數量 

麗嬰房 6,501 2,113 929 

特力屋 6,928 2,166 993 
數位時代 10,086 3,341 1,278 

王品 7,652 2,505 1,192 
證交所 9,599 2,888 1,141 

由上表可見經過 Jieba斷詞系統斷詞後的不重複詞語數量非常大量，經過觀察後發現其中有不少

與 CAMS議題無關之關鍵字，包含口語表達時的連接詞、發語詞等等，都會造成詞語數量龐大而影

響分析，例如「什麼、每個」等等，因此本研究先將五間企業之不重複詞語取聯集，得到共有 3,553

個不重複詞語，並協同另外兩位研究者進行詞語篩選，依照給定的篩選標準（附錄二）從斷詞後的不

重複詞語中篩選出與想探討之議題有關的關鍵字，集結成關鍵字詞庫；為求詞庫可信度，本研究加上

另外兩位研究者在篩選時為獨立作業，若兩位以上研究者皆同意該詞語為有相關之關鍵字即會收納，

若僅有一位研究者選擇該詞語即會列出該詞語並共同討論之，最終以程式輔助集結，最終得到 1436

個與 CAMS議題有關之關鍵字，成為本研究建立之 CAMS關鍵字庫。 

二、詞語頻率與詞語關聯結果 

在上一節步驟中得到逐字稿斷詞結果後，本研究對五間企業之結果個別進行詞語頻率統計，並將

結果繪製成文字雲，另外依照詞語頻率高低排序，運用上一節產出之 CAMS關鍵字庫進行篩選，於

表 4-2中列出屬於關鍵字庫的前二十關鍵字。 

從詞語頻率上來看，麗嬰房、特力屋、與證交所大致上最常提及的 CAMS議題環繞在 Cloud（雲

端運算）上，而數位時代與王品最常提及的分別是 Social（社群應用）與Mobile（行動裝置），而對

麗嬰房與證交所來說，提及次數較少的議題為 Social，數位時代則為Mobile，而若僅從前二十關鍵字

來看，特力屋未提及 Analytics（智慧分析）與 Social，王品未提及 Social，可以推測該二企業在這些

議題上可能著墨較少。 

表 4-2 訪談稿關鍵字結果 

企業 前二十關鍵字（按順序排列） 文字雲 



麗嬰房 產業、消費者、服務、錢、雲端、實體、bigdata、公司、

企業、客戶、會員、行動、零售業、問題、商品、設計、

分析、通路、社群、資料 

 
特力屋 客人、零售、商品、網路、通路、客戶、產品、實體、

服務、溝通、成本、特力屋、公司、行動、Channel、品

牌、競爭、企業、商務、角度 

 
數位時代 社群、網站、數位、服務、雲端、經理人、管理、設計、

資料、app、創業、網路、line、雜誌、user、經營、採

訪、創新、mobile、產品 

 
王品 顧客、品牌、app、問題、bpm、系統、電腦、網路、手

機、傳真、客人、溝通、優惠、支付、主管、服務、需

求、行動、輸入、資料 

 
證交所 交易所、證券商、cloud、雲端、市場、服務、競爭、公

司、bigdata、證券、data、投資人、部門、系統、中華

電信、mobile、下單、資料、facebook、關係 

 
另外本研究亦使用 Gensim套件中的 word2vec函數將斷詞結果轉換至向量空間的向量，並找出五

間企業分別在 Cloud、Analytics、Mobile、Social四個領域中提及最多次的關鍵字為何（表 4-3中的基

準字），計算該基準字與其他詞語之關聯度（cosine-similarity），並從中篩選出屬於 CAMS關鍵字庫的

結果，部分結果列於表 4-3，完整結果列於附錄三；表中的關聯度已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下三位，而

部分顯示「-」的結果表示該企業於該領域之基準字關聯較大的詞語皆不屬於 CAMS關鍵字庫，因此

參考價值較低未列。 

首先從麗嬰房 CAMS的詞語關聯結果來看，在 Cloud領域關聯較大且較有趣的詞語有全聯，在

Analytics領域有客戶、挑戰，在Mobile領域有挑戰、業務員，而在 Social領域有通路、分析等等；

麗嬰房為販售嬰幼兒用品之零售業，由分析結果可得知在訪談中提及 Cloud時也經常一同提及全聯，

可能是因全聯亦屬於零售業，在雲端運算的應用上包含會員的電子發票可以雲端化，屬於先驅者的角

色，是一個很好的參考對象，而 Analytics領域與Mobile領域中關聯度蠻高的詞彙有「挑戰」，可推

測對麗嬰房來說智慧分析與行動裝置這兩個領域較屬於新進入的新興科技，如何應用得當是一大挑戰，

而Mobile部分關聯較大的亦有「業務員」，從訪談中可得知，麗嬰房有許多業務員經常在公司外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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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能透過Mobile行動裝置的輔助，讓業務員在外的工作更為順利，另外 Social領域常提及的兩

個詞語與其努力推行的好孕幫 app有關，麗嬰房欲透過建立 app中的準媽媽社群來增加會員黏著度，

可能希望透過 Social的應用來協助拓展與鞏固原有的通路。結合表 4-2的詞語頻率來看，麗嬰房特別

著重在 Cloud領域，參考市場零售業先驅全聯的經驗，麗嬰房想推行雲端化的企業，運用Mobile輔

助業務員的業務流程，並透過 Cloud的採用再帶動 Social領域的發展，並嘗試將通路、會員的資料進

行分析。 

而特力屋的詞語關聯結果僅參考 Analytics領域及Mobile，前者關聯較大且有趣的結果有客人、

服務、通路，後者有 marketing與通路，可惜的是在詞語頻率分析的關鍵字中出現多次的 cloud找不

到與 CAMS字庫關聯較大的詞語，較難尋找詞語關聯；特力屋在 Analytics領域關聯較大的詞語都屬

於與顧客較有直接關係的詞語，推測在企業中推行智慧分析的目的在於如何優化第一線的服務，例如

給予顧客更好的推薦，而Mobile領域中有 marketing跟通路兩個詞，應與特力屋在推行的 app有關，

期望透過行動裝置端的 app進行行銷，並把原先網站上的服務多通路地提供給消費者。 

數位時代的詞語關聯結果倒是沒有太多意料之外的發現，例如 Cloud領域與 Social、Analytics領

域的基準字都有很大的關聯，而 Analytics又與「社群」這個詞有更高的關聯，可能因為數位時代為

網路原生媒體，在企業創立之初就有相當大量的數位化，在新興科技的採用上屬於先驅領導地位，因

此在 CAMS各領域的採用上已經能揉合各方優點，並緊密結合到核心業務中，從訪談稿中可以得知，

數位時代核心業務是提供數位媒體內容，為求增加使用者的黏著度，除了經營線上的社群之外，也在

線下培養緊密的讀者社群，例如創業小聚，都是希望透過社群的力量帶來更多的使用者。 

同樣的王品的詞語關聯結果也沒有太多發現，在 Analytics領域可以看見手機、行動與服務關鍵

字的關聯較高，Mobile領域有 bpm，這兩個領域的高關聯與王品的客服流程有關，王品透過中央 bpm

系統進行客服資料分析，並將結果快速推送至管理人員的行動裝置，使其能快速查看，並快速調整流

程，使王品的服務能更好。 

在證交所的詞語關聯結果中，可以看出 Cloud領域有交易所、證券、主管機關，並且Mobile領

域與 Cloud領域有蠻大的關聯，而 Social領域的基準字「facebook」則與部門、主管等字較有關，因

為證交所屬於金融機關，且不同於民間營業的金融單位，證交所是更加受到主管機關監管的單位，因

此在 Cloud的採用上，當想要將原有的交易所場域、原有的證券都雲端化，勢必要考量到主管機關的

規範，另外除了雲端化，證交所也將原先受限在電腦上的交易行為，同步移植到行動裝置上，也不難

了解為什麼Mobile領域與 Cloud領域會有較高關聯了，在 Social領域可以推測，證交所運用社群應

用主要在於內部溝通，利用社群的便利性溝通不同部門、主管。 

表 4-3 訪談稿 CAMS詞語關聯結果 

企業 Cloud Analytics Mobile Social 

麗嬰房 全聯 客戶, 挑戰 挑戰, 業務員 通路, 分析 

特力屋 - 客人, 服務, 通路 marketing, 通路 - 
數位時代 line, 資料 社群, 服務 資料, line 分析, 雲端 

王品 - 手機, 行動, 服務 bpm 品牌 

證交所 交易所, 證券, 主管

機關 

證券商 cloud 部門, 主管 



三、資訊科技策略矩陣討論 

在第三章第三節，本研究將此次研究的五間企業依據資訊科技策略矩陣的定義進行了分類，王品

屬於支援模式，麗嬰房與特力屋屬於轉型模式，證交所屬於工廠模式，而數位時代屬於策略模式，本

節將就前一節的詞語頻率與詞語關聯結果，綜合討論與企業所在資訊科技策略矩陣中哪個模式有何關

係。 

首先先從圖 4-1整理的詞語頻率來看，屬於工廠模式與轉型模式的證交所、麗嬰房、及特力屋都

特別著重 Cloud領域，從臺灣的產業發產來看，已有許多企業透過 Cloud科技的採用而獲得成功，因

為產業內先行者的成功，已經帶動其他多數企業願意將資訊科技投資投注在 Cloud領域中，不管是零

售業將原本資料倉儲託管雲端，或是傳統的機關將原本的線下作業雲端化，不難看出處在工廠模式或

是轉型模式的企業為什麼特別著重的 CAMS議題是 Cloud，工廠模式的企業通常有高度的電子化，若

電子化作業都在線下，不僅與外界的資訊交換不易，也需要自行管理大量的軟、硬體設施，透過將高

度電子化的作業進行雲端化，可以大幅減少此種不變，而處在轉型模式的企業因對新興科技的需求程

度高，期望透過新興科技的導入獲得競爭優勢，因此受到先驅者的成功影響，願意採用 Cloud是必然

的。而屬於策略模式的數位時代特別著重 Social領域，資訊科技策略矩陣定義處於策略模式的企業屬

於攻擊性，除了多數核心業務都已移轉至資訊科技之外，也同時努力在尋求新興科技，這個模式的企

業最著重的 CAMS領域，可能就屬於在 2011年後大量崛起的社群應用了。 

 
圖 4-1 資訊科技策略矩陣 CAMS詞語頻率 

而若從圖 4-2整理的詞語關聯結果來看，屬於支援模式與工廠模式的王品、證交所的 CAMS高

關聯詞語，都較與企業內部運作有關，例如王品的Mobile領域中的 bpm、或是證交所 Social領域中

的部門、主管等等，在資訊科技策略矩陣的定義中，處於這兩個模式的企業屬於防禦性，系統工作主

要是維護，在 CAMS新興資訊科技中可能優先運用的範疇是在於強化企業內部流程，輔助現有的資

訊科技，而非直接運用在外部消費者上，這也與處在這兩個模式企業的提供產品/服務方式有關，通

常其提供方式與資訊科技較無直接關係，而是透過線下實體的方式進行，因此首先將 CAMS新興科

技投資在企業內部是很合理的。而屬於轉型模式與策略模式的麗嬰房、特力屋與數位時代的 CAMS

高關聯詞語，都較與終端消費者有關，例如「客戶、客人、服務」等等詞語經常是關連大的，在資訊

科技策略矩陣的定義中，處於這兩個模式的企業屬於攻擊性，企業在采用新興資訊科技時可能較為著

重的是如何創造使用者黏著與滿意度，相比之下如何改善內部流程可能優先程度較低，而這樣的資訊



科技策略通常更能吸引到千禧年代的消費者，也與「攻擊性」不謀而合。 

 
圖 4-2 資訊科技策略矩陣 CAMS詞語關聯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麗嬰房、特力屋、數位時代、王品、與證交所五間企業的 CAMS議題訪談逐字稿進行

分析，經過一連串人工與程式的處理，整理出了與 CAMS議題相關的詞語頻率及詞語關聯，結合企

業所在的資訊科技策略模式，得到了以下兩個結論：1. 處於工廠模式與轉型模式的企業在 CAMS議

題注重程度上較偏向 Cloud領域，而這可能與台灣近年的 CAMS新興科技先行者在該領域的成功有

關；而處於策略模式的企業較偏向 Social領域，這可能與該企業內部運作早已完成數位、雲端化有關，

在近年企業目標為朝向更好的消費者服務發展。2. 處於防禦性的企業在新興科技的議題上，討論的

內容較環繞在企業內部流程的詞語上，這可能與該類型的企業正處於過渡期，期望新興科技的採用能

降低內部運作成本、提高內部運作效率有關；而處於攻擊性的企業討論的內容較環繞在與使用者有關

的詞語上，這可能與該類型的企業期望新興科技的採用能增加使用者黏著度、提高使用者滿意度及更

吸引到千禧年代的使用者。 

上述兩個結論是以資訊科技策略矩陣的模式為討論基礎，提供未來其他企業在思考導入 CAMS

新興資訊科技時，能首先思考企業自身當前屬於矩陣的哪一個模式，並斟酌比較企業自身與本研究探

討的五間企業之差別，了解優勢與劣勢之後，可以上述的結論作為參考，優先投注資訊科技投資在對

企業可能最有利的領域，以及該投資可以著重在企業內部、或是使用者身上，畢竟企業同時能投資的

資源有限，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最大的效益才是高階管理人員最重要的課題。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選擇麗嬰房、特力屋、數位時代、王品及證交所等五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在了解各受

訪企業對於可靠資訊科技與新資訊科技的需求後，再加以歸類至資訊科技策略矩陣中。由於是以個別

企業為研究單位，受限於企業個別所屬的產業屬性及組織策略影響下，各企業的研究分析結果並非全

然涵蓋該企業所屬資訊科技策略模式的分析結果，為本研究的限制條件。 



而本研究主要從企業高階管理人員的訪談逐字稿著手，從數據的角度出發以程式處理分析，逐字

稿雖然為最貼近高階管理人員真實思維的第一手資料，但因訪談時間有限，資料量稍嫌不足，建議未

來研究可以朝向搜集更多第一手資料，例如企業公開的新聞稿、財務報告等等，加入更多不同類型但

同樣能代表企業整體思維的資料，讓分析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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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 CAMS議題訪談大綱 

（一） 公司的市場策略定位 （三）運用 CAMS之策略 

請問您認為貴公司目前企業策略與競爭優勢? 貴企業應用 CAMS以提升客戶接觸與深化客

戶體驗 

（二） 對於 CAMS的認知 貴企業應用 CAMS以優化營運作業效率並且

維持競爭優勢 

請問您對於 CAMS相關的應用是否了解？ 貴企業應用 CAMS以提升商業模式或產品/

服務創新相關競爭力 

就應用 CAMS程度的不同，進一步定義了三種角色，

您認為貴企業於所屬產業中屬於下列何者? 

請問您認為貴公司推動 CAMS之準備現況為

何？ 

您認為 CAMS應用對貴公司的影響為何? 請問您認為貴公司推動 CAMS之挑戰為何？ 

您認為 CAMS應用將如何影響貴公司所屬的產業生

態? 對台灣的產業生態影響為何? 

貴公司推動 CAMS之挑戰細項？ 

請問您是否了解雲端服務在企業中的應用與效益? （四） 企業基本資訊 

請問您是否了解智慧分析在企業中的應用與效益? 貴企業所屬產業 

請問您是否了解行動商務在企業中的應用與效益? 貴企業設有總公司、分公司的涵蓋地區 

請問您是否了解社群應用在企業中的應用與效益? 貴企業員工數 

請問您認為 CAMS技術的崛起是否改變所在產業的

運營與競爭的模式? 
貴企業營業額 

請問您對於導入 CAMS將會在哪些方面有效提升貴

企業的競爭力？ 

您的業務領域 

如果計畫引進 CAMS的相關運用，您認為哪一方面

是貴企業於一年內應該進行的? 
 

請問您認為導入 CAMS對於提升客戶接觸與深化客

戶體驗的效益為何？ 

請問您認為導入 CAMS對於優化作業效率並且維持

競爭優勢的效益為何？ 

請問您認為導入 CAMS對於提升產品創新相關競爭

力的效益為何? 

 

二、CAMS領域關鍵字篩選標準 

（一） 第一眼直覺聯想到管理或科技相關的詞： 

1. 管理類：策略、customers、行銷、資訊流 金流、組織、哈佛評論等。 

2. 科技類：網路、information、手機、電子郵件、人工智慧、電腦、硬體、軟體等。 



（二） 其他管理類篩選標準： 

1. 公司職位，如：副總、負責任、組長、副組長、同仁等。 

2. 企業名稱，如：王品、麗嬰房、屈臣氏、燦坤、7-11等。 

3. 組織行為相關字詞，如：同業、激勵、合作、innovation、idea、鼓勵、效率、效能、客訴、

就業等。 

4. 行銷、會計相關字詞，如：優惠券、cp值、業態、借貸、帳單、財會、人資、證交所等。 

（三） 其他科技類篩選標準： 

1. 程式語言、工具及相關學科，如：r、python、隨機森林、隨機森林、d3js、統計學等 

2. 企業名稱，如：apple、pchomeyahoomomo、中華電信等。 

3. 系統設計相關名詞，如：測試、基礎架構、介面、流程、外包等。 

4. 科技相關字詞，如：電子商務（btoctob）、technologydefinitelycanhelp 

、microsoftcrm、paasplatformasaservice、服務供應商等。 

（四） 刪除標準： 

1. 贅詞，如：大概、懂得、比、多、吧、阿填、哪裡、呷、喔等。 

2. 該字詞本身可以用在很多領域，如：撥電話、paper、書面、喜歡、訂位、工具、link、view、

push、信心、中樞神經、跑、會流、回到等。 

3. 數字，如：10203010、300、幾百萬等。 

三、CAMS詞語關聯表 

企業 Cloud Analytics Mobile Social 

麗嬰房 基準字：雲端 

網路, 0.203 

全聯, 0.171 

電子, 0.155 

設計, 0.122 

bigdata, 0.115 
消費, 0.100 

零售, 0.096 

資料, 0.086 

行銷, 0.083 

行動, 0.081 

基準字：bigdata 

公司, 0.262 

電子, 0.254 

客戶, 0.236 

產業, 0.219 

會員, 0.206 

挑戰, 0.201 

服務, 0.161 

企業, 0.152 

通路, 0.144 

消費者, 0.143 

基準字：行動 

挑戰, 0.176 

資料, 0.141 

社群, 0.133 

消費, 0.123 

業務員, 0.121 

電子, 0.104 

實體, 0.103 

問題, 0.098 

產業, 0.090 

企業, 0.087 

基準字：社群 

電子, 0.204 

公司, 0.200 

通路, 0.178 

分析, 0.174 

網路, 0.172 

實體, 0.170 

零售, 0.156 

業務員, 0.152 

成本, 0.150 

經營, 0.145 

特力屋 基準字：cloud 

無 

基準字：分析 

客人, 0.275 

服務, 0.226 

角度, 0.165 

通路, 0.152 

catalog, 0.1479 
設計, 0.147 

基準字：行動 

marketing, 0.298 
通路, 0.205 

角度, 0.204 

客人, 0.195 

產品, 0.168 

實體, 0.168 

基準字：social 

無 



商品, 0.140 

成本, 0.139 

客戶, 0.134 

實體, 0.126 

溝通, 0.162 

競爭, 0.156 

企業, 0.146 

客戶, 0.145 

數位時代 基準字：雲端 

line, 0.380 
網路, 0.362 

資料, 0.347 

經理人, 0.333 

opensource, 0.330 
科技, 0.323 

採訪, 0.322 

設計, 0.317 

創業, 0.310 

社群, 0.308 

基準字：資料 

經理人, 0.433 

採訪, 0.429 

社群, 0.400 

數位, 0.367 

科技, 0.364 

服務, 0.363 

數據, 0.362 

經營, 0.348 

分析, 0.347 

討論, 0.347 

基準字：app 

經理人, 0.423 

資料, 0.332 

網頁, 0.327 

line, 0.325 
服務, 0.309 

數據, 0.301 

討論, 0.297 

數位, 0.286 

雲端, 0.285 

使用者, 0.278 

基準字：line 

分析, 0.406 

雲端, 0.380 

社群, 0.360 

採訪, 0.345 

設計, 0.334 

資料, 0.330 

數據, 0.325 

app, 0.325 
問題, 0.309 

經理人, 0.303 

王品 基準字：雲 

無 

基準字：資料 

手機, 0.127 

行動, 0.118 

溝通, 0.116 

服務, 0.102 

金流, 0.086 

主管, 0.083 

電腦, 0.072 

bpm, 0.065 
公司, 0.061 

平台, 0.059 

基準字：app 

手機, 0.215 

bpm, 0.166 
品牌, 0.125 

主管, 0.102 

服務, 0.101 

系統, 0.077 

輸入, 0.074 

公司, 0.071 

會員, 0.066 

顧客, 0.048 

基準字：傳真 

品牌, 0.237 

bpm, 0.211 
支付, 0.173 

主管, 0.132 

電腦, 0.110 

顧客, 0.099 

會員, 0.095 

平台, 0.092 

證交所 基準字：cloud 

交易所, 0.589 

證券商, 0.564 

部門, 0.521 

證券, 0.491 

主管, 0.437 

主管機關, 0.426 

服務, 0.407 

網路, 0.397 

投資人, 0.393 

客戶, 0.385 

基準字：bigdata 

部門, 0.370 

證券商, 0.355 

公司, 0.352 

客戶, 0.352 

市場, 0.329 

證券, 0.323 

cloud, 0.319 
服務, 0.313 

交易所, 0.303 

投資人, 0.295 

基準字：mobile 

cloud, 0.300 
交易所, 0.297 

關係, 0.285 

部門, 0.279 

證券商, 0.278 

雲端, 0.273 

平台, 0.260 

資料, 0.259 

網路, 0.250 

成本, 0.249 

基準字：facebook 

部門, 0.334 

主管, 0.325 

cloud, 0.315 
證券, 0.305 

交易所, 0.302 

證券商, 0.288 

主管機關, 0.278 

服務, 0.278 

監視, 0.272 

ic, 0.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