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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世界環保意識的提高，參與紡織生產的企業必須遵守多種限制性物質清單並

簽署承諾書。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乃探討台灣紡織業對於綠色紡織雲服務系統(GTCS)的

使用意願和衝擊。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的縱貫性研究：第一階段針對至少使用 GTCS 半年的廠商作為

研究對象，第二階段針對使用 GTCS 至少兩年的廠商作為研究對象。兩個階段均採用

問卷調查法，以 PLS 進行資料的迴歸分析。 

在本研究第一階段，本研究實證發現 GTCS 的服務品質以六個潛在變數決定，同

時，當知覺服務品質較高時，則也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使用者滿意度與系統的持續

使用意願等。除此之外，環保法令規範帶來的知覺壓力也正向影響 GTCS 的知覺有用

性，而信任則是影響 GTCS 持續使用意願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本研究第二階段，本研究調查了單一供應鏈下的 88 家供應商。本研究發現，這

些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與信任會增加供應商分享資訊的意願。當供應商有著高度

資訊分享程度以及適切的資訊成熟度，供應商會增加其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

度，而這也會使的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更為增加。 

 

 

 

 

關鍵字：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紡織業、使用意願、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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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round the world, businesses involved in textile 

production have to comply with multiple restricted substance lists and sign letters of 

commit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usage and impacts of a Green 

Textile Cloud Services System (GTCS) in Taiwan’s textile industr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s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two stages: samples in the first stage 

have used GTCS at least half a year, samples in the second stages had used GTCS at least two 

years. In both of two stag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adopted, an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PLS regression.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is study, we empirically found that the service quality of GTCS is 

determined by six latent variables and higher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usefulness, user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the system. Besides, 

perceived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lso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GTCS, and tru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GTCS.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is study, investigating one supply chain line with 88 satellite 

suppliers, we found that dependence and trust on central firm would enhance the willing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high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uitable information maturity, suppliers 

w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electronic green control bridging with GCTS, which would further 

enhance green supply performance. 

Keywords: Green Supply System,Cloud Service, Texttile Industry, Usage Intention,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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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飛速進步的現代科技，極度提高人類利用自然的能力，不僅為各國經濟的發展提

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也促進了各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但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人

類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可供利用的環境資源也日益枯竭。由於經濟成長帶來的環境

問題漸趨嚴重，迫使人們認真反思經濟活動與環境的相容性。 

自上個世紀末起，世界各國對於永續發展理念逐步達成共識，並一致認同經濟運

行的傳統模式必然導致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匱乏，而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必

將危及經濟的發展乃至人類的生存。1992年，地球高峰會的《21世紀議程》開始把永

續發展理論推向實務，使之成為各國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指標。更在近

年，環保議題受到了世界各個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視。 

在國際社會高舉永續發展大旗，並走向綠色革命的新時期時，若組織不能順應潮

流，增強環境意識，牢固樹立綠色觀念，努力發展綠色生產，提升綠色技術的水準，

則組織將很難擺脫被動，甚至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台灣作為傳統的紡織業出口國，紡

織業在其經濟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長期以來，台灣紡織業一直沿襲著「高增

長、高速度；低品質、低效益」的傳統增長方式在發展。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早期，這

種發展模式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這種傳統增長

方式的缺陷和不足的問題會逐漸浮上檯面，特別是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從上世紀八十

年代開始，台灣經濟建設開始起飛，人們生活水準迅速提高，隨後，世界經濟經歷兩

次大型金融危機，至今仍未完全從危機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因而，對台灣紡織業而

言，國內外經濟條件的巨大變化不僅為自身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從「資源」和

「環境」兩個方面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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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為台灣最早的民生工業，2014 年台灣紡織業總出口值為 117億美元，為

台灣第四大貿易順差產業。其中，織布染整業更是創造台灣紡織品出口的主要動能，

2014年達 73.18億美元。此外，該產業是整體紡織業中價值創造最關鍵的一環，製程

中透過特用化學品的使用，如液態高分子材料及界面活性劑，藉其各種特性，巧妙適

當的應用在不同程序中，以提高紡織產品之附加價值。近年來，由於環保意識高漲，

加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觀念的推波助瀾，全球企業紛

紛推動環保及生態安全紡織品的發展，許多紡織國際品牌商，如:：Marks & Spencer、

Patagonia、Timberland、Nike、Adidas、Gap等知名品牌商，大量採購環保紡織品；此

外，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每隔一段期間，便會提出產品內含物質的限制，連

帶影響化學產業之企業運作。例如，歐盟限制使用APEO，銷往歐盟組織之產品必須

符合APEO free 的規定，另須符合Oeko－Tex Standard 100，自2007 年起歐盟針對3萬

多種化學品實施新的檢測標準(REACH)等，以及國際環保紡織協會發佈2011年4月的

OEKO-TEX® Standard 100 產品認證檢測標準涵蓋了所有和紡織品相關的高度關注物質

(SVHC)的ECHA 候選清單物質，包括2010年在REACH 立法中補充的八種化學物質。

這反映出在環保的社會要求下的兩種思維：一是針對產品本身對消費者安全與健康制

定最低的標準，要求最終產品上有害物質的限量必須低於特定的要求，以免對消費者

健康產生危害，如國際紡織生態研究及測試協會所制定的「環保紡織標章100(Oeko-tex 

Standard 100)」；另一則是積極要求紡織品與成衣從設計、生產、廢棄到回收的整個生

命週期符合一定的環保要求，禁止對環境造成不當影響。因此在企業部分，更須將環

境衝擊納入考量，因此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理念主要是透過上下游合作夥伴的相互溝通

協調，以確保產品使用綠色材料，透過綠色設計、綠色製造、綠色包裝等一連串流程

下，所產出對環境污染最低的產品，改善產品生命週期中的環境績效（Klassen、

McLaughlin，1996；Potoski、Prakash，2005a，2005b；Tucci、Kaufman、Wood與

Theyel，2001；Qinghua Zhu、Sarkis，2007；Qinghua Zhu、Sarkis與Lai，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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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即是乘著這一波資訊演進的浪潮，成為

全球資訊軟體與服務廠商共同致力推動的軟體服務供應模式，再加上消費者及企業客

戶紛紛透過Google、Yahoo!、Microsoft、IBM、Amazon、eBay 及Salesforce.com 等雲

端服務供應商，大量的使用SaaS 軟體服務型態，充分的顯示運用網路技術與資源共享

的服務模式已經成為資訊服務產業的主流。Aalto University 於2010年11 月的軟體產業

調查報告顯示，SaaS 廠商將會是軟體產業中成長最快速的廠商（Rönkkö等人，

2010）；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預估，全球雲端服務市場規模將從2009年的104億美元

成長至2014年的420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達27.7%；另與同期的傳統資訊服務市場規

模相比較，傳統資訊服務市場的複合年成長率預估只有5%（資策會，2011）。 

今日的綠色供應鏈管理不同於傳統的供應鏈管理，綠色供應鏈必須將綠色設計管

理、製造流程、銷售與產品回收再利用等技術與資訊相結合，形成一種循環經濟，對

環境的保護與持續發展有著重大意義與影響。其中包含綠色設計、綠色供應商評選、

綠色採購、綠色生產製造以及綠色物流。在綠色設計方面，Rothwell（1994）指出生

態設計的重點在於讓產品更耐久、能源更具效益、避免有毒原物料的使用及有利於再

循環等產品的發展。對工業設計而言，綠色設計的核心即為 3R，也就是減量化、回收

以及重複使用。在綠色供應商評選方面，由於環境議題所引發的風險會隨著供應鏈中

的供應商而傳遞至下游廠商，且綠色供應鏈的推行若無供應鏈夥伴的參與亦無法達到

成效（SuYol Lee，2008）。Darnall（2006）指出，因世界各國對於環保法規日趨嚴

格，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自發性的推動 IS0 14001 驗證，並要求供應商也能限期通過 ISO 

14001 驗證。Nagel（2000）認為供應鏈中需要很多供應商來支援，但因為產品或主副

料受到法規的限制越來越嚴格，所以在供應商資格審查這一階段要加入環境監控及改

善之績效評估。在綠色採購方面，美國環保署對綠色採購的定義是：「在所有競爭的產

品與服務中，選擇傷害環境及人類健康較少，且具同等功能的產品與服務」。Zsidisin

與 Hendrick（1998）並提出有關企業推動綠色採購的主要十一項活動，最後認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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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購活動納入相關環境議題活動包含具有危害性物料、化學品及設備的採購、供應

鏈關係、資源回收的投資三方面。在綠色生產製造方面，VoB、Pahl 等人 Woodruff

（2005）指出，綠色生產模式是一種循環生產系統，如果由傳統製造方式要轉以綠色

方式進行生產製造，就必須重新設計生産模式。Goggin 與 Browne（2000）提出

Customer Order Decoupling Point for Recovery operations (R-COPD)的方法，用於描述產

品經回收後，針對不同之再製造策略進行生產。在綠色物流方面，Carter 與 Ellram

（1998）將逆物流定義為企業透過再生、再使用，以及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促使企業

可以有效率達成環境保護的過程。 

在此情境下，資訊科技的有效使用，能促進組織競爭力持續發展，而雲端運算是

一種改善組織運用資訊科技效能的解決方案，許多企業把雲端系統視為企業發展策略

中重要的一步。對於紡織業者而言，至少必須能依據各項法規與 RSLs，進而建立其採

購、託工制度以生產符合市場需求的綠色產品。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實證分析適

當表達出台灣紡織業綠色雲端供應鏈之使用者對於服務品質的認知，進而預測使用者

的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向，找出其中的管理意涵、提供 SaaS 管理上的新思維並且提

供具體的建議，而能對台灣的 SaaS 之服務供應廠商、中小企業及使用者有實質上的

幫助，此乃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動機之一。 

紡織業的綠色雲端供應鏈管理，對於供應商而言，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信任

程度、資訊分享意願程度、資訊成熟度以及導入後的供應鏈績效是否符合以往研究的

預期貢獻，對使用者帶來實質的幫助，對於供應鏈而言，實質幫助指的是績效的顯著

改善，故本研究透過個案公司 A 作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其對於供應鏈中依賴、資訊

化、信任，以及公司導入紡織業綠色管理後，對於公司績效的看法，此乃本研究之主

要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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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全球暖化現象自 2007 年起持續發燒，保護地球資源儼然成為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

業未來立錐之要件。近年來，由於歐盟提出 WEEE 及 RoHS 等相關指令，對於產業產

生相當大的衝擊，也促使產業開始重視綠色供應鏈管理，審慎考量產品從原物料的採

購、製造以至最後廢棄階段是否符合環保規範（朱俊謀，2007）。如何將環保概念成功

納入企業經營決策、行銷活動的核心思惟，對於以主要銷往歐、美、日等地區台灣紡

織業為主要客戶之化學品產業而言，是不能抗拒的綠色挑戰，而國內目前許多企業已

有再利用(Reuse)、減量(Reduce)、循環(Recycle)的新觀念產生，因此發展出對人體無

毒、無害、無污染，符合生態的環保性產品，並在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已成為新世

紀我國化學產業的另一項選擇。 

基於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嘗試透過 Benlian、Koufaris 等人 Hess（2011）

特別針對 SaaS 服務情境所提出的 SaaA-Qual 量表來衡量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服務品

質，再針對Qinghua Zhu等人（2007）文獻探討所得之，企業因為受到全球化科技因素

與環境保護與環保法令規範等影響，而影響採用綠色供應鏈系統的管理實務，因此本

研究架構再結合了「環保法令規範」與「對環保的重視程度」來探討企業對於使用綠

色供應鏈 GTC 之環保法令規範影響，進而影響企業使用者的「知覺有用」與「持續使

用意圖」的研究架構。此外，本研究亦透過個案公司驗證綠色管理導入後的績效程

度，故本研究四個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1. 探討影響台灣地區紡織產業採行綠色供應鏈 GTC 的主要外部影響因素。 

2. 探討採行綠色供應鏈 GTC 之使用者對系統認知與滿意度，進而預測使用者滿意度

與持續使用意圖 

3. 探討綠色供應鏈 GTC 導入個案公司後，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依賴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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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訊分享意願程度、資訊成熟度、資訊化程度是否影響其綠色管理的績效程

度。 

4. 藉著了解紡織產業因應環保規範下的作法，找出其中的管理意涵，並可以提供

SaaS 管理上的新思維並提供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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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簡述如下： 

1. 在確認研究主題之後，本研究依序論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

和論文結構。 

2. 在文獻探討方面，研究者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包括社會企業責任、綠色供

應鍊 GTC 發展與管理與持續使用模式等進行探討，並針對紡織業界專家與高

層主管進行訪談，以確認廠商面對綠色議題所採行的管理實務。 

3. 以第二章提及的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學理基礎，並據以建構研究架構與假設，

接著依序論述研究工具、研究對象、抽樣方法以及資料分析方法。 

4. 正式問卷發放前，先進行預試分析，藉由預試分析結果修改問卷內容，接著與

紡織產業高層主管針對問卷內容進行討論，然後形成正式問卷。 

5. 資料分析階段，針對有效問卷進行各項統計分析，包含敘述性統計、信度分

析、效度分析，接著採用 PLS 軟體進行驗證性資料分析。 

6. 歸納第四章研究結果為本研究結論，並提出具體可行的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

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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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本研究流程圖 

確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業界訪談 

建立研究架構 

操作性定義與問項 

問卷設計與預試 

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分析、模式評估 

驗證研究假設 

研究發現及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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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論文結構 

本研究內容共分為七章，各章內容介紹如下： 

第一章緒論 

本章介紹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及論文結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經由國內外文獻探討綠色供應鏈 GTC、影響企業採行綠色供應鏈 GTC 主要外

部因素、持續使用模型等相關文獻。 

第三章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章根據前述研究動機及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建構本研究架構，依據研究架構

提出研究假設，以及進行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第四章研究設計 

本章根據前述研究架構與假設，探討本研究主要研究目標，針對研究對象、問卷

題項衡量、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方法提出討論。 

第五章研究結果 

此章將分成兩個部分探討，分別是針對台灣紡織業全體供應鏈情境以及針對個案

公司的單一廠商情境，針對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所設計之問卷量表，進行樣本資料基

本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構方程模型檢定，並加以綜合說明。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並對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以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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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為探討台灣紡織業現況，與討論綠色供應鏈 GTC 管理實務以及影響

使用綠色供應鏈 GTC 的主要外部因素，本研究主要以紡織產業為例進行探討綠色供應

鏈 GTC 導入企業之接受度研究，並分析其使用行為，經由驗證從中得到管理實務新思

維，以利實務界加以應用到各產業，本研究將以國內外文獻相關探討結果，作為本研

究的基礎。 

第一節企業社會責任 

一、 企業社會責任概述 

企業社會責任乃企業的經營策略之一，主要概念可分別由廣義與世界永續發展委

員會角度說明：(1) 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用合於社會道德的行為，去進

行營運，特別是指企業的營運行動必須考量對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亦包括員工、

顧客、社區及環境等，而不單單只是對股東負責。(2) 世界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 

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一種企業為求得經濟永續發展，共同與員工、家庭、社區與

地方、社會營造高品質生活的承諾」（黃正忠，2006）。而若仔細研究，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SE）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原本是

各自獨立發展的社會科學概念。但在理論互補混搭的基底下，彼此尤如磁鐵般，跨界

互相吸納與重組，漸漸地壯大彼此的論述。從好處看，此一發展可豐富概念所指涉的

相關理論建構與社會事實描述之完整性，但相反的，概念的意義分歧，卻可能造成交

錯溝通與論述錯置的產生。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相當多，Carroll 與 Buchholtz（2014）定義其為對公司行

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之關注，並同時指出公司決策者有責任讓其所決定的行動可以兼

顧利害關係人利益，及保護與增進社會整體福利，此外，企業的運作不僅僅只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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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律義務，尚需兼顧到其對社會的其他義務；Schwartz（2011）指出，企業社會責

任乃企業經營均衡地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責任的實現，以滿足股東及其他利益關係

人期待的一種運作模式。整合以上定義後，本研究並未特別強調需具有法律規範，而

是歸納企業社會責任為，企業應主動承諾與自動承擔的行為，視企業社會責任為自願

性責任。綜合來說，企業社會責任應當包含強制性責任和自願性責任，其概念簡單來

說就是企業取於社會資源，應該也要回饋於社會。 

在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出現不久後，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於 1971 年便利用同心圓的

觀念，說明三個層次的社會責任。分別為內圈責任、中圈責任與外圈責任。內圈責任

是指有效執行經濟功能，例如提供產品、工作機會與經濟成長；中圈責任是指配合社

會價值之變化而運作經濟功能的責任，例如顧及環保維護、滿足顧客知的權利與保護

顧客的安全；外圈責任是指企業積極投入改社會環境的責任（Thomas、Nowak，

2006）。而根據企業社會責任所談的三個層次的責任，本研究著重於企業社會責任在環

保上的態度，也就是針對外圈責任的範圍，積極投入進而改善社會環境。 

二、 企業社會責任中的環保概念 

根據社會企業責任包含許多面向。依據「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共指出，10

項企業社會責任指導原則，分別為觀念與原則、一般政策、揭露、就業與勞資關係、

環境、打擊賄賂、消費者權益、科技、競爭與稅捐，其中所提到的「環境」面向，即

為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在環境面向中，主要是希望企業適當保護環境，致力永續發

展目標，而企業應更重視營運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強化環境管理系統。而全

球永續性報告協會界定之面向，主要是希望企業或組織可以自發性的申報其產品或活

動，同時可以幫助企業檢視社會、環境、經濟三方面的表現，以創造出更高的附加價

值，而在此環境面向所提到的是企業組織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其影響層面包含原料、

能源、水、生物多樣化、氣體、水、廢物的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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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保護環境免受到企業經營的衝擊會是企業經營的核心責任，而企

業應盡的責任與法律規範則依組織行政隸屬地區而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企業也應更

廣泛地致力於保護企業供應鏈所在地的環境，努力維護生態效益，並設法達成服務與

產品完整的綠色生命週期。 

三、 環保概念下紡織企業於產品、製程與技術的作法 

Shih（2008）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台灣紡織業面臨的是一個全方位自由

競爭，以拓展全球市場的挑戰，因此，如何因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轉變，整合全球供應鏈資

源以及提升競爭優勢，將是決定我國紡織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我國整體投資環境已不適

合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紡織產業應儘速對反傾銷法、提昇就業人口、創造附加價值、技術

障礙與安全性的要求等問題預作準備。 

羅慶巍（2004）具有環保特性的紡織品，定義為在生產、使用過程、使用後廢棄的處

理方式對於環境與生態有幫助的紡織品。環保性紡織品範圍包含相當廣泛，定義為以下三

個方向： 

(一) 清潔環保的生產過程：在製造過程中，提高生產效率以節省能源，避免化學藥品或其

他有害物質對空氣、水等環境造成汙染，生產過程也合乎噪音標準，採用回收制度並

將回收原料再利用。 

(二) 使用過程環保性：主要可分為對人體無害與改善環境的紡織品。為了減少對人體的傷

害，要避免使用對人體有害的化學品，以減少人體與紡織品接觸之後過敏或有害反

應。 

(三) 廢棄物處理環保性：紡織品的廢棄物的處理辦法，目前主要的方法包括回收再利用、

可分解處理、焚化時不污染空氣及造成有害物質散佈在空氣中。 

環保議題不只是先進國家所提倡，因為現今紡織品的行銷已經全球化，因此不只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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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地區的消費者會要求環保性紡織品，製造廠商也會被要求注重產品製程的環保性，我國

紡織品以外銷為主，更是必須注意其有關環保性紡織品的發展與方向。現階段台灣紡織產

業界發展的環保性紡織品包括：再生回收環保性紡織品、過濾用環保性紡織品（燃燒廢氣

之過濾袋、空氣淨化用靜電纖維、交通用空氣濾清與溶劑回收用活性碳纖維）、環保性中

空纖維膜、具環保特性之纖維素纖維、具環保特性之纖維素纖維、地工織物、環保自然開

纖極超細纖維複合絲及製品（李信宏，2002）。 

台灣國內目前主要的環保性紡織品，主要著重於回收再生紡織品。國際紡織品發展趨

勢在衣著用紡織品 (Apparel Textiles)、傢飾用紡織品 (Home Textiles)、產業用紡織品

(Technical Textiles)，這三類紡織品雖然用途不同，但是由於大部份紡織品也是人體為接觸

對象，所以這三類紡織品的要求除了本身產品用途的特殊性，更共同具有環保性、安全

性、舒適性，加上目前國際間因為環保浪潮與綠色壁壘的盛行，促使衣著用、傢飾用以及

產業用環保性紡織品的開發研究，因此開發與生產環保性紡織品成為具有高獲利的紡織品

種類，也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趨勢（羅慶巍，2004）。 

經由以上文獻探討，可得知目前台灣紡織業為了符合國際環保趨勢，紛紛生產環保性

紡織品，以求獲得更大的利益收穫，因此從生產、製造到技術的配套，更需要有一套完整

的供應鏈來協助發展，因此本研究將持續探討我國紡織業導入綠色供應鏈之實務發展與應

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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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綠色供應鏈發展與管理 

一、 綠色供應鏈介紹 

傳統供應鏈與綠色供應鏈最大的不同主要在於傳統供應鏈是以生產導向為主要思

維方式，其作業生命週期僅包括：採購、生產以及配送，但隨著全球環保意識的高

漲，再加上國際組織及環保團體對企業之環境績效要求日益增加，如歐、美、日各國

所提出各項的環境法規，因此在企業部分，更需將環境衝擊納入考量，因此綠色供應

鏈管理的理念主要是透過上下游合作夥伴的相互溝通協調，以確保產品使用綠色材

料，透過綠色設計、綠色製造、綠色包裝等一連串流程，產出對環境污染最低的產

品，進而改善產品生命週期中的環境績效（Klassen、McLaughlin，1996；Potoski、

Prakash，2005b；Theyel，2006；Qinghua Zhu、Sarkis，2007）。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概念是由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製造研究協會於 1996 年首次提

出，旨於讓整個供應鏈的生產過程，從原物料取得、製造、運輸、配銷及使用，到最

終處理，對環境造成最小化負面影響與最大化資源利用效率（Hervani、Helms 與

Sarkis，2005；Sarkis、Zhu 與 Lai，2011；W-H Tsai、Hung，2009；Qinghua Zhu、

Sarkis 與 Lai，2008），以達到減量使用、重複使用、回收使用、替代使用（Reduce, 

Reuse, Recycle, Replace, 4R）的理念（Narasimhan、Carter，1998），同時也能兼顧環

保、經濟、能源（Environment, Economy, Energy, 3E）的期望。 

由於人類對綠色產品的需求日增，並沿著全球供應網絡迅速擴大，其中所影響的

層面非常廣泛，例如：產品生命週期影響、加值作業生命週期、環境影響下對產業結

構影響及組織的績效衡量等，以下分別說明對各層面所產生的影響： 

1. 舊式的產品生命週期只分為四個階段：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就綠

色供應鏈的角度出發，在設計階段就將環境因素與預防汙染的相關規定納入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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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環境性能與環境績效作為產品的設計目標與出發點，力求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最

小。對於綠色生命週期而言，其設計要點不僅只是單純考慮回收既有的廢物，而更在

設計產品前，考慮到未來所開發的產品要如何將對環境的負擔減到最低，以減少對環

境的衝擊與影響。 

2. 加值作業生命週期，典型的產品生命週期包含採購、生產、配送、逆向物流等四

個主要元素，通常包裝也被視為另外一個加入產品生命週期的元素來討論，而綠色採

購的實際運作可以藉由對供應商的原物料、零件或產品限制，來減少有害物質的產

生。對於供應商而言，如擁有 ISO 14000 的認證通過，也是採購中會被優先考慮的關

鍵。目前在綠色採購所面臨到並且涉及環保標準或技術標準的檢驗與認證的相關問

題，特別在各國環保標準不一定統一的狀況下，如何掌握並且通過標準，這將會是重

要關鍵。 

3. 環境影響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綠色設計核心為減量化、回收、重複使用與重新

製造，簡稱 4R。就目前產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共存的機制，對於產品設計與產品使用的

哲學，有必要開始改變。重點不僅要減少物質與能源的消耗，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

並且確認產品與每個零件均能夠分類回收並且再生利用。綠色供應鏈包含再製造、回

收與再利用的過程，因此增加供應鏈設計的複雜度，因此企業必須有新的策略與模

式，以因應環保議題所帶來的變化。 

4. 組織的績效衡量，綠色供應鏈的永續維護，企業為了讓供應鏈管理可以跟上經營

模式的轉變，關鍵績效指標的確認變的更加重要。有些企業會提出完整的以環境為訴

求的採購方案、績效準則或評估過程，讓供應商可以遵循；從資源管理角度來看，做

好物料管理，在時限內讓客戶取得重要物料，其中的管理績效主要是在滿足顧客對產

品的要求。近年來歐美等國家，不管是企業規模大小，提升其產業競爭力，即是在既

有的供應鏈管理中加入環境衝擊為考量，以進一步提升供應鏈的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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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供應鏈發展背景 

在全球化經濟蓬勃發展，地球資源日益嚴重的耗損，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體認到

環境惡化的狀態，也因而人類開始重視生態永續的概念以扭轉此趨勢。許多國家紛紛

由原先的柔性勸說，轉而訂定正式的法令規章，而這些環境公約或規範的制定，必須

經由各參與國或組織間對環境議題達成共識，包括歐盟、日本或美國。這些法規除了

保護水與空氣等自然資源外，也有很多針對電子、家電電機設備而設計，因為此類設

備含有眾多有害物質，且數量增加的速度相當驚人，已成為主要廢棄物之一，如無適

當處理將會對環境產生持續性的傷害。 

台灣這幾年，也陸續制定國家「21世紀議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書」、「國家

環境保護計畫」，經濟部公告「管理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品作業要點」，行政院也有

相關措施，期望能帶動國人永續發展的理念與行動，擁有台灣繼續在國際上擁有競爭

力。因此，藉由相關文獻的探討及資料蒐集，將列出較具影響力之全球環境法令及規

範，並輔以簡要之說明與介紹。 

(一) 巴爾賽公約 

巴爾賽公約（Basel Convention）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於1989年3月在瑞士巴塞爾召

開管制有害廢棄物跨國境移動及處理公約的簽訂大會，共有116 個參與國一致同意締

結「巴塞爾公約」，並於1992年5月5日生效。此公約主要的目的為： 

1. 減少有害廢棄物之產生，並避免跨國運送時造成環境汙染 

2. 提倡就地處理有害廢棄物，以減少跨國運送 

3. 妥善管理有害廢棄物之跨國運運，防止非法運送行為 

4. 提升有害廢棄物處理技術，促進無害環境管理之國際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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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賽爾公約所管制的有害廢棄物包含醫療廢棄物、金屬廢料及有機鹵化物等涵蓋範

圍相當廣泛。該公約強調「責任延長」及「妥善處置」的原則，明訂有害廢棄物的產

生者必須負擔妥善處置的責任，且該責任不能因委託處置而將之賣斷或移轉（詹前

志，2007）。 

(二) 京都議定書 

聯合國於1992 年地球高峰會舉辦之時，通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對「人為溫室氣體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排放做出全球性管制的宣示。1997年12 月於日本京

都舉行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具有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郭博堯，2001）。京都

議定書主要管制的氣體範圍有：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全氟化碳及六氟化硫，

主要是希望在2008-2012年之期限內，上列六種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應減少到比1990

年排放量低5.2%之水平。 

(三) 蒙特婁議定書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Deplete 

the Ozone Layer）」，是聯合國為了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

惡化及損害，承續1985 年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的大原則，於1987 年9 月16 日邀請

所屬26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婁所簽署的環境保護議定書。該議定書受到國際上廣泛

的採納與執行，並於同年9月中旬東帝汶批准管制臭氧層破壞物質的蒙特婁議定書，讓

此議定書成為第一個獲得全球一致批准的國際環保協議（許泰源，2012）。 

(四) ISO 14000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 



 

18 

 

ISO 14000產生的背景，在80年代起，美國和歐洲的一些企業為提高公眾形象，減

少污染，率先建立起自己的環境管理方式，ISO 14001強調的是建立環境管理系統，讓

企業能持續改善其環境績效，而非再提出法規之外的另一套污染防治標準。國際標準

組織希望透過ISO 14000系列完成下列三個目標： 

1. 希望各國透過一個醫治性的方法推動環境管理 

2. 持續地透過對組織系統稽核，強化企業改善及評估環境績效的能力 

3. 促進國際貿易並移除貿易障礙 

ISO 14000其目標是通過建立符合各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要求的國際標準，在

全球範圍內推廣ISO 14000系列標準，達到改善全球環境品質，促進世界貿易，消除貿

易壁壘的最終目標。 

(五) 危害物質限制指令 

歐盟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限制指令（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RoHS），管制產品範圍由原本大型家

用電器、小型家用電器、資訊及電信通訊設備、消費性設備、照明設備、電

機及電子工具 (大型固定工業工具除外 )、玩具、休閒及運動設備、自動販賣

機等8大類產品，擴增醫療器材、監控儀器為 10大類電機電子設備。其主要目

標在對於對電機與電子設備中有害物質的限制，從而保護人類健康，並保證對廢棄物

進行合理的回收與處理，以保護環境。根據指令規定， 2006 年7 月1 日開始投入歐

洲市場的新電機電子設備中將不得含以下六項化學物質： 

(1) 四項重金屬：鉛、汞、鎘及六價鉻。 

(2) 兩項含溴防火耐燃劑：多溴二苯醚及多溴聯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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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廢電器及電子設備指令 

歐盟廢電器及電子設備指令（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要求各會員國的電子電機廢棄物回收量必頇達到至少4 公斤/人/年，並針對不

同產品訂定不同的回收率標準，其主要目的在於減少電器之廢棄量，增加廢電器之再

使用、再利用及回收再利用率，以改善操作者之環境績效。 

(七) EuP 指令 

2007 年7 月22 日實施，採用生態化設計之方式，提昇產品的能源效率，鼓勵開

發綠色產品，從原物料的開採、製造、包裝、運輸、安裝與維護、使用及產品最終的

廢棄階段皆需於產品設計時列入考慮，並進行綠色產品環境宣告。 

(八) 歐盟化學品管制法(REACH) 

歐盟於2005 年12 月13 日通過歐盟化學品管制法，透過建立一套化學品登記、評

估和授權的系統，所有企業必須登記所使用的任何化學品，同時提供相關資訊和可能

造成的傷害。 

(九) 包裝及包裝廢棄物指令(PPW) 

由於減少包裝之總體積是防止包裝廢棄物生成最好的方法，PPW指令的目標為調

和歐盟有關包裝及包裝廢棄物管理措施，防止各會員國及第三國產生環境之衝擊，達

到更高的環保素質；及確保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內需市場功能，避免貿易障礙、扭曲及

在歐市內之兢爭。並著重於防止包裝廢棄物之產生，而減少包裝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對於包裝使用之資訊要求中，確認包裝使用者和消費者必須了解以下資訊： 

1. 可供應收集及回收再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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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包裝及包裝廢棄物之再使用、回收再利用與再生貢獻的腳色  

3. 市場包裝物之標是意義  

4. 包括參照包裝及包裝廢棄物管理計畫規範所必須採取措施  

綜合PPW指令，以採取污染者付費為經濟工具原則，期以防止在歐盟的

包裝廢棄物的產生和促進市場之自由化，若產品包裝皆符合基本規定及重金

屬的限制，成員國不應該做出妨礙產品進入市場的動作。  

(十) 使用壽命終止後車輛處置 (ELV) 

自 1990 年起，歐洲的車廠已開始強調在汽車中使用可回收的材質與零組件的再

利用，但是直到 1996 年，歐盟才開始討論廢車輛指令的建立，指令中主要是包括設

計與製造、回收系統、廢車處理的要求等。最後，歐盟在 2000 年 9 月 18 日通過廢

車輛指令，並於同年 10 月 21 日公告，正式成為 EU 2000/53/EC 的指令，各會員國

必須於2002年4月21日以前制定國內法，以符合ELV指令的要求。主要目的預防因車輛

所產生的廢棄物，並藉由增加廢車輛中零件與材質的再生比率，以減少對環境的衝

擊。 

(十一) 禁用 PAHs 

手工具設備禁/限用PAHs 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根據以上十一點全球環境法令及規

範，迫使企業組織加以遵守，進而影響全球供應鏈系統。國內外企業無不從綠色供應

鏈管理角度，進行內部管理，施行綠色實務，並結合上下游廠商同心協力，以達互惠

原則，共同保護環境，提升環境品質與資源保育，讓企業得以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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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色供應鏈管理 

(一) 供應鏈管理 

美國供應鏈協會在1998年對供應鏈提出以下定義：「供應鏈乃是包括從供應商的供

應商到顧客的顧客之間，所有對產品的生產與配銷之相關活動流程。所有的相關活動

流程可區分為四個基本的功能模組-規劃（Plan）、採購（Source）、製造（Make）、配

銷（Deliver）。」其定義了基本的供給與需求的管理、原物料的採購、製造與裝配、倉

儲與存貨的追蹤、訂單進入與訂單管理及整體供應鏈上的配銷等相關活動的基本流

程。 

Cooper、Lambert等人Pagh（1997）認為供應鏈管理的目的在於提供從原料到商品

配送的全體通路成員的管理，進行從生產、配送、行銷等活動做出整體決策。Tan、

Kannan等人Handfield（1998）也認為供應鏈管理是從基本的原物料到最終產品的管

理，其中，也包含可能的回收及再利用。Donald J Bowersox、Closs等人Stank（1999）

指出供應鏈除了組織本身之外，還包括上下游的合作夥伴，為了使管理能充分協調並

達到效率及效能的最佳化，企業應重視企業個體間的緊密聯繫。Kaminsky與Simchi-

Levi（2003）認為供應鏈是商品在正確數量下生產，並在正確的時間配送到正確的地

點，達到顧客滿意並使得整體系統的成本最小化。 

透過以上相關文獻及學者的整理，本研究認為供應鏈是相關連企業從原料到成品

包裝最終到客戶端或消費者整個過程的管理，其意義就是要把整條供應鏈當成一個虛

擬團隊，把供應鏈上的各個企業視為夥伴關係，對整條供應鏈進行跨組織的理，以透

過供應鏈各個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分工，最佳化供應鏈的商流、物流、金流和資訊流，

從而提升整條供應鏈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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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供應鏈管理 

由於傳統供應鏈管理主要是以生產導向為主要思維方式，然而，現在組織所強調

的供應鏈已逐漸轉變為消費者導向的思維方式，為了符合環保趨勢，企業更需將環境

衝擊納入考量，以環保概念為核心重新調整組織內部之作業流程，而綠色供應鏈管理

的導入便是其中一種方式。 

Penman（1994）認為供應鏈環境發展應朝更具有策略性，並以環境保護為主要觀

點進行營運規劃，所以經濟觀點與環境成本是需要橫跨在供應鏈上的功能，而環境成

本和利益主要是來自於產品與原料的再生和回收，因此，必須謹慎地考量其以環境為

方向的活動。Sarkis（1995）是首位以環境保護觀點探討產品與流程設計對企業營運之

影響的學者，他認為在採購方面，必須強調綠色供應商的妥善管理；在原物料管理方

面，原物料的運送及存貨上的妥善管理是重要的，在運送方面，必須思考顧客需求及

成品的運送、倉儲及配銷計畫上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在包裝方面，包材的再使用可

減少材料對環境的負荷並增加倉儲空間，在回收/逆物流方面必須建立回收廢棄的物料

及產品機制。 

Zsidisin 與 Hendrick（1998）認為環境供應鏈是一系列的供應鏈管理政策、行為及

關係的實施，關注於設計、取得、生產、運輸、使用及再使用及丟棄等與環境相關之

部分。Lippmann（1999）則認為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活動類型包含環保政策的擬定、供

應商主副料綠色控管、供應商評鑑、供應商綠色環保教育訓練、技術協助與合作研

發、供應商與顧客關係管理等六項活動，若企業確實明訂禁用及限用之物質採購規

範、與供應商協同開發並進行創新技術的提升、針對內部員工進行環境教育與訓練、

建立與合作夥伴間有效的溝通平台、制訂組織之綠色供應鏈管理政策並擁有高階主管

對於綠色供應鏈的支持，將能促使組織成功進行有效之供應鏈環境管理。Olson

（2008）認為綠色供應鏈有助於降低環境的負荷、對供應商的價格、生產成本、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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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以及減少資源消耗。但從非物質方面而言，綠色供應鏈幫助供應商克服對環境

污染的疑慮與偏見，使得顧客能夠更容易從事製造生產，創造便利和樂趣，亦可以使

企業更加順從社會責任。 

Srivastava（2007）研究和分類以往有關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相關研究，定義出綠色

供應鏈管理主要是包括產品設計、材料採購和選擇、製造工藝、交付最終產品給消費

者和產品壽命結束後的回收管理流程。Tae-Eog Lee（2008）認為綠色供應鏈管理是一

連串透過供應鏈移轉、散佈及傳播環境管理實務至上下游合作夥伴的程序與歷程；而

Darnall、Jolley 等人 Handfield（2008）定義綠色供應鏈管理為在供應鏈管理的每個環

節注入綠色的概念，並以永續經營及最小化自身對環境的衝擊為首要考量。 

對於企業的綠色管理實務，以往學者亦有各種定義。黃義俊與高明瑞（2003）定

義企業綠色管理實務，包含了清潔生產作業與綠色行政管理兩部分。清潔生產作業包

含了製程改善、節省能源、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再生等。而綠色行政管理包括了 ISO 

14000、Responsible Care-RC、環保稽核、綠色產品研發、推廣與溝通、辦公室環保、

主動參與社區活動。施勵行（2003）認為企業的綠色實務包括環境績效評估、綠色採

購、供應商管理、環境化設計、產品回收之五大策略環節。 

透過以上相關文獻及學者的整理，我們可以了解綠色供應鏈與傳統的供應鏈的差

異處在於傳統供應鏈僅止於供應鏈上企業利益的最大化管理。雖然傳統供應鏈也涉及

能源、原材料的節約，但綠色供應鏈管理，則更將綠色設計管理、製造流程、銷售與

產品回收再利用等技術與資訊相結合，形成一種循環經濟，對環境的保護與持續發展

比起傳統供應鏈更有著重大意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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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色供應鏈管理內涵 

由於對綠色產品的需求日增，且因貿易全球化以及發達的傳播科技，使之產生了

漣漪效果。在全球的生產網路中，台灣企業也被漣漪效果所影響。因此，本文彙總多

位國內外學者針對綠色供應鏈的研究，整理出綠色供應鏈的管理內涵，如下所示： 

1. 綠色設計： 

Peattie（2001）在綠色行銷一書中將綠色產品定義為：以環境為出發點並兼具經

濟發展價值的意思，亦指在每一個過程中都考慮到環境，乃整合環境狀況至產品之策

略。Sakai 等人（2011）指出生態設計的重點在於讓產品更耐久、能源更具效益、避免

有毒原物料的使用及有於再循環等產品的發展。對工業設計而言，綠色設計的核心是

"3R"，即減量化、回收、重複使用。如果新消費性產品缺乏了環保概念或是製造歷程

缺乏綠色生產方式，將無法成為主流商品而得到媒體的青睞，因為環保乃目前大眾所

關注的議題與潮流，且各國未來對於環保的規範勢必會更加的嚴格，故在供應鏈管理

中涵蓋綠色管理的理念與方式成為必然的演進方向。所以，在產品製造設計端就必須

開始規劃綠色供應鏈管理，在產品設計方面必須以環境資源為核心，即在產品及其生

命週期的整個過程中，優先考慮在製造、銷售、使用及報費後的回收、再利用及處理

對資源和環境的影響，使設計結果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內資源利用率最高、能量消耗

和環境污染最小，並將其做為設計的目標。 

2. 綠色供應商評選 

由於環境議題所引發的風險會隨著供應鏈中的供應商傳遞並衍伸至下游廠商，因

此，綠色供應鏈的推行若無供應鏈夥伴的參與亦難以達到成效（Tae-Eog Lee，2008），

故對於綠色供應商的評選乃一個重要的議題。Darnall 等人（2008）指出，因世界各國

對於環保法規日趨嚴格，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自發性的推動 IS0 14001 驗證，並要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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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也能限期通過 ISO 14001 驗證，ISO 14001 變成評價供應商環境績效的重要工

具；Noci（1997）則為了確定供應商是否有符合公司的環境需求，將綠色供應商的選

擇歷程大致分成四個階段： 

(1) 整合企業環境目標與策略訂定產品的環境改善策略。 

(2) 依據現有供應商、技術及環境法規來製訂環境評準。 

(3) 規劃決策支援方法來幫助分析供應商的環境績效。 

(4) 執行與監控程序。 

Nagel（2000）認為供應鏈中需要很多供應商來支援，但因為產品或主副料受到法

規的限制越來越嚴格，所以在供應商的評選上應加入環境品質來加以考量，也就是

說，在供應商資格審查這一階段加入環境監控及改善之績效評估；Qinghua Zhu、

Sarkis 等人 Geng（2005）認為綠色採購及綠色供應商管理對中國中大型企業會造成大

影響，所以藉著 28 個公司訪查結果用多變量分析來得到主要綠色供應商評選之關鍵評

準，並架構其供應商選擇模式，也藉此來建立雙方利益及長久合作的關係。 

3. 綠色採購 

美國環保署定義綠色採購為：「在所有競爭的產品與服務中，選擇傷害環境及人類

健康較少，且具同等功能的產品與服務」。Lemos 與 Giacomucci（2002）認為綠色採購

之意為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能夠減少對環境的衝擊。Faith-Ell、Balfors 等人 Folkeson

（2006）所謂綠色採購是經由採購對環境友善的產品或服務，來改善環境績效。郭財

吉（2002）研究中亦提到在產品的發展設計上，須從產品整個生命週期來考量，且主

導出一套可以配合綠色設計之整合系統，如此也就是能有效的從產品之材料選用、設

計、製造流程、包裝、運輸配銷、使用到最後的廢棄處置，皆要考慮到資源的使用效

率與污染的防治及生態的平衡等問題，還需設法持續改善惡化的環境品質，使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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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態環境的衝擊降到最低。Zsidisin 與 Hendrick（1998）並提出有關企業推動綠色採

購的主要十一項活動，最後認為企業將採購活動納入相關環境議題活動可分有下列所

列三方面來探討： 

(1)具有危害性物料、化學品及設備的採購 

a. 提供詳細規格設計說明，包含符合環保法規與標準之產品規格納入採購項目中並

提供給供應商 

b. 協助供應商通過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認證 

c. 供應商協同合作提供原料、設備、零件及服務以達成環境目標 

d. 進行廣泛的環境稽核 

e. 要求供應商進行環境稽核 

 (2)供應鏈關係 

a. 針對庫存多餘的原物料加以銷售 

b. 銷售剩餘的報廢品或堪用的原物料 

c. 將多餘的資本設備進行變賣 

 (3)資源回收的投資 

a. 設計可降低物料和能源使用的設備 

b. 持續改善產品設計以使得用過的產品、原料及零組件進行再回收使用 

c. 設計避免使用生產時會產生的危害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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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各方學者研究等相關文獻，本研究主張認為綠色採購是產品在採購開始就考

量並主導出一套可以配合綠色產品的發展設計，從一開始的選用、設計、到最後使用

廢棄處置，接考慮到使用效率與汙染問題，並以減少能源浪費、資源使用效率提升及

環境影響最小化為目標。 

4. 綠色生產製造 

VoB等人（2005）指出，綠色生產模式是一種循環生產系統，如果由傳統製造方

式要轉以綠色方式進行生產製造，就必須重新設計生産模式。（Qinghua Zhu、Cote，

2004）)所提出綠色設計之產品製造程序為：產品之生產製程以不對環境造成傷害為原

則，並減少因製造所產生出的污染與廢棄物排放，盡其可能地回收再生或轉換成另一

物質或能源再利用。Goggin與Browne（2000）提出R-CODP(Customer Order Decoupling 

Point for Recovery operations)的方法，用於描述產品經回收後，針對不同之再製造策略

進行生產，其再製造生產策略包括： 

(1) 計劃式再製造(Recovery to Stock, RTS)策略：根據市場預測需求來訂定生產計

劃，而產品進行回收再製造來至於市場的期望需求，且對於產品的回收可能包括

產品、主副料等。 

(2) 接單後再組裝(Re-assemble to Order, RATO)策略：將回收可再用的主副料重新進

行組裝，當接到顧客訂單時，才進行重新組裝再製造作業，通常適用於生產種類

較多的產品，而產品的主副料屬於標準化或模組化的設計。 

(3) 拆解後再製造(Disassemble to Stock, DATS )策略：將回收的產品先進行拆解或再

製造成為可再用的主副料，然後根據顧客訂單的需求，再將其主副料重新進行再

製造，此策略適用於剩餘價值較高的產品，且再製產品的需求不確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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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單式再製造(Recover to Order, RTO)策略：根據顧客之訂單進行產品再製造作

業，生產計劃完全依照訂單所需的產品主副料與原物料來規劃，則該策略的前置

時間相當長，且適用於需求量較小的產品或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 

此外，Hui、Chan等人Pun（2001）在研究中指出，防止污染的產生及有助廢棄物

的減量，是企業採用綠色製造具體的結果成效，因此，採用綠色製造實務對環境績效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 綠色物流 

美國物流管理協會Stock（1998）對逆物流之定義為「以廣義觀點說明產源減量、

再生、替代、物料再利用、及廢棄物清理等方法進行物流相關活動，在物流程序中扮

演物品再生、廢棄物清理及有害物質管理的角色」。大多數的業者只專注於把新產品賣

給消費者，而忽略藉由有效率的回收和翻新或產品的處理，可將舊產品取回並且再創

造出新的價值。而許多公司在投資上錯過這樣重要的回收再利用程序。Carter與Ellram

（1998）將逆物流定義為企業透過再生、再使用，以及減少原物料的使用，促使企業

可以有效率達成環境保護的過程。透過上述文獻的整理，本研究認為在綠色物流包含

產品退回、產源減量、再生、物料替代、物品再利用、廢棄物清理、再處理、維修與

再製造作業；所以企業綠色物流方面應研究如何減少這些外在污染源和取得一個更加

可持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目標的平衡，所以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將綠色環保作為

施政的基本策略，不能只強調生產和消費而忽略物流的綠化，積極立法構建發展綠色

物流的法律保障體系、加強源頭管理控制物流活動的汙染發生源、加強交通量的管理

以及控制交通流等措施行動。 

(四) 綠色供應鏈體系建構 

綠色供應鏈管理所追求的是經濟效益和綠色利益即環境效益雙豐收，以致達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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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可持續發展與利用的目標。這裡的綠色效益包括環境保護和資源優化再利用。而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首先要考慮的是各種影響因素，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為兩大類：驅

動因素與障礙因素，分別敘述如下： 

1. 驅動因素包含四個部分 

(1) 增加企業的競爭力，提高整個供應鏈效益，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尋找聯盟來

實施綠色供應鏈。在綠色供應鏈中可與上下游企業進行整合，優勢互補，強強聯

合，為整個供應鏈帶來更多效益。 

(2) 增加客戶價值，綠色產品不僅保護環境，也為客戶帶來綠色收益，可贏得顧客的

長遠信任。 

(3) 提升企業綠色形象，實施綠色供應鏈的企業可以樹立產品的安全可靠、重視社會

責任的信息，贏得顧客青睞。 

(4) 環保法令規範，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都重視生態問題，併為此設立了

相應的技術條款和環保法規。本研究整 Brent & Visser(2005)與（Seuring，2004）

等文獻探討及學者專家意見，將環境規範因素分為國內環保法令及國際環保規

範。 

2. 障礙因素包含五個方面 

(1) 企業財務負效應，綠色供應鏈主要目的是要維護環境，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在

一定程度上降低成本，但綠色回收和廢棄物的處理卻需要花費巨大的代價，兩者

相抵可能會使財政入不敷出。 

(2) 企業之間缺乏信任，企業在決策時總是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而非整個供應鏈

或社會效益最大化原則。企業希望自己的上下游企業實施更多的綠色流程，這樣

就可為自己的產品達到綠色標準而花費最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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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綠色供應鏈的技術和知識欠缺，雖然綠色供應鏈在理論上可以建立，但相應

的綠色產品的開發和廢物的處理技術和手段有待建立和提高。 

(4) 環境標準與稅費制度仍不完整，。各個國家環境標準不同，尤其是我國環境制度

不健全，執法監督不利。 

(5) 企業核心價值觀衝突，企業文化是影響供應鏈企業間合作關係的首要因素。如果

雙方沒有互相理解的文化理念，則很難合作，即使合作，也會因管理成本過高而

失敗。 

(五) 台灣推動綠色供應鏈的現況說明 

綠色供應鏈的理論發展於 1990 年初期開始陸續被提出，近年來開始真正落實主要

是因為各國與各政府將環境保護規範納入法令管制範圍中，各為企業除了透過內部綠

色管理達到永續發展的經營策略外，並由綠色採購推廣至上下游供應商，以下本研究

將針對台灣目前綠色供應鏈的推動現況，分成不同產業來說明： 

1. 資訊電子業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2006）開始推動相關實務有環境會計、生命週期評估、綠色

採購、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減量，並且同時要求原物料供應商嚴格控管，並且定期舉辦

與供應商的研討會、廠商稽核，確保其產品不能違反歐盟對電子產品所列之禁用物

質，帶領供應商在綠色製造上不斷提升。 

聯華電子（2005）建立綠色供應鏈相關管理機制、建立環境有害物質管制及原物

料不含禁用物質說明書、建立供應商環保評分表，由於在提供企業永續競爭力中，供

應商的努力與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聯電從原本符合相關工安環保要求，擴大

到號召全球供應商一銅重視與推動企業社會的責任。主要在供應商教育訓練的方面，

不定期舉辦供應商教育訓練課程並宣導及溝通聯電推展供應鏈管理之作法。並且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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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應商評比機制，依據供應商評分，如評比分數較低的供應商，聯電也將會採取暫

停採購或是取消其相關合作關係。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2005）建置綠色供應鏈管理系統主要分為綠色產品規範、綠

色產品符合性資料、稽核管理機制與綠色採購系統等四部分。宏碁公司也認為與供應

商乃為生命共同體的關係，因此逐步要求供應商建立起綠色產品管理系統，並且定期

稽核。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以製造環保商品、讓商品對環境所造成的

負荷降到最低、回收在利用使用過的商品為其環境經營上的軸心。並且在採購上，供

應商必須通過「綠色賣主檢定」即在採購材料上要「綠色材料檢定」，並且對供應商透

過三大指標：廢棄物控制、禁止材料的使用和環境相關活動，以決定是否成為綠色供

應商。 

2. 紡織業 

大統精密染整股份有限公司（2012）執行經濟部工業局委辦之「紡織業綠色雲服

務計畫」將雲端運算技術導入紡織業，主要目標包含：以多年累積產業知識為核心，

建立起紡織和化學產業環保法規管理機制，有效提高業者對於其眾多客戶法規版本控

管；透過服務平台建立豈料品開發與採購作業之綠色管理，有效提高綠色管制效率，

並且降低客戶退貨比例；透過線上綠色採購，可以有效控制原物料之綠色合格性。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0）為健全體制整合 ISO 9001 及 ISO 14001 與 OHSAS 

18001、TS16949 成為四合一系統，推行工廠減費系統，整合上下游廠商建立綠色供應

鏈，宣示不使用違反環境相關物質的責任保證，並遵守歐盟 ROHS 與 EUP 環保指令。

從綠色採購與綠色行銷方面，以積極研發完成各項環保性綠色產品，如回收寶特瓶再

生環保布料，並獲得環保標章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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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GTC 

一、 GTC 簡介 

IBM 將雲端運算定義定義為革新的 IT 運用模式，這種運用模式的主體是所有連

接網路的實體，而客體即為資訊科技本身，包括我們現在接觸到的，以及不久將來會

出現的各種資訊服務。雲端運算的服務種類包含電子郵件、伺服器運算、資料儲存、

資料傳輸、應用軟體與內容及系統服務等（陳瀅，2010）。過去傳統模式下，企業建立

一套 IT 系統不僅需要購買硬體等基礎設施，還需要買軟體的授權，且需要專門的人

員維護。當企業的規模擴大時還要繼續升級各種軟硬體設施以滿足需要。對於企業來

說，電腦等硬體和軟體本身並非他們真正需要的，它們僅僅是完成工作、提供效率的

工具而已。 

雲端運算技術將提升產業的競爭力，IDC 研究對雲端服務的定義是商業或消費性

產品的服務與解決方案，透過網際網路平台得到即時的服務傳遞與消費。IDC 的研究

預測，全球雲端服務產值將會從 2008 年的 US$16,235M（百萬美元）成長到 2012 年

的 US$42,270M（百萬美元），約 27%的年複合成長。很多傳統的產品與服務都將以雲

端為供應平台。根據 IDC 指出台灣政府年初開始也把雲端運算納入為新興發展智慧型

產業，預期創造出另一個兆元產業。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and Technology（NIST）定義認為雲端運算是一種模

式，使用者能夠快速、便利的使用網路上電腦所提供的資源（包括:網路、儲存空間、

應用程式及服務等）並且快速供應服務，經由主機及儲存設備虛擬化，雲端軟體應用

程式介面（Cloud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API），減少管理者硬體管理工作量，減

低硬體成本，提升工作效能（Mell、Grance，2010）。應具備五項基本特質、三項服務

模式、四種佈署模式，內容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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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端運算五項基本特質 

1. 自我隨需服務：雲端運算服務是自助式服務，使用者運用終端設備進行網路聯結

使用供應商服務，自行決定使用服務內容，不需再與雲端供應者互動。 

2. 廣大存取網路服務：雲端運算是透過網路提供服務，用戶端經由 3G、Wi-Fi、

ADSL、光纖等介面隨時存取雲端服務，因此當網路無所不在，表示雲端供應者

服務可隨時在網路取用。 

3. 資源共享：伺服器資源、儲存設備資源等先行虛擬化再進行集中管理重新分配，

動態分配服務不中斷，提供用戶端服務。 

4. 快速彈性佈署：彈性能因應需求且快速調整資源規模大且，當雲端運算服務效能

不足時，使用者能快速的將預留資源快速加入，增加服務效能不需重設安裝系統

或應用軟體。 

5. 服務可量測：供應者可以監視或控管使用雲端服務狀況，依據使用硬體、軟體、

服務數量多寡進行收費，為供應者和消費者雙方提供透明化服務使用資訊。 

(二) 雲端運算三種服務模式 

1. 基礎建設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 IaaS）：供應商建置網路、儲存裝置

等基礎設備，使用者具有對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的控制權，並自行部署權及運行

軟體，不需自行建置基礎設備。 

2. 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簡稱 PaaS）：提供使用者直接建立或購買應用程

式，應用程式使用服務提供商支援開發工具或程式語言，不需管理或控制基礎建

設。 

3. 軟體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簡稱 SaaS）：使用者透過簡單程式如瀏覽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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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用服務提供商的雲端應用程式，不需管理基礎的設備及平台服務。 

(三) 雲端運算四種佈署模式 

1. 公有雲（Public Cloud）：雲端服務由眾多供應商整合提供服務給於全球使用者，

在供應商提供範圍內，不限制使用服務範圍或使用者。 

2. 私有雲（Private Cloud）：企業或組織建置雲端服務，只限組織或企業及其關係企

業可以使用服務或資源，非限制內的使用者無法使用服務，未經授權連接著無法

使用。 

3. 混合雲（Hybrid Cloud）：結合私有雲及公有雲提供服務給企業或組織內部人員使

用，其資源能無縫整合。 

4.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由特定群組共享的雲端基礎設施，它們支持特定的

社群，有共同的關切事項。 

根據上述整理，本研究主要著重於雲端服務，雲端服務又分為架構即服務、平台

即服務與軟體即服務等三類，以下分別針對此三種雲端服務進行說明： 

(一) 架構即服務 IaaS 

這是由業者先購置資訊設備整合建置成大型的雲端電腦，然後依照客戶需要，把

整合後的雲端電腦裡面的處理器、記憶體和硬碟空間等資源分割一部分出來，建立成

為虛擬電腦(VM)，再提供給客戶使用，至於這台虛擬電腦要怎麼應用，則由租用的客

戶自行決定。主要是提供核心計算資源和網路架構的服務，因此稱為「基礎設施即服

務」。 

簡單來說，可以把 IaaS 想像成跟業者租電腦，但是實體電腦不一樣的是，這台電

腦是依照需求訂做，主要的優點是彈性，可隨著客戶不同的要求給予不同的備配。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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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說，中華電信所提供的雲端服務 HiCloud 就涵蓋電腦主機、虛擬電腦、虛擬桌面

及雲端硬碟儲存空間等 IaaS 服務。 

(二) 平台即服務 PaaS 

對個人電腦來說，大部分人用的都是 Windows 作業系統，因此買電腦時電腦公司

通常都已經幫我們裝好 Windows 作業系統，這樣除了可以減輕顧客自己安裝作業系

統的麻煩。對雲端服務來說，雲端主機上面提供一個類似作業系統的應用程式開發平

台，使用者可以把自己開發的應用程式放在平台上面執行，然後提供各種網路服務；

至於平台背後的雲端主機本身如何運作，應該調用多少處理核心和記憶體才能保持運

作順暢，這些就不用客戶操心，業者自然會代為處理。 

這樣的服務模式就是提供雲端應用程式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面開發及運作各種應用

程式，因此稱為「平台即服務」，簡稱為 PaaS。透過這樣的方式，使用者就不用另外

架設和維護網路主機(不管是自建的實體主機還是租來的雲端主機)，可以把精力全部

放在程式的開發上面；當程式撰寫完成後，也可以直接在雲端平台上運作提供服務，

省去對外安裝及佈署的問題，同時還能節省伺服器營運成本和管理費用。此外，由於

程式是在擁有大量處理核心的雲端主機上面運作，因此就算在這個平台上面已經有成

千上萬的程式同時在執行，你的程式也不會受到系統上其他應用程式的干擾。 

(三) 軟體即服務 SaaS 

傳統必須自行在本地伺服器安裝、執行、維護軟體的模式，改而透過

在遠端資料中心安裝、執行維護，再以瀏覽器接取使用的軟體遞送模式

(Delivery Model)。舉例來說，透過 SaaS，企業不用自行採購電子郵件(e-mail)軟

體，以及支援該軟體的伺服器與儲存設備，可直接向有提供該類服務的業者採購所需

的電子郵件帳號數目、並且按上述使用量付費。像這樣把應用軟體放在雲端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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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只要上網就可以使用的雲端服務模式，就稱為「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為 SaaS，好處是，使用者不需要在自己的電腦上面安裝應用程式，只

要能夠上網登入網站就行了，甚至也可以利用 iPhone、iPad 等行動裝置來操作。因為

不管用電腦還是行動裝置操作，都會連結到同一個系統，所以看到的內容也會一樣。

除了電子郵件與 CRM 系統，也有不少廠商推出走 SaaS 模式的文件管理(Office 

System)、群組管理(Group Software)，甚至是企業資源管理(Enterprise Resource Plan, 

ERP)與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等軟體服務。 

Saas 泛指藉由網路傳遞軟體應用服務的各種模式，其中應用軟體及資料處理中心

是由服務提供商維護，而客戶經由瀏覽器的方式及後端網頁伺服器操作軟體。用戶不

需要再額外購買軟體，而是透過租貸、訂閱、登入、獲得授權等方式使用軟體。 

二、 紡織綠色 GTC 發展背景 

(一) 國際品牌客戶持續發展環保紡織品 

1. 紡織品綠色標章趨勢 

由於全球環保意識提昇，當今紡織業發展重點朝向綠色紡織品，而所謂的綠色紡

織品範圍非常廣泛，在終端消費者方面，包含紡織品不能含有穿使用過程可能分解產

生危害人體健康的中間物質，或這些物質含量不能超過一定的含量，為此，全球紡織

品衍伸出許多認證，經由這些認證，能取得相關國際認證的生態環保標章，且紡織品

使用後的處理方式不至於對環境造成污染。若以業者製程方面，包含由原料到成品生

產供應鏈不存在危害人體及環境污染源，在能源運用方面，紡織產業的供應鏈致力於

節能減少廢棄物製程等。整體而言，綠色紡織品的範疇包含原物料選用、產品製造、

使用方向與用後棄置等。若就設計層面，現階段朝向原物料選用天然、有機、可回收

的項目，在產品製造方面，則以節能、減廢與無毒的製程設計為重點，而使用方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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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過濾與耐久為重點，在用後棄置設計方面，則回歸生態循環的自然分解，或資

源回收與無污染為考量重點。 

各類的環保標章可區分成兩類：一是針對產品本身對消費者安全與健康所制定的

標準，此類標章代表最終產品上的有害物質的限量低於特定的要求，亦即紡織品不能

對消費者健康產生危害，例如 Oeko-Tex Standard 100 ；二是紡織品與成衣從設計、生

產、廢棄到回收的整個生命週期均符合一定的環保要求，禁止對環境造成不當影響。

例如（1）要求紡織企業建立並實施適當的環境管理體系，以符合國際標準組織 ISO 

14000 標準；( 2）歐盟執委會頒布紡織品環保標準法規（2002 / 371 / EC）倡導全生態

的概念，並對符合的紡織品授與歐盟生態標章（Eco label ) ，而範圍則涵蓋了紡織品

生產全程到廢棄階段，同時也規定紡織品不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自 2007 年起，歐

盟針對 3 萬多種化學品實施新的檢測標準，輸往歐盟的紡織品、塑膠製品若含有未通

過檢驗的化學物質，將無法進入歐盟銷售，這項法令可以簡稱為化學品註冊、評估、

許可與限制法案(Registration、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 REACH)，未

來進入歐盟的化工產品(含紡織品)都必須符合此項標準，對出口商而言，為了要順利

通過手續，必須經過註冊、評估與授權等不同的手續，廠商必須提供產品特性資料、

產品毒性資料、生產資料與下游使用資料等相關文件。 

目前國內紡織業的主要發展重心為人造纖維，而此類產品在各生命週期的階段，

皆需要有環保性的技術與設備，以生產出符合環保特性的紡織品，以配合世界潮流之

趨勢。在 2005 年全球的紡織品配額設限全數取消後，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地區的紡

織業便失去保護，環保性的相關檢測成為新的把關的工具，以保護其國內的產業，因

此環保性紡織品的發展指日可期。 

2. 環保紡織品之市場預估 

隨著社會生活及文化觀念的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朝向時尚性、舒適性及健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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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所以對服飾的要求愈來愈注重它的生態環保性，因此開發環保性服裝，顯得極

其必要。然而就服裝生產過程來看（纖維原料－原料加工－紡織布料形成－服裝生產

加工－穿著消費－廢棄回收處理），業者在開發設計環保服裝時，應從最原始之纖維原

料端開始環保，然而目前尚未有符合以下述全部特徵之理想環保纖維，所以只要至少

具備以下特性中的一項或多項，則即可稱「環保纖維」 

(1) 合成纖維產品的合成過程節能、降耗、減汙，符合環保和可持續延展的要求 

(2) 纖維產品在加工過程，特別是印染及整理等過程，盡可能使用無毒、可自然分解

之漿料、染料及整理劑等，以及利用最先進技術或設備進行清潔生產 

(3) 纖維產品的消費及使用過程中係對人體是友善及舒適的 

(4) 纖維產品消費使用後，不會因遺棄或處理帶來環境問題，最好能迴圈利用，或能

自然分解。 

環保的意識越來越強，影響力越來越大，為能讓消費者在服飾選擇上趨向環保、

健康，於是越來越多的國際知名品牌紛紛推出環保服裝以迎合環保消費趨勢，以下為

國外幾家知名品牌及零售商在環保服飾生產之狀況，如下： 

(1) NIKE：NIKE 為全球運動休閒用品之領導廠商，2004 年該公司將環境永續經營理

念與公司實際經營及產品設計合併，其材料方面，該公司擴展使用對環境友好之

可分解原料並應用於公司產品，因此 NIKE 訂定 2010 年 100%棉服飾必須至少含

有 5%有機棉，至 2006 年時該公司已有 52%棉產品含有 5%有機棉。除此之外，亦

使用可分解纖維生產製造該公司之 All Conditions Gear 戶外休閒產品及多種運動休

閒服飾。 

(2) Wal-Mart：根據有機棉交易(Organic Cotton Exchange)之 2007 年資料顯示，Wal-

Mart 連續於 2006 年及 2007 年為全球使用有機棉數量之排名第一，至今 Wal-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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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採購超過 2,800 萬磅有機棉，並首度以 Faded Glory 品牌 T 恤推出市場，在新生

兒、嬰幼兒、幼童、男童、女童、女士及男士部門銷售，售價從 3.50 美元至 6 美

元不等。除使用有機棉外，Wal- Mart 同時開發新的環保替代纖維，如：可分解纖

維、竹纖維及大豆纖維等，以減少對環境造成之污染。 

(3) Levi’s：牛仔第一品牌 Levi’s 也已進入環保的行列，宣稱牛仔褲“外藍(Blue on the 

outside but green on the inside)”，於 2008 年推出 Levi’s Eco 系列牛仔休閒時裝，不

僅使用 100%有機棉外，而且在染色也使用自然的染色原料和方法，且將公司一貫

性的紅色 Logo 改成綠色，以表示環保。 

綜觀以上來看，國外知名品牌商及零售商均已開始使用天然環保纖維或可具分解

纖維，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知名業者也開始推出環保服飾，如：Victoria Secret、Esprit、

H&M、Timberland、Adidas 等也逐年提高環保服裝的供應量。 

(二) 產業共通需求分析 

紡織品製造業相關業者，如貿易商、紡織一貫廠、染後加工廠、染膠助劑供應商

或化學品廠業者等，均須同時面對各客戶各版本之限用物質政策、簽署責任承諾書，

據以進行合格料品管理、採購事項，並依客戶別應用不同的染色／塗佈配方以使成品

符合客戶要求，遇到的困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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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現有法規管理的複雜度高 

由於全球環保意識提昇，當今紡織相關業發展重點朝向綠色紡織品，而所謂的綠

色紡織品範圍非常廣泛。在終端消費者方面，紡織品不能含有使用過程可能分解產生

危害人體健康的中間物質，而中間物質含量不能超過一定的含量。為此，全球紡織品

衍伸出許多認證，經由這些認證，能取得相關國際認證的生態環保標章或成為國際客

戶的合格供應商，此綠色發展的趨勢與未來，即是台灣紡織相關業者最關鍵的門檻，

廠商可藉由環保認證的推動暫時排除低價競爭的環境，往高質化的產業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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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紡織業面零環保法規的窘境 

針對以上的產業問題，業者亟需一資訊化工具來協助管理機制的建立，強化客戶

服務的能力，惟資訊化的投資並非一蹴可及，除了須有專業的顧問指導外，亦須投入

於系統的開發與維護，對於一般中小企業而言，負擔極大。 

因此，本研究著眼於供應鏈競爭力的提升、紡織相關產業面臨的問題與資訊化投

入的困難，積極運用集團的資源，透過專業人員及業者，深入了解各子產業客戶限用

物質政策的結構、業者需要的管理或勾稽機制、綠色料品所須管制的文件、請採購行

為等，並透過管理專業顧問之 Know-how，配合資深之系統開發人員，以簡單、適

用、易操作為原則，期望透過一整合性通用平台的提供，協助產業成員運用資訊工

具，提升產品之競爭力。 

1. 各客戶各版本的限用政策資料比對或查詢困難 

客戶交付的限用政策大都為紙本或電子檔，且甚少有專頁說明最新版與前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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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造成製造業者往往需由專人負責逐項比對差異或查詢物質的限用值、測試方

法等，使得維護人力成本極高。 

 

圖 2- 3 業者法規資料管理作業(As-is) 

2. 各客戶對於物質名稱、分類名稱、限用值及單位等無統一之規範 

雖然各化學物質唯一的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但客戶對於物質名稱的中

英文命名不盡相同，比如 CAS NO. 87-86-5 其英文名為 PENTACHLOROPHENOL，中

文翻譯成五氯酚或五氯苯酚，且限用值單位可以為 mg/Kg 或 PPM，造成管理的困難。 

3. 客戶的限用政策與合格用料無法勾稽 

通常業者會集合各客戶限用物質政策最嚴謹的集合做為業者版的限用物質政策，

並要求供應端簽署承諾書。一旦客戶或業者的政策有異動，必須經由人工比對受影響

的料品清單，啟動新料開發作業並要求簽署新版承諾書，在過程中會產生以下問題： 



 

43 

 

(1)各客戶或國際法規更新版本的公告時間不一，導致業者的更新次數更加頻繁，人工

比對料品合格性費時又費力，錯誤率高 

(2)不符合規範的料件未建立凍結採購機制，導致採購人員可能持續採購 

(3)料件責任承諾書簽回狀態難以掌握，業者所面臨的風險高 

 

圖 2- 4 業者料品管理(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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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紡織綠色 GTC 發展策略 

由於台灣電子電機實行 RoHS 已有一陣子，在系統化的技術上也已臻成

熟，因此在紡織業與化學產業也同樣開始面臨禁限用物質的規範下，希望能夠

透過電子電機產業的經驗來推廣至其他產業，也希望能夠成為協助相關業者成

為該領域的環保先驅。台灣為紡織業出口大宗國家，所受衝擊自為全球之冠，

然而，在紡織業與化學產業中，多為中小企業，業者現行的資訊系統並無法有

效處理每一個化學品或材料所須申報的物質成份、濃度、重量等資料，也無法

快速產出不同客戶要求各式各樣的佐證文件及表格，更突顯出有賴資訊系統處

理大量資料及最適化運算的需求，即時支援國際客戶進行產品進口作業的申報

流程與管控，因此引發推動綠色管理服務平台的動機。 

透過上述產業問題的分析，可以了解目前產業供需雙方缺乏單一的綠色法

規服務平台，因而導致現用化學品的標準無法有效流通。本公司鑑於此一產業

需求，積極提升服務能力，建立環保綠色雲端服務，與其他公司、法人與學校

單位聯盟，進行長期合作，提供單一服務窗口，讓法規知識資源可透過此服務

平台進行有效流通，達成並確保高品質服務與支援，更希望由客戶主動發起，

被主導成為獨佔式供應商，藉以進入其他市場。未來商務模式的推動過程中，

為了提昇整體供應鏈資訊透通度，資訊系統建置是服務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所

在，所以本企業在規劃前，即會針對各參予成員進行電子化程度的分析，瞭解

目前各成員的電子化程度，並依據商務關係與未來協同作業內容，決定出資訊

推動的策略；在多次專案成員的討論與決議後，成立資訊輔導小組，積極輔導

體系成員電子化能力，將現有資訊系統做整合，若電子化能力真的無法達到要

求時，本計畫會透過聯盟業者以完全免費的方式，為本次計畫成員提供一套企

業基本作業管理系統，以確實提昇合作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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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本服務系統推動策略示意圖 

(一) 發展策略一：以 Oeko-Tex 之物質分類為基準 

隨著全球化競爭、規格化產品產能過剩、區域經濟形成，紡織與化學產業

面臨競爭壓力，產業升級轉型勢在必行。本服務系統建立紡織與化學產業環保

法規管理機制，有效提高業者對於其眾多客戶法規版本控管、差異比較之一致

性與掌握度，提升台灣中小企業對客戶端環保政策的認知與了解，進而創造產

品的綠色價值。 

所以本服務系統初期以 Oeko-Tex 之物質分類為基準，提供法規之類別索

引，在法規資料建立時即可應用 Oeko-Tex 之物質分類將上百種資料歸納，以降

低使用者查詢資訊的複雜度。另一方面，針對染料有標準的顏色索引號(Colour 

Index Number, 簡稱 CI No.)、針對化學物質有美國標準的 CAS 登錄號(CAS 

Registry Number, 簡稱 CAS No.)及歐盟標準的 EC No.，本平台亦提供以此 No.供

使用者查詢比對各法規限用值的差異，加速客戶需求的掌握，具產業應用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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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 

(二) 發展策略二：配合國際品牌商進行法規資訊的整合 

本綠色管理服務平台基礎建設提供完整的資料追蹤，將本公司之綠色行銷

之商業資訊一致化，使紡織業者間溝通無障礙，有效且清楚地獲得所需的綠色

環保發展等訊息，範疇包括： 

1. 綠色管理資料建置服務：協助平台客戶有效管理其供應鏈各成員間之相關

的綠色資訊，如責任承擔證明、研發資料、生產履歷、主副料檢測證明

等，做全面且詳盡的整合，並加以儲存、傳輸、管理、提供完善的安全機

制，將所有資訊做集中式管理，以維持資料品質一致性，達到資料共享的

目的。 

2. 綠色管理資料轉換建置服務：擷取、轉換，和載入原始資料，自動建立於

資料庫，進一步的利用與展現大量的資料，以產生有用的資訊，提高資料

分析的可用性，供相關管理者和決策者獲得一致而品質良好的供應鏈資

訊。 

3. 綠色管理資料模組建置服務：建立商業流程模組與實體資料模組的集中管

理機制，利用強大的流程即時監控、查詢，與分析能力，管理流程的執行

與相關活動的進行，提升企業資料模組的完整性與安全性，達到資訊共享

效益。 

透過線上分析處理和資料採擷，從不同角度彙整大量資料，提供整體性的

資訊以發現隱藏的規律並建立精準模型，用以預測未來並提供有效的綠色紡織

品市場行銷、生產製造、顧客管理等資訊。以下為本服務系統與其他雲端系統

的差異說明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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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本服務系統與其他雲端服務之比較 

比較項目 本雲端服務平台 其他的雲端服務 

服務面 

 以串接企業、法人與第三方單位資訊

串接的目標，提高雙方資訊透通度。 

 創造同業同作關係，協助中小型紡織

業者進行綠色升級。 

資訊交換僅以自身雲端

平台為主。 

不提供相關資訊串接服

務。 

系統面 

 參數化設計，節省大量客製時間，且

易於經銷商免程式修改服務。 

 可彈性組合服務組件為新服務，符合

網路服務(Web Service)標準。 

 開放式平台架構， .NET 跨平台，支

援及開放源系統軟體。 

 本紡織綠色服務雲端平台，可透過參

數設定方式，彈性幫客戶進行個別化

定製，以滿足客戶多元的需求。 

大多數 SaaS 服務不提

供客製化服務，僅以單

一系統服務所有客戶。 

安全面 

 針對於系統開發過程中將認證機制運

用於系統簽入、流程操作與資訊傳輸

作業中，大大提高資訊安全的程度。 

多數業者僅針對網路安

全進行控管。 

 



 

48 

 

四、 紡織綠色 GTC 在紡織業應用範圍 

綠色管理服務平台管理統合決策資訊，做到即時訊息通知，大幅協助平台

客戶之紡織業者間的溝通時效，並提供多系統單一簽入(SSO)機制，降低管理人

員維護成本。透過服務系統可整合平台客戶自身的綠色品牌行銷網、供應商/委

外協同管理模組與認證檢測單位資訊中心等相關管理模組，相關資訊說明如

下： 

1. 資訊基礎建設，本綠色管理服務平台基礎建設提供完整的資料追蹤，將本

公司之綠色行銷之商業資訊一致化，使紡織業者間溝通無障礙，有效且清

楚地獲得所需的綠色環保發展等訊息。 

2. 資訊整合服務，透過線上分析處理和資料採擷，從不同角度將大量資料彙

整，提供整體性的資訊，以發現隱藏的規律並建立精準的模型，用以預測

未來，提供有效的綠色紡織品市場行銷、生產製造、顧客管理等資訊。藉

由「顏色管理」的展示，讓供應鏈資訊透明化，促進供應鏈互動與良性競

爭，以利管理者和決策者更有效率地做出正確的評估和決策。 

3. 資料整合轉至介面，整合企業、競爭者、材料供應商與生產廠之資料庫，

並做好資料的分析結構基礎，以作為模擬作業之資訊需求來源。 

4. 資訊呈現介面，透過圖形介面靈活展現多維度資訊分析，提高決策品質與

速度。 

舉例來說，服務平台可以提供從開發設計到檢驗出貨，確保產品是完全符

合客戶規範，以法規 Oeko-Tex Standard 100 為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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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紡織與化學產業綠色管理服務平台之功能說明 

產品功能 說明 

法規管理 Oeko-Tex Standard 100 

物質管理 

 既有化學物質 

 CMR 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 

 SVHC 物質 

 其它增加物質 

文件管理 
 客戶要求之調查文件 

 化學品安全報告 

廠商管理 

 隨時查詢客戶規範限用物質政策。 

 系統會自動以 email 通知相關待辦事項予使用者，該事

項並將出現於受通知者登入畫面的待辦事項。 

 供應商提供資料的審核結果通知(退回並另產生 Mail，

且退回原因直接註記於 Mail 上)。 

 相關報告及管制文件可依文件性質而有不同效期，且有

到期前及逾期通知。 

符合分析 

 系統可提供使用者複選規範進行查詢，且在系統裡可顯

示各化學品或物料針對不同環保規範之符合性。 

 可以顏色分別並展開各紡織製程符合性檢視。 

報表分析 
客戶要求之 REACH 或 Oeko-Tex Standard 100 報表彈性產

出。 

服務平台在未來發展，將會繼續針對既有用料、染劑、膠助劑、加工添加

物等項目進行管控，並建立與國內外紡織專業檢測單位進行連線機制，主要是

期望將相關半成品之檢測報告進行彙總，以供國外客戶即時查詢與下載；未來



 

50 

 

當國外客戶有相關資訊需求時，只要上至本供應鏈服務中心後填入本公司之產

品編號，即可將該產品開發過程中的用料、生產加工程序與檢測資料作一彙總

與呈現，透過標準表單的設計與規劃，讓國外客戶不用自行彙總也能透過系統

自動產生相關報表，縮短資訊查詢與彙總時間。此雲端系統的主要服務目標為

： 

1. 協助業者針對各版限用物質政策之資料進行管理，以克服多產業與多法規

的資料維護問題新增或大幅異動之客戶端或國際組織端的限用物質資料，

若為電子檔型式，則可轉為.CSV 或.Xls 之檔案格式直接匯入平台;若為紙本

文件型式，則可透過圖文辨識工具轉檔後匯入平台；若僅為少數資料之變

動，則可由業者自行維護資料，兼顧使用者應用平台的彈性與方便性。 

 

圖 2- 6 法規匯入示意圖 

2. 透過物質類別索引功能及查詢比較功能，即時了解各法規限用政策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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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進而進行資源的調度。許多法規僅將各物質之限用資料列示，並未有

分類規則，造成在資料之檢視上較為複雜，本平台將以 Oeko-Tex 之物質分

類為基準，提供法規之類別索引，在法規資料建立時即可應用 Oeko-Tex 之

物質分類將上百種資料歸納，以降低使用者查詢資訊的複雜度。另一方

面，針對染料有標準的顏色索引號(Colour Index Number, 簡稱 CI No.)、針

對化學物質有美國標準的 CAS 登錄號(CAS Registry Number, 簡稱 CAS No.)

及歐盟標準的 EC No.，本平台亦提供以此 No.供使用者查詢比對各法規限

用值的差異，加速客戶需求的掌握。 

 

圖 2- 7 法規索引／查詢示意圖 

3. 整合料品與法規之關聯，在法規異動後能自動列示須更新承諾書的料號，

以確保合格料號的正確性，降低誤用的機率。料品種類與法規存在一定的

關聯性，例如許多染用媒介都含有重金屬類，故當法規的重金屬類限用值

有異動時，針對染類的料品承諾書就要重新與供應商確認；又如殺菌劑與

農藥類的限用物質有絕對的關係，當法規的農藥限用資料異動時，亦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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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承諾書；本平台將著眼於此種料品與法規的關聯性，建立相關的管理機

制，協助業者更迅速掌握料品的合格性。 

 

圖 2- 8 合格料件及文件管理 

 

圖 2- 9 對抗料件自動更新 

對使用客戶(中心廠)的價值：在服務模式中，最主是透過 e 化的導入建立

起體系間綠色採購與生產的控管機制，降低人為的疏忽所導致大貨退貨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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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初期，企業會針對綠色環保地議題進行供應商與委外協力廠的說明會；未

來推動目的在於讓體系成員了解到目前大環境的變遷與未來市場的發展趨勢，

進行延伸至目前國際品牌客戶的需求，透過此方式慢慢建立台灣業者對於環保

的重視，進而認同本服務系統的推動；第二階段責任將目前有關綠色採購、綠

色生產的流程規範進行說明，並於每個細節中強調控管的重點與議題，以此角

度切入加入使用的業者所需配合的方向與程序，並詢問相關成員參予的意願程

度與現有電子化程度，若上述程序完成後，則企業將於採購作業的程序中，請

採購人員只需完成請購需求後並將單據傳至採購系統上，系統即會針對其所欲

採購的項目主動針對現有綠色合格供應商進行線上報價的需求，此一階段即是

改變了過去人工收尋與驗證的模式，透過合格驗證資訊的集中式彙總與管理，

更可提高資訊的利用率提高作業的效率。對於國外品牌商而言，則可以透過單

一窗口的服務利用定單號與布種編號查詢到產品開發過程中的所有資訊，除了

環保產品的規格、製程與用料資訊外，可以針對該布種的供應商與協外協力廠

所提供的相關資訊。 

 

圖 2- 10 對顧客的價值 1：法規規範的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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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1 對顧客的價值 2：快速建立自有 RSL 規範 

 

圖 2- 12 協助業者進行進口國法規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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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3 可發展紡織/化學產業的法規字典 

(1) SaaS 功能模組 

 

圖 2- 14 本雲端服務平台與開發環境架構 

RSL 管理服務專區細節如下所述。首先，針對法規轉檔模組開發，業者只

要將客戶的限用物質政策依一定之格式輸入於 Microsoft Excel，並存成.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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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Xls 之檔案格式，即可直接匯入平台;若為紙本文件型式，則可透過圖文辨識

工具轉檔後匯入平台，兼顧使用者應用平台的彈性與方便性。其次，針對法規

分類與維護開發，許多法規僅將各物質之限用資料列示，並未有分類規則，造

成在資料之檢視上較為複雜，本平台將以 Oeko-Tex 之物質分類為基準，提供法

規之類別索引，在法規資料建立時即可應用物質分類將上百種資料歸納，以降

低使用者查詢資訊的複雜度。另一方面，平台將整合大部份限用政策的資料欄

位提供儘可能完整的法規資訊，如物質中英文名稱、CI No.、CAS No.、EC 

No.、限用值及單位、檢驗方法、危害性、法規參考來源等。在比較與查詢介面

的開發，綠色雲端供應鏈平台可提供使用者多維度聯集的查詢比較功能，可查

詢的條件欄位包括法規名稱、限用物質名稱、CI No.／CAS No.／EC No.、其他

關鍵字(非於以上項目之欄位搜尋)、特殊限用值如 NA(不能含有)、ND(不能偵

測到)、基準規範設定，比較其他法規與基準規範之差異情況。 

綠色供應鏈的管理模組，著重在與特定供應商之間綠色料品的管理機制與

互動模式，以綠色環保規範為基礎將採購資訊透過本公司入口網站進行公告，

供應商彼此再進行合格料件申報、檢驗證明與報價資訊的傳送等，其主要功能

如下： 

1. 供應商資料管理：為了協助業者之供應商針對料品之相關文件，如

MSDS，說明書，檢測資料，自有保證書等進行有效之管理，本平台提供

一介面可讓供應商針對料品各版次文件以電子檔的形式保存，以便於需要

時可即時下載或瀏覽。 

2. 電子型錄管理：業者須針對公司內之使用料號作統一的規範與編碼，並在

完成料號製定後，依據每ㄧ合格料號進行供應商登入作業，期望透過此方

式進行線上綠色合格料件的採購作業，縮短作業時間與降低錯誤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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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權限管理作業：若業者需要將本平台之資訊整合至其內部系統，本服務平

台將以專案式方式提供服務，並首重於系統安全與稽核性控管： 

4. 資料的即時性：當決策者面對問題時，總希望能有最及時的訊息協助其決

策，透過資料的即時性將可降低決策風險。 

5. 資料的安全性：以 SSL 及 RSA 在網站上加密簽章，並以 ID 與密碼限制

讀取身份。 

6. 資料的隱密性：在一般的商業行為中，產品報價可能根據顧客不同而異，

因此資料必須具有隱密性，可以 Public/Private Key 確認閱讀資訊的人確實

有權利讀取。 

在合格料件採購管理方面，包含以下作業： 

(1) 線上請購作業：業者可於平台上建立請購料品之訊息，並經由平台通知

相關的供應商。 

(2) 線上比議作業：業者與供應商可於平台上，針對供貨的單價、數量、交

期進行協商，以加速採購對象的確認，並可保留歷史記錄。 

(3) 線上採購作業：業者於確認採購條件後，可直接於線上下正式訂單給供

應商，針對 B2B 之交易亦可選擇採用 PKI 機制，以維交易的不可否認性

。 

(4) 料件履歷查詢作業：業者可針對料品的相關資料進行查詢下載，方便因

應客戶需求匯整料品履歷或確保料品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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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持續使用模型 

過去幾年以來，許多研究持續致力於探討影響資訊科技接受與使用的屬性

與因素，而其中最知名、影響最深遠的架構則首推 Davis（1989）所提出的提出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已被廣泛應用預測與解釋

於使用者對於資訊系統或科技新產品的接受行為（King、He，2006）。TAM 源

自於理性行為理論，說明個體的行為是有理性的存在，且具有思考的特質，透

過個人理性的思考，最終行為、態度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Ajzen、

Fishbein，1980）。 

Davis 認為使用者對於新科技系統的使用態度，取決於本身對於採用新科技

是否有助於工作績效或者系統是否簡單操作，將影響態度與行為的因素簡化成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其目的在於普遍性的解釋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接受

程度的決定性因素，以理論驗證並說明大多數的科技使用行為，其理論基礎為

了解外部因素對使用者內部的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與意圖

（Intention）的影響，以及這些內部因素進一步影響科技使用的情形。 

Davis 認為，對於現實主義導向的資訊科技而言，使用者的行為意圖主要奠

基於該資訊科技對其工作績效存在正面的影響，而這樣的認知更勝過任何喚醒

消費者行為意圖的情感。其研究結果顯示，以現實主義為考量的資訊科技採用

行為，知覺有用性是消費者資訊科技採用意圖的最大影響因素。而過去有許多

探討資訊系統相關應用的研究中，主要評估使用者在接受或使用過某資訊系統

後，是否願意繼續使用該系統或是購買此產品，是用來評估資訊系統服務能否

成功經營的重要關鍵，因此早期許多資訊系統皆以行為意向（Behavior 

intension）作為預測實際行為是需要被修正的。 

Oliver（1980）提出 ECT 探討消費者滿意度。其基本概念為，消費者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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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產品前的預期與購買後之實際績效的比較結果，以用來重疊印證之後的確認

結果，用來判斷其對於產品的滿意度，進而影響到其後續購買行意願。ECT 的

主要理論架構說明了消費者再購買意願 (Repurchasing intention) 的形成過程：

首先消費者於購買前的第一個時間點 (t1)，會針對特定的產品或服務產生最初

的期；接著產品經由一段時間的的實際使用，於購買後的第二個時間點 (t2)，

消費者會根據其實際的感受與最初的期望進行比較，以評估二者是否一致 

Bhattacherjee（2001）認為 Oliver（1980）的期望確認理論忽略了原始期望

與實際期望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改變，並且消費者在確認階段可同時衡量其實際

的期望。Bhattacherjee 認為期望確認理論有些地方尚未釐清：（1）期望理論忽

略了使用者前在變化會隨著使用經驗以及這些變化對認知過程所帶來的影響；

（2）滿意度和態度這兩個概念是可以被區分的；（3）對期望的定義有所不

同，有些定義為使用前的期望以及預期使用後的績效，有些研究定義期望為個

人信念或是信念總和。以資訊系統使用為例，使用者決定是否持續採用該系

統，與消費者再購行為的決策相似，其進行決策之前會經過這些過程：（1）初

次採用資訊系統；（2）受第一次使用資訊系統的經驗所影響；（3）最後的決

策與最初的決策可能不同。因此，Bhattacherjee 在考量要有效地預測與解釋資

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採用行為，對 ECT 提出修正模式(A post-acceptancemodel of 

IS continuance)，使其符合資訊系統的使用情境，其主要內容如下：（1）模式

的焦點在於探討使用者的採用資訊系統之後(Post-acceptance)的行為；採用前 

(Pre-acceptance) 變項的影響性已被包涵在確認程度以及滿意度二個潛在變項之

內 ； （ 2 ） ECT 原 本 僅 強 調 消 費 （ 使 用 ） 前 的 期 望 (Pre-consumption 

expectation)，但使用者的期望會隨著時間而改變，Bhattacherjee特別著重在使用

後的期望(Post-consumption expectation)；（3）使用後的期望則被解釋為知覺有

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此概念與 ECT 所定義之期望一致，而知覺有用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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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使用者對資訊系統會提升本身工作績效有抱持的認知信念（Davis，1989）。

該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的採用後之滿意度與知覺有用性，會影響使用者持續採

用資訊系統之意圖，尤其以滿意度預測「持續採用」的能力最高，並且使用者

對於系統採用後的知覺有用性，均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滿意度，使用者對系統

採用後的確認程度也會影響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 

 

圖 2- 15：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資料來源： Bhattacherjee, A. （ 2001 ） .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inuance: An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 MIS Quarterly, 25（3）, 341-370. 

由於 Bhattacherjee 所提及的後接受理論模型概念「知覺有用性」，此一重要

的變數係來自 Davis（1989）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因此本文參考後接受理論

模型並依據本研究的研究重點進行研究架構的調整，因為在後接受理論模型

中，確認程度主要認為使用者透過持續對系統的使用更能對服務的認知進行持

續的更新（Thong、Hong 與 Tam，2006）即是期望確認的程度。因此確認程度

則是使用者對於使用經驗反覆驗證的過程，主要說明使用者對於使用系統後與

使用後所得到的效果之間一致性的程度，此確認構面的衡量內容與與 Benlian 等

人（2011）所發展出來六個構面包括諧關係（Rapper）（包含保證性及同理心等

構面）、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Responsiveness）、彈性（Flexibility）、

特性（Features）及安全性（Security）的內容有很大的一致性。在和諧關係

知覺有用性 

確認程度 

滿意度 持續使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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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期望的差距，透過題項的衡量，才有辦法進一步了解

使用者後續所可以感受到的滿意度與可以被預測的行為意向；在反應性中，系

統提供者是否可以保持 24 小時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服務系統是否穩定可靠，可

靠性的衡量，在於系統提供者是否有良好的服務人員，可以有效率的解決使用

者的問題；彈性的衡量在於系統提供者是否可以提供更大的系統彈性，讓使用

者可以自行選擇服務內容，可以自行決定以及衡量需要的服務內容而調整不同

模組；在操作性上的衡量，服務系統是否可以容易被操作使用，維持很好的系

統使用品質；在安全性的部分，系統提供者是否可以提供使用者良好的服務系

統安全性，包含備份與復原的服務、資訊安全上的保障、資訊內容的加密與保

密技術的評估等，因此本研究採用 Benlian 等人（2011）所發展的雲端服務品質

變數來取代後接受模式的確認變數作為綠色供應鏈 GTC 採用後之知覺有用與滿

意度之研究，因此便能夠合理去預測持續使用行為，以作為發展紡織業使用綠

色供應鏈 GTC 支持續使用行為模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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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綠色供應鏈 GTC 探討相關之因素 

「綠色」乃世界趨勢，針對驅動綠色供應鏈實務的力量，許多學者做了相

關的研究。Qinghua Zhu 與 Sarkis（2007）發現影響中國企業實施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驅力或壓力為規範、行銷、供應商、競爭者及內部的因素。Shultz 與

Holbrook（1999）發現中國的企業在競爭者、立法者及社區的驅力及壓力下，

採取改善其企業的環境績效。錢銘貴與施勵行（2007）的研究指出影響企業採

行綠色供應鏈實務因素，包括環保法令規範（國內環保法令規範、政府環保政

策、國際間環保規範）、外部利害關係人（供應商、消費者、社群利害關係

人）、科技因素（產品創新、製程創新、綠色技術），研究結果發現，環保法令

規範、外部利害關係人、科技因素皆對綠色供應鏈實務呈顯著正相關。翁曉玲

（2007）研究指出影響綠色供應鏈實務的前置因素包括，外部利害關係人（供

應鏈壓力、行銷壓力、法規壓力）與內部驅動力（內部利害關係人、企業核心

能力），其研究結果發現，外部利害關係人和內部驅力皆會影響綠色供應鏈實

務。 

Weill 與 Olson（1989）在其對於資訊科技的投資管理研究中指出，需要考

慮組織面的相關因素有高階主管的支持程度、組織採行資訊科技的經驗、使用

者的滿意程度、員工配合度與組織政策考量等。經彙整上述文獻探討及依據本

研究所探討的產業，本研究將採行綠色供應鏈 GTC 的主要外部因素定為環保法

令規範（包含企業主本身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與國內外的環保規範）。在台灣，政

府政策對產業發展具主導權與影響力，如政府推動產業自動化政策時，會提供

租稅優惠措施配合誘導產業加速推廣配合。政府也會配合進行環境的建置與法

規的制定，有時也會提供預算補助企業的推動計畫，並提供技術服務與獎勵措

施，對於企業採用資訊科技有相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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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保法令規範 

制度理論解釋了外部壓力會影響組織結構特質（Meyer, Scott, & Strange, 

1987）。政府法律和政策，在全球各地正在逐漸地導入永續發展的原則，依次影

響國際的貿易協議，由於法規及環境壓力的提升亦造成供應鏈管理的整合原

因，而供應鏈管理的目標在提升整個鏈的績效（Seuring，2004）。本研究參考

錢銘貴與施勵行（2007）將環保法令規範因素分為國內環保規範、政府的環保

政策及國際間的環保規範。 

(一) 國內環保規範 

國內的規範及企業的環境目標是企業兩個主要壓力（Qinghua Zhu、

Sarkis，2007）。企業環境意識增加的主要驅力，乃是政府環境規範所扮演的一

個重要角色（Robert B Handfield、Walton、Seegers 與 Melnyk，1997）。我國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為順應世界性的綠色風潮，亦訂定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等，藉以規範廠商的生產活動。 

(二) 政府的環保政策 

由於民眾環保意識的增加，政府規範及政策的要求等壓力，造成公司改變

傳統思考而採用綠色製造或環境管理系統策略（Hui 等人，2001）。如德國、荷

蘭等國家，根據其環境政策和成就(排放和廢棄物減到最少)，已列入環境先進

國家（Gottberg、Morris、Pollard、Mark-Herbert 與 Cook，2006）。 

(三) 國際間的環保規範 

Sarkis 與 Sroufe（2005）認為因為環境規範的成長、政府的壓力、國際認證

標準(例如：ISO 14000 )等，改變顧客的需求及企業對廢棄物對環境衝擊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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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企業開始對其作業設備發展一套環境策略，藉以對其服務與供應夥伴以新

的規範維持一致性。許多公司和政府也被國際的環境協議，像京都議定書、全

球氣候改變條約及蒙特婁議定書影響（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entr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5）。 

二、 企業對環保的態度 

綠色智慧資本（green intellectual capital）則是 Chen（2008）所提出的概

念，主要將環保的理念融入智慧資本，以補強智慧資本在環保護方面的不足，

Chen 認為綠色智慧資本即是企業在環保方面的知識、智慧、能力、經驗與創新

的無形資產。其認為綠色智慧資本不僅使企業符合嚴厲的國際環境法規，滿足

消費者高漲的環保意識，還能替企業創造價值。同時，Chen 並參考 Johnson 與

Bontis 對智慧資本的分類，進一步將綠色智慧資本區分為：綠色人力資本、綠

色結構資本與綠色關係資本，本研究主要討論綠色人力資本的部分。因此，本

研究認為環保法令規範所包括國內環保法令、政府環保政策與國際間環保規範

以及企業對環保態度，這兩大觀察變項所形成的環保法令規範壓力與企業對環

保態度驅力會影響企業繼續採用綠色雲端供應鏈系統。 

三、 服務品質的意涵 

服務品質大致可分為產品導向及使用者導向，雖然文獻中對服務品質的定

義不盡相同，但是有一個共識為：服務品質不僅意味著結果而已，也包含服務

傳遞的過程及方法。在研究服務品質的領域中，Anantharanthan Parasuraman、

Zeithaml 等人 Berry（1985）是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以下簡稱 PZB，三位學者提

出服務品質的觀念性模式，認為服務品質包括下列三點意涵： 

（一）對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比產品品質難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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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質的評估不只來自服務的結果，還包括傳遞服務的過程。 

（三）服務品質的認知結果來自消費者對期望服務與實際服務之間的差距。 

提出三點意涵，主要是說明「服務」是無形的及無實體的產品，沒有固定

的標準模式。服務品質的好壞與否，無法用體積、重量和成分等量化的數字來

判斷。換言之，服務品質優劣的衡量，視顧客的感覺而定。Parasuraman、

Zeithaml、Berry 三位學者認為服務品質的優劣，是針對顧客對服務品質的期望

(ES)，及顧客實際感受的服務(PS)，進行差距衡量，若 ES≦PS 為高服務品質，

ES>PS 則為低服務品質。 

PZB 界定服務品質由顧客滿意度出發，提出「服務品質缺口模式」(Gaps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理論，其中認為顧客接受到服務品質與期望的服務有落

差而造成的缺口，當缺口愈小，表示服務品質愈高，反之亦然。在這五個缺口

中，前四個缺口是服務業者提供服務品質的主要障礙，第五個缺口是由顧客認

知服務與期望服務所形成的，以下針對五個缺口說明： 

(一) 消費者期望-管理者認知缺口：因服務提供者並不真正的了解顧客對此一服

務真正的期望是什麼所導致。到底消費者心理的高品質服務水準意味著什

麼？必須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屬性才能使其滿足？由於缺乏對消費者真正需

求的認知，發展出來服務產品的核心概念，自然無法滿足顧客所需要的價

值，故而影響顧客對於服務品質的知覺。 

(二) 管理者認知-服務品質規格缺口：服務提供者即使知道某些顧客所需要的服

務屬性，但由於資源或是市場條件的限制，及管理的歧異，使他們缺乏提

供這些服務屬性所要有的支持，因而產生的品質缺口。 

(三) 服務品質規格與傳送服務的缺口：服務品質在服務遞送的過程中，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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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使服務異質化，而無法保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會有或高或低的情況

出現。亦即由於服務品質在服務遞送的過程中的不穩定性與無法標準化，

因而影響了顧客對服務品質水準的認知。 

(四) 服務傳遞與外界溝通的缺口：服務業者運用廣告媒體或外部溝通工具時，

由於誇大其服務或未有效行銷其服務，而影響顧客對服務的期望。過多的

承諾或保證雖可提高顧客的期望，但顧客在接受實際服務無法達到其期望

時，會大大降低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知。 

(五) 期望服務與知覺服務缺口：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接受服務後的知覺間

的差異。如果顧客期望之服務高於認知之服務，便會感到不滿意；如果顧

客期望之服務低於或等認知之服務，便會感到滿意。而期望的服務水準又

受到顧客本身的需求、個人過去的經驗及溝通訊息（口頭溝通與外部溝

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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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6：PZB 服務品質模式（Anantharanthan Parasuraman等人，1985） 

之後 Arun Parasuraman、Zeithaml 等人 Berry（1988）又於 1988 年將十個服

務品質決定要素整合成五個衡量服務品質決定因素： 

1. 有形性（tangibles）：指硬體設備、服務人員穿著。 

2. 可靠性（reliability）：履行承諾解決問題的能力。 

3. 對應性（responsiveness）：保持服務的熱誠。 

4. 保證性（assurance）：重視顧客隱私及禮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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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理心（empathy）：考量顧客利益與關懷顧客需要。 

透過五大構面 22 個評估項目，稱為「SERVQUAL 量表」，從五個構面比較

顧客的認知與期望間的差距以衡量服務品質，即將服務品質的程度定義為問卷

中感受服務所得分數減去期望服務所得分數的結果，來判斷服務品質的高低。

但其「SERVQUAL 量表」對於網際網路或資訊服務業，甚至目前盛行的雲端

服務之服務品質構面的研究與應用案例則較為少見。 

有關 PZB 模式的限制與缺點，Cronin Jr 與 Taylor（1992）提出的直接以績

效來衡量顧客滿意的方法，和學者們所認為顧客滿意是來自於「知覺和期望的

差距」有所差異（Fornell，1992；Hempel，1977；Tes David、Wilton Peter，

1988），因此用來衡量顧客滿意，有所不妥。而 Raja Parasuraman、Molloy 等人

Singh（1993）更提出直接衡量績效法存在管理上的問題。以為例，直接績效衡

量法針對此表，會認為「反應性」及「關懷性」是同等重要的；但如果比較

SERVQUAL，則可以瞭解其實「反應性」構面所發生的問題對顧客滿意影響較

大，而這就是直接衡量績效法所造成的管理上的錯誤決策。目前現有文獻大都

探討有關服務品質量表發展或是其與滿意度有關之議題，例如陳倩妮（1998），

即使於後半段延伸與行為科學有關之研究議題，於統計方法上亦僅只採用多元

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或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兩方法，探討

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等相關議題（顏仲毅，2007）。然以此兩種分析方法，即

使於控制狀態的實驗設計下，仍有其誤差風險；何況運用於變異甚大且充滿概

念性問題之社會科學研究，更有其限制與挑戰性。譬如：此兩方法皆不推論

「衡量系統模式」，或是假設所使用的「衡量系統 (如問卷)」具有百分之百的

信度，因此未考慮衡量誤差的問題。林清山 (1984) 與王保進 (1996) 均指出路

徑分析假設對變數的量測沒有衡量誤差存在，尤其在行為科學的研究，常因研

究或調查的對象是人，而人的行為一般無法直接觀察或量測，只能間接推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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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心理構念與影響。加上不同產業對於服務品質運用的調整，例如林明遠

（2003）所針對入口網站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之研究，僅針對傳統的服務品

質缺口模式中的顧客期望與顧客認知的差距進行探討；（Ananthanarayanan 

Parasuraman、Zeithaml 與 Malhotra，2005）也感受到此服務品質在不同領域上

使用的限制，因此也再度提出「溝通缺口」、「設計缺口」、「資訊缺口」、「滿足

缺口」加以衡量，應該更能符合資訊產業的特性。 

早期的學術研究認為服務品質是源自於從客戶感受到公司應提供的服務

（例：客戶的期望）與該公司的實際服務表現的比較（Lewis、Booms，1983；

Anantharanthan Parasuraman 等人，1985）。而資訊網路服務品質與雲端服務品

質，所涉及與談論到的層面也不同，因此本研究後續也針對發展在不同領域中

的服務品質的相關內容進行討論。 

四、 雲端服務品質評估 

關於服務品質的研究文獻，過去已經有多位學者提出不同構面與評估指

標，當然針對不同研究者所關注的領域不同，對服務品質的觀點也會不同，本

研究整理相關研究文獻並說明如下： 

(一) WebQualTM 

Loiacono、Watson 等人 Goodhue（2002）以慎思行為理論和科技接受模式

為基礎，強調網站服務品質並不是透過網路傳遞給使用者的服務品質，而是網

站技術上操作品質，發展出 12 構面的網站服務品質測量工具。WebQualTM 以資

訊系統的角度評估網站品質，可用於預測使用者再度拜訪的意圖，量表共有 12

構面，各構面敘述如下： 

1. 易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使用者可以輕鬆並容易的理解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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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覺操作（intuitive operation）：網頁的導覽系統與操作方式容易上手，方便

初學者快速熟悉，順暢的操作網站 

3. 資訊適合度（information fir to task）：資訊品質與功能適合度 

4. 適切的溝通（tailored communication）：網站可以依照使用者需求，對溝通方

式進行適度的調整 

5. 信任（trust）：擁有安全的網路連線並保護顧客個人資訊的隱私 

6. 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網頁伺服器對使用者要求的回應時間 

7. 視覺吸引力（visual appeal）：網頁設計美感，同時也涉及導覽系統的使用性 

8. 創新性（innovativeness）：網站的創新性和獨特性 

9. 情感吸引力（emotional appeal）：網站對使用者情感與涉入程度的影響 

10. 線上完成度（online completeness）：允許大部分必要的交易可以透過網路完

成，並且了解後續交易情形 

11. 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與對手不同的互動方式與功能 

12. 一致形象（consistent image）：傳達的企業形象與其他傳播媒體的形象一致 

Wolfinbarger 和 Gilly（2003）認為 WebQualTM 是衡量網站介面最基礎的實

證研究，但是此量表卻未包含後續受試者完成交易後續的評估，因此僅只能測

量網站使用者的介面品質。而 Ananthanarayanan Parasuraman 等人（2005）更認

為 WebQualTM 主要功能是提供網站設計者參考，而完全沒有衡量到消費者感受

的服務品質量表。這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顧客滿意度到持續使用意願，就會有

所落差與缺口，本研究無法透過此量表了解顧客對於雲端系統服務品質的實際

感受，進而無法了解顧客在對於 GTC 確認與知覺有用的感受程度，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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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用此量表。 

(二) SiteQual 

SiteQual 量表是由 Yoo 與 Donthu（2001）所提出，該量表其目的和

WebQualTM 類似，主要都是評估網站品質為主，主要包含四個構面：易用性、

美觀設計、處理速度與安全性。這份量表和 WebQualTM 類似，因此僅能從資訊

科技的角度來衡量網站品質，缺乏對商品後續服務與問題處理等流程之概念評

估，故僅能反應對網站本身使用品質的滿意度，由於本研究所著重的 GTC，由

於主要研究對象是紡織業，因此在網站所提供的服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網站所

可以提供給使用者的彈性，包含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正與增加自行需要的服務功

能，每個企業主對於所需要的服務模組有很高的自主性可以決定需要購買那些

模組並適合自己公司的運作等。這樣的服務衡量構面，在此量表中尚未提及也

無法被衡量，這將會影響本研究所針對的紡織業使用者是否願意持續使用意願

的調查結果，因此本量表也不被採用。 

(三) E-servqual 

Zeithaml, Parasuraman 和 Malhotray（2002）發展了 e-SERVQUAL 來衡量

網路服務品質，提出了七個構面分別為：效率、可靠性、履行、隱私、回應

性、補償及聯繫。當中提出，在網路情境下也是存在類似傳統服務品質中的缺

口模式，他認為服務品質在網路的遞送過程中存有四個缺口，缺口發生在網站

設計、運作以及行銷的過程中，四個缺口敘述如下： 

1. 資訊缺口：代表顧客對於網站的需求以及管理者對這些需求的認知不一

致，解決方法必須設立留言板或是及時問卷，提供使用者說明使用上的想

法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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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缺口：代表不能完全理解使用者需求與網站的功能設計完全相結合，

因此有可能企業管理階層已經完全充分了解使用者需求，不存在資訊缺

口，但是這樣的知識卻不能完全的反應在網站的設計與功能上，因此造成

設計上的缺口。 

3. 溝通缺口：由於網站的行銷應該要使能提供的服務為主要考量，故在理想

狀態下，設計及運行網站的負責人應定期與行銷人員溝通，來確保所對使

用者作出的承諾沒有超出可以實行的範圍。因此溝通缺口可能會反映出企

業的行銷人員對於網站的特徵、功能以及限制缺乏正確的理解，造成不實

訊息的傳導，造成使用者對資訊混淆。 

4. 履行缺口：此缺口主要發生在使用方，代表使用者的需求與消費經驗整體

的不一致。 

因此 Zeithaml、Parasuraman 等人 Malhotra（2002）根據以上所發現的四大

缺口，透過焦點討論法與定性分析，定義出 7 構面，其中效率、可靠、履行及

隱私為 E-servqual 的四個主要核心構面，用以衡量使用者對於網路業者所提供

之服務品質的認知。江義平（2007）則根據此量表作為網路服務品質構面的參

考來源，同時 Kaynama 與 Black（2000）也曾針對九家網路旅行社，以及十四

家經營實體網路店面的旅行社，作為研究的實證對象。由於 Zeithaml 等人

（2002）所提出的 E-servqual 量表綜合了網站功能與人員服務的面向，以較其

他量表更為完整與可靠。 

(四) E-S-Qual 

Ananthanarayanan Parasuraman 等人（2005）利用方法目的鏈來對衡量網路

服務品質的量表（E-S-QUAL）進行概念化、建構、修訂以及檢驗，進而發展

出兩個量表。第一部分為基礎的 E-S-QUAL 量表，包含了 22 個題項，共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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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分別為效率、履行、系統可獲得性以及隱私。第二個量表為 E-RecS-

QUAL，是只會在顧客有疑問時突顯出來的，包含了三個構面，分別為回應

性、補償以及聯繫。兩個量表評估構面分述如下： 

1. 效率：使用者可以輕易地使用網站，並快速的存取網頁。換句話說，使用

者可以簡單、容易的操作和使用網站，花很少的力氣就可以找到需要的資

訊。 

2. 可靠性：網站所提供的資訊能正確的發揮效用。 

3. 履行性：網站能實現對商品運動或正常供貨的系統。研究指出，準確的訂

單並完成此服務承諾，是服務品質的主要元素，也會影響顧客使用滿意

度。 

4. 隱私：網站的安全程度與對使用者資訊的保護。 

5. 回應性：網站將使用者問題可以有效綠的解決。 

6. 補償：當發生問題時，企業或是網站提供服務者是否願意補償。 

7. 接觸：提供電話以及真實服務人員的直接服務，讓使用者在問題發生時，

可以有多種管道可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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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四種服務品質方法的比較，本研究整理如下表： 

表 2- 3 線上網站服務品質方法比較 

衡量模式  WebQualTM SiteQual E-servqial E-S-Qual 

作者 Loiacono et al. Yoo and Donthu Zeithaml et 

al. 

Parasuraman 

et al. 

發表年代 2000 2001 2002 2005 

構面 12 個構面（易解

性、直覺操作、資

訊適合度、適切的

溝通、信任、回應

時間、視覺吸引

力、創新性、情感

吸引力、線上完成

度、相對優勢、一

致的形象） 

4 個構面（易

用性、美觀設

計 、 處 理 速

度、安全性） 

7 個 構 面

（效率、可

靠、履行、

隱 私 、 回

應、聯絡、

補償） 

7 個 構 面

（效率、履

行、系統可

靠 度 、 隱

私、回應、

接 觸 、 補

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四個網路服務品質構面，服務品質構面主要探討的是網路頁面的

操作易用性、處理速度、安全性隱私性、回應時間的效率等。因為網路服務系

統主要就是針對顧客在線上的操作使用、顧客資料的安全性以及回覆的效率

等，但本研究主要是探討 GTC 與顧客的互動性、GTC 的系統品質與 GTC 的安

全可靠性，這與一般網路服務品質的測量構面有其差距。 

本研究主要依據 Benlian 等人（2011）所發展出來的量表，共有六個構面分

別為：和諧關係（Rapper）、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Responsiveness）、

彈性（Flexibility）、特性（Features）及安全性（Security）。在和諧關係中，本

研究所重視的是使用者是否認為新採用此 GTC 對於公司是有用、適合的，在系

統提供者與系統使用者之間是否有達成彼此的目的，而綠色供應鏈 GTC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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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公司創造更大的利益等，在和諧關係中所包含到的面向也正是本研究所

關心的，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期望的差距，透過題項的衡量，才有辦法進一步

了解使用者後續所可以感受到的滿意度與可以被預測的行為意向；在反應性

中，由於目前紡織業所面臨的是與全球化的競爭壓力，因此在系統反應性上，

與一般網站系統的反應性衡量內容將有所不同，在與全球競爭的狀態下，系統

提供者是否可以保持 24 小時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服務系統是否穩定可靠，這都

是目前紡織業者採用綠色供應鏈 GTC 所最在意與重視的問題；可靠性的衡量，

不僅在於服務系統的穩定，也在於系統提供者是否有良好的服務人員，可以有

效率的解決使用者的問題，並且在互相承諾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相關的服務內

容；彈性的衡量，由於不同使用者對於所需要的服務內容也不盡相同，而不同

的原物料輸出會因為不同國家的法規而有所差異，因此在系統提供者是否可以

提供更大的系統彈性，讓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服務內容，這在紡織業中就顯得

相對重要，因此在彈性面向的衡量，本研究主要著重在使用者不需要遷就該系

統，也不會受到限制，可以自行決定以及衡量需要的服務內容而調整不同模

組，進而對公司產生最大的效率與利益；在操作性上的衡量，本研究主要是針

對由於不同原物料的進口與輸出，都是需要被監測，因此在操作使用上，服務

系統是否可以容易被操作使用，維持很好的系統使用品質，這是本研究對於綠

色供應鏈雲端系統主要測量的面向；在安全性的部分，由於網站服務的安全性

一直都是被重視的，因此在本研究中，系統提供者是否可以提供使用者良好的

服務系統安全性，包含備份與復原的服務、資訊安全上的保障、資訊內容的加

密與保密技術的評估等，這都將是本研究需要去衡量的內容，因此本研究採用

Benlian 等人（2011）所發展的量表，主要是要有效區分雲端服務與之前對於網

路服務品質相關研究的差異，特別針對 SaaS 的服務情境。根據近年來相關研究

指出，此量表在 SaaS 相關領域中大量被引用（Chou、Chiang，2013；Frem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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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與 Weber，2013；Walther、Sarker、Sedera、Otto 與 Wunderlich，2013），

主要所談論的內容都是針對 SaaS 滿意度的研究與使用者接受軟體服務的相關研

究。 

綜合上述的論述，本研究以 Benlian 等人（2011）提出之 SaaS-Qual 量表作

為本研究雲端服務品質的衡量及實證基礎。該研究原始量表共有 39 題，本研究

亦結合 Post-Acceptance Model，其主要研究變項有確認、知覺有用、滿意度、

信任與持續使用等，惟考量有些題項重覆性過高，故本研究採取原量表共六個

構面，並在構面中針對題項視研究需求而刪減，以符合本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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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影響供應鏈上下游關係與下游廠商績效 

現代的商業競爭與合作，不再是兩個組織間的互動，而是屬於供應鏈與供

應鏈的競爭，而如何有效的整合供應鏈以創造競爭優勢，乃現今企業關注的議

題（黃銘章、康照宗與洪嘉謙，2012）。供應鏈的目的在於結合整體資源與優

勢，以為供應鏈創造最大的競爭力與價值，而如此環境優勢會為供應鏈帶來更

高的績效（Das & Teng, 2000）。 

以資源基礎的觀點探討供應商績效，可發現差異主要在於廠商之間的差異

性，而資源與能力的差異則是廠商之間績效差異的主要因素。綜觀以往研究可

以發現，對供應商績效的能力產生影響的因素有降低成本、交貨彈性、產品品

質等(Matson & Matson, 2007; Kim, 2009)，黃銘章、康照宗與洪嘉謙（2012）更

在研究中證實供應商的能力和績效具有正向相關性。另外，Iyer et al. (2009)則在

研究中建議從情境觀點切入探討供應鏈整合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以往研究曾經

發現廠商的績效會被其所屬的網路所影響（Gulati, 1998），但若如果處在具有妥

善規劃或是正向的網路特質，則能對於供應鏈中的成員提供大大的正面利益

（Gomes-Casseres, 1994; Gulati et al., 2000）。為了滿足顧客需求，供應商在執行

需要相互依賴以及共同解決問題的任務時，網路使整個商業過程更緊密的連

接，供應商之間相互幫助，共同處理技術問題以及知識的轉移。Helper and Sako 

(2010) 亦提出知識重疊效應，指供應商-供應商-顧客三方相互連結的關係下，

對供應商績效的直接且正向影響。因此，整個資源基礎觀點所主張的就是由供

應商組成的網路資源對於供應鏈的競爭力與價值之重要性（Gulati et al., 2000），

若供應商能透過網路快速因應市場的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與改變，則能使得整

條供應鏈的供應商成員，免於環境的衝擊，更能從中獲得更多好處，進而提升

供應商的績效（Wu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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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et al. (2010)指出如果需要從外部市場獲得生產投入，則會讓廠商依賴

外部市場，增加不確定性；但如果廠商鑲嵌在高度整合供應鏈中，夥伴之間得

以輕易分享特殊的知識與技術，個別廠商僅需發展特定的能力，透過分享就可

獲得競爭優勢。因此，供應鏈整合所產生的優勢會在廠商能力與績效之間的關

係中扮演一個替代性的角色 (Kim, 2006)。 

劉殷汝 (2011)以實證方式探討國營企業採購人員的知識管理以及其能力對

於供應商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知識管理績效對於供應商績效有著正向顯著的

影響，採購人員的能力透過知識管理績效的中介效果影響供應商績效。何靖遠

與莊木林 (2007)有感於現代的供應鏈環境多導入跨組織資訊系統為主以配合中

心廠的要求，卻缺乏實證探討，因此該研究以組織資訊處理理論探討跨組織資

訊系統導入供應鏈後對於供應商績效的影響。該研究探討組織相依程度、客戶

獨特性、資料品質、連線後時間長度、跨組織資訊系統的類型以及連線方式等

六個前置變數對於供應商績效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組織相依程度、客戶獨特

性、資料品質以及連線後時間長度均正向顯著影響著供應商績效。 

吳有龍、許德發與林瑞源 (2009)以探討大高雄地區油品銷售通路商對於其

供應商的夥伴關係與績效的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供應鏈上下游廠商的關係以

互相依賴的程度決定彼此相對地位的高低，而信任行為與供應商績效有正向顯

著的影響。王泰昌、李書行與王曉雯 (2005)分析供應鏈內廠商之間的誘因議題

與策略互動發現資訊分享在供應鏈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透過資訊分享可有效

提昇整體供應鏈績效。 

 張心馨與莊雙喜 (2007)以連鎖零售業與供應商之電子化夥伴關係管理，以

及通路權力運用與協同商務關係對通路合作績效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連鎖通

路業與供應商應用電子化夥伴關係管理，將會提高彼此的信任、承諾、互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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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資訊分享之品質，使雙方能更緊密與持久的合作關係。問卷資料分析中，

電子化夥伴關係管理對供應商的非強制權與獎賞權有正向顯著影響；而對強制

權有負向影響。當電子化夥伴關係整合度愈高時，會有較佳的協同商務關係與

通路合作績效。在通路權力中獎賞權會影響通路合作績效，協同商務關係的信

任與互動溝通對於通路合作中的財務績效及關係滿意度皆有正面的影響；這些

顯示連鎖業者與供應商之協同商務的信任、互動溝通及資訊分享愈佳，將會提

升通路合作績效的滿意度。 

從以上前人研究可以發現，供應商裡的上下游關係決定著供應商的績效好

壞。若供應商內的上下游關係良好，如信任程度高、依賴程度高...等，則會有

極大可能為供應商帶來更好的績效。此外供應商內的資訊分享程度，也是大大

左右著供應商績效的關鍵因素之一，故本研究將於後續研究做實證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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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章內容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變數、第三節

為研究假設。本章目的主要提出本研究架構，同時以研究架構和過去文獻所提

出的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為基礎，推導出本研究假設，並說明架構中各個構面

之變數。 

第一節第一階段實證(紡織業採用 GCTS 意願) 

一、 研究架構與研究變數 

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所提出的「期望確認理論, ECT」在過去文獻研究消費

者行為，在管理學領域中廣泛被用來評估消費者滿意度與再購買行為（Eugene 

W Anderson、Sullivan，1993；Dabholkar、Shepherd 與 Thorpe，2000；Oliver，

1993；Hsien-Tung Tsai、Huang，2007），其理論核心概念為消費者會以購買前

後期望與產品實際品質做比較，並透過此結果來判斷是否滿意，而滿意度高低

則是消費者是否會再度購買的影響因素之一。爾後，Bhattacherjee（2001）所考

量到期望確認理論忽略了原始期望與實際期望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並且要

有效延伸期望確認理論對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使用行為，也整合了「科技接

受模式,TAM」，透過模式整合與驗證，可以更有效預測與解釋使用者的持續使

用行為。 

由於過去以資訊系統服務品質為主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網站品質的研究

上，少有對於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之服務品質進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主要是參考Bhattacherjee（2001）所提出的｢IS接受後持續使用模

式」，並結合Benlian等人（2011）特別利用SaaS服務情境所提出的雲端服務品

質變數來取代IS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之確認變數來衡量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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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再針對Qinghua Zhu與Sarkis（2007）及錢銘貴與施勵行（2007）文

獻探討所得，企業因為受到全球化科技因素與環境保護與環保法令規範等影

響，而影響採用綠色供應鏈系統的管理實務，因此，本研究第一階段架構（詳

見圖3-1）再結合了「環保法令規範」與「對環保的重視程度」來探討企業對於

使用綠色供應鏈GTC之環保法令規範影響，進而影響企業使用者的「知覺有

用」與「持續使用意圖」，這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 

 

圖 3-1：本研究第一階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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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各學者提出之理論基礎與研究結果，本研究第一階

段研究所涉及變數定義及衡量構面分述如下，而為了突顯紡織業之產業特色，

以及將變數融入紡織業的情境，並分別在各變數定義之後針對紡織業來加以舉

例說明： 

(一) 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環保法令

規範認知 

制度理論主要在於著重外部制度對組織決定與行為的影響，主要可以解釋

了外部壓力對組織結構特質影響因素，Zucker（1987）政府法律和政策，在全

球各地正在逐漸地導入永續發展的原則，依次影響國際的貿易協議（Brent、

Visser，2005）。法規的力量是企業外在環境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因為企業製品

是否符合環保規定，都會影響公司執行環境保護的策略（McCrea，2006）。環

境政策會直接影響企業的製程，維修實務及廢棄物的排放（Hutchinson，

1996）。而 Porter 與 Van der Linde（1995）認為企業是因應環保法規要求而進行

許多綠色創新等組織管理，進而獲得競爭上的優勢以及績效的提升。 

根據本研究將其定義，紡織業對於綠色供應鍊雲端服務的環保法令規範認

知，包含了國內環保法令規範以及國際間環保規範等相關規章及制度。舉例：

國內環保法令規範國內企業，迫使企業必須採取相關的策略或實務因應，以提

升企業的環境保護績效。國際間的環保規範環境，在環保先進國家，嚴格的法

規造成製造成本的增加，以致無法與環保落後國家在產品價格上競爭，因此會

要求所有的進口產品也應符合其環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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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對環保的

態度 

根據 Ray & Anderson（1998）的針對「文化創意人」所調查的內容，例

如：他們喜歡親身去體驗、實踐各種促進地球環境永續發展的工作、在自己的

日常中落實環保的作為、熱愛大自然並且重視政府的施政方向、並將地球永續

的發展當成自己的責任等，這些項目與本研究所要談的環保態度相符合。因此

本研究將其定義，環保的態度包含了公司的發展策略會配合環境保護而制定、

公司會針對主管與基層人員加強環保訓練課程以及對於環保活動或環保標章認

證等態度是積極爭取。 

(三) 紡織業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雲端系統服務品質 

早期評估服務品質，主要是針對顧客感受到公司應提供的服務與該公司實

際服務表現的比較（Lewis、Booms，1983），由於測量情境的不同，評估服務

品質的內容也一再修正與改變。Benlian 等人（2011）為了有效區分不同情境，

特別針對 SaaS 的服務情境，透過與相關學者並實際進行訪談，進而整合出

SaaS_Qual量表，共提出六個構面分別為：和諧關係、可靠性、反應性、彈性、

特性與安全性。 

根據本研究其定義，紡織業對於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雲端系統服務

品質，在和諧關係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提供完整相關知識、完

善的支援以及個人化需求服務；在可靠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

可靠且有能力來執行各項雲端服務的功能並達到所承諾的項目；在特性中，綠

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有提供主要功能或設計功能來滿足紡織業相關業

務的需求；在反應性中，包含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確保系統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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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功能性的能力，與供應商緊急應變速度與能力；在彈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

系統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的互動，涵蓋了使用者付款或是合約調整的自由度，

或者提供功能與技術的調整程度；在安全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

者將會提供定期的安全性措施，以避免數據外洩或損壞，來確保系統安全的程

度。根據六個構面的評估，可以得知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在使用 GTC 後，對

於 GTC 的服務品質認知程度。 

(四) 紡織業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知覺有用 

知覺有用性此構面引用自科技接受模式，是指使用者相信資訊系統的使用

能夠增進本身利益並達到預期成果（Davis，1989）。在本研究主要架構中，使

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後的預期能用知覺有用性來呈現，作為使用者持續更新

預期的衡量指標。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過程中，使用者不需要使用昂貴且耗

電量的電腦來執行應用程式，自行評估使用量來付出營運費用，可以減少相關

的維護成本，並節省開銷。而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具備有即時性、靈活性與活

動性等優勢，可提供紡織業的管理人員在短時間內完成多國家/多品牌限用化學品法

規資料比對、多維度法規查詢、自有廠採購與生產政策限用化學品的多交集的自動彙

總與合格供應商與協力廠的責任承諾書管理等服務，大幅提供工作效能。因此在不

斷更新預期知覺的過程，讓使用者認為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是有幫助的系統。 

根據本研究針對知覺有用性的定義，使用者相信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

可提高本身利益的程度。 

(五) 紡織業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滿意度 

滿意度的結果來自於期望與使用後之間的差異，根據 Oliver（1980）從社

會及應用心理學的領域，以滿意認知的觀點出發，認為滿意是初始標準與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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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標準所知覺差距的函數。Bhattacherjee（2001）與（Oliver，1993）的研

究，同樣提出認為滿意度是一項情感及評價的反應，可以就實際使用與預期使

用之間來表達出正向或是負向的感受。根據本研究對滿意度的定義，使用者在

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後，對於此服務，所感受到的心理正向或是負向的感

受狀況。 

(六) 紡織業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信任 

Morgan 與 Hunt（1994）在信任-承諾理論中，主張信任與承諾是關係發展

與維持的重要關鍵變數，能降低離去傾向及不確定風險。由於關係行銷受到越

來越多種是，更增加信任在長期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Bordia、Hobman、

Jones、Gallois 與 Callan，2004）。Ganesan（1994）則認為信任是長期導向關係

不可缺少的因素。本研究針對信任定義為，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使用者對於綠

色供應鏈雲端服務所提供的品質與可靠度的信心程度。 

(七) 紡織業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之持續使用意願 

根據 Bhattacherjee（2001）的研究認為，持續使用意圖和消費者再次購買

的決策是相類似的，資訊系統使用者在使用過系統之後，第二次要再使用會受

到第一次使用經驗影響，當使用者認為繼續從事某種行為可以獲得好處或是有

幫助，便會持續進行該行為，因此可定義為「使用者計畫對已採用的資訊系統

進行持續使用意願的程度」。因此眾多學者皆認為持續使用行為是系統成功的一

項重要因素，也是企業得以存續的關鍵（Bhattacherjee，2001；Reichheld、

Sasser，1990）。本研究針對持續使用意願定義為，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使用者

現在或是未來想要繼續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 

本研究所有的研究變項以相關的文獻為基礎，將變項整理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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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變項之操作化定義彙整表 

研究

變數 
變數操作化定義 參考量表 

環 保

法 令

規 範

認知 

紡織業對於綠色供應鍊雲端服務的環保法令

規範認知，包含了國內環保法令規範以及國

際間環保規範等相關規章及制度 

Scott （ 1995 ）、 Sarkis 

and Sroufe （ 2005 ）、

Zhu and Sakis（2006）

與錢銘貴（2007） 

環 保

的 態

度 

環保的態度包含了公司的發展策略會配合環

境保護而制定、公司會針對主管與基層人員

加強環保訓練課程以及對於環保活動或環保

標章認證等態度是積極爭取。 

Ray & Anderson

（1998）、陳欽雨與高

宜慶（2005）、楊奕琪

（ 2007 ） 與 張 玉 純

（2012） 

和 諧

關係 

在和諧關係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

供者提供完整相關知識、完善的支援以及個

人化需求服務。 

Benlian, Koufaris, & 

Hess（2012） 

可 靠

性 

在可靠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

者可靠且有能力來執行各項雲端服務的功能

並達到所承諾的項目。 

特性 在特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

有提供主要功能或設計功能來滿足紡織業相

關業務的需求。 

反 應

性 

在反應性中，包含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

提供者確保系統可用性與功能性的能力，與

供應商緊急應變速度與能力。 

彈性 在彈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者

與使用者的互動，涵蓋了使用者付款或是合

約調整的自由度，或者提供功能與技術的調

整程度。 

安 全

性 

在安全性中，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服務提供

者將會提供定期的安全性措施，以避免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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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變數 
變數操作化定義 參考量表 

外洩或損壞，來確保系統安全的程度。 

知 覺

有用 

使用者相信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可提高

本身利益的程度。 

Davis （1989）、Kim et 

al.（2009）、Thong et 

al. （2006） 

滿 意

度 

使用者在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後，對於

此服務，所感受到的心理正向或是負向的感

受狀況。 

Bhattacherjee（2001）、

Oliver（1993） 

信任 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使用者對於綠色供應鏈

雲端服務所提供的品質與可靠度的信心程

度。 

Garbarino & Johnson

（ 1999 ） 、 Gefen 

（2002） 

持 續

使用 

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使用者現在或是未來想

要繼續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服務。 

Bhattacherjee（2001）、
Bhattacherjee & 

Premkuma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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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一) 雲端服務品質-知覺有用 

根據 Oliver（1980）所提出的 ECT 理論指出，使用者在購買/使用產品前，

本身會因過去經驗等因素產生不同的期望（Expectation）之水準與預期，在接

受或使用此商品或服務後，使用者會對所感受到的實際績效或結果（Perceived 

Performance）與先前所期望的情形作比較，比較具有正向影響的可能性。ECT

的相關文獻同樣也指出，顧客體驗產品之後所感受到的產品績效具有正向影響

可能性，原因是顧客所感受到的產品績效遠超過先前之期望，緊接著會引起正

向不確認 (Positive Disconfirmation)，進一步影響顧客滿意  (Spreng & Chiou, 

2002)。McKinney et al.(2002)的研究指出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有顯著的影響。而

根據 Steenkamp（1990）認為，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在有意義的個人情境變數之

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處理一些與品質屬性相關的資訊，做為對商品（或服

務）的價值性判斷，由於初期使用者並沒有任何使用經驗，並無法實際得知系

統能否帶來甚麼樣的幫助與好處；但是對初期使用者來說，新系統的知覺有用

性程度會較低，當使用過一段時間後，會逐漸調整原先的期望形成之後的事後

期望（即知覺有用性）。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1-1。 

假說 1-1：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綠色供應鏈 GTC 知覺雲端服務品質

的程度愈高，則知覺有用程度也會愈高。 

 

(二) 雲端服務品質-滿意度 

雖然有學者認為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兩者間的評量方式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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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sorge and Koenig，1991)，但是將服務品質視為顧客滿意的前置變數是一

較為合理的邏輯，而且大多數的學者也指出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的前置變數

（Sahney、Banwet 及 Karunes，2003; Cronin 及 Taylor，1992; Tan 及 Kek， 

2004），因為顧客滿意是學校管理者努力達成之目標，而且可利用提高服務品質

與服務價值來達成顧客滿意。顧客滿意是比較服務期望與服務體驗結果的差

距，因此顧客滿意會受到服務價值的影響(Anderson et al.，1994)，學者發現在

高等教育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Athiyaman，1997)，也有些學者

從服務價值與顧客滿意間之關聯性做探討（Chenet、Tynan 及 Money，1999; 

Fornell et al.，1996; Patterson 及 Spreng，1997），結論顯示服務價值與顧客滿意

有正面之相關性。因此，本研究推論顧客對特定服務機構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

的正面認知，將可能增加顧客的滿意度。 

滿意度是描述「一種情感的評估」(Hunt, 1977)，Oliver（1997）定義滿意

度為一種令人愉悅的滿足與實現。滿意度的衡量構面對應的是客戶對產品或服

務的一種感覺(Oliver, 1997；Rust & Oliver 1994)。因此滿意度通常是客戶期望功

能的檢視(Bolton and Drew 1994; Erevelles and Leavitt, 1992; Oliver 1977, 1980, 

1981; Oliver and DeSarbo 1988; Rust and Oliver 1994)，例如：使用者對供應鏈

GTC 預期的認知績效越是肯定時，相對地，也會提高使用者滿意度。因此，由

上述的討論，本研究提出假說 1-2。 

假說 1-2：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綠色供應鏈 GTC 服務知覺雲端服務

品質，則滿意度也會愈高。 

 

(三) 環境法令規範與對環保重視程度-知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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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科技接受模式，主要發展目的在於解釋外部變數透過知覺有用性對於

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影響，而所謂知覺有用性主要指的是使用者主觀的預期

使用特定資訊系統將會提升本身工作的效能，而外部變數則是其他可能影響使

用者有性的一些因素，例如使用者的個人變項、系統特性、環境因素等，都會

透過知覺有用性來影響使用者的態度（Venkatesh & Davis, 1996）。故本研究據此

提出以下假說 1-3 與假說 1-4。： 

假說 1-3：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之對環保重視的認知程度愈高，則知覺

有用程度也會愈高。 

假說 1-4：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之環保法令規範的認知程度愈高，則知

覺有用程度也會愈高。 

 

(四) 知覺有用-滿意度 

在 Bhattacherjee（2001）的理論當中，認知有用性是由期望與績效轉變來的。

Davis（1989）提出使用者認為使用系統的有用性與易用性越高，其使用意願就相對的

提高，進而影響後續的決定。許多學者的研究也證實了知覺有用性與滿意度之間的

因果關係，在資訊系統成功模式之文獻中，Seddon & Kiew（1996）提出知覺有

用性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且由後續學者再次證實之間具有顯著關係（Rai, 

Lang, & Welker, 2002）；Igbaria and Tan (1997)的研究中指出，個人知覺的有用性

確實對滿意度有正向影響關係。由 Chiu, Hsu, Sun, Lin, & Sun（2005）的研究證

實也提出知覺有用性會影響 e-Learning 使用者的滿意度。而滿意度會受到認知有

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的影響(Hong , Thong, & Tam, 2006；Liao, Chen, & Yen, 2007；Roca, 

Chiu, & Martinez, 2006；Sørebø & Eikebrokk, 2008)。故本研究據此提出假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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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1-5：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綠色供應鏈 GTC 使用情況之知覺有

用的程度愈高，則滿意度也會愈高。 

 

(五) 知覺有用-持續使用意願 

Davis (1989) 研究指出，當使用者對於使用資訊系統有助於提升工作績效

及效率時，未來還會想持續使用此資訊系統。Bhattacherjee（2001）也根據

Davis（1989）的定義，將認知有用性定義為「使用者對系統使用能帶來效益的

感覺，並認為使用此系統可以幫助使用者完成任務」，並且提出「認知有用性-

持續使用意圖」的關聯。例如：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知覺到供應鏈雲端服務

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並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對該系統抱著正向的態度。TAM 也主

張個體採用任何資訊科技的行為意圖主要受到知覺有用的影響。 

Bhattacherjee（2001）指出，當使用者認為能從某種行為得到好處或是有用

性的幫助，則會持續該行為且不會受到時間改變的影響，也就是當系統績效高

於使用者的預期，則使用者會認為此系統是有用的，而當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產

生滿意以及知道系統是有用的，則會提高持續使用的意願。 

後續諸多學者的實證研究已經證明此關聯，並應用於學習相關研究（Lee, 

2010; 顏啟芳，2011）、入口網站（Lin, Wu, & Tsai, 2005; Castaneda, Munoz-

Leuva, & Luque, 2007）、行動網路服務（Kuo & Yen, 2009; Kim, 2010）、社群網

路（李祥銘、邱吉鶴、劉信志、陳才，2014；Kang, Hong, & Lee, 2009; Kim and 

Han, 2009）。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說 1-6。 

假說 1-6：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供應鏈 GTC 的知覺有用程度愈高，

則對於供應鏈 GTC 持續使用意願也會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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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滿意度-持續使用意願 

根據過去 ECT 之文獻指出，滿意度是影響持續意圖之重要因素之一，相關

研究指出消費者對於先前體驗產品或服務所感受的滿意程度，而滿意水準是影

響持續使用意圖的重要因素(Oliver, 1980; Oliver and Bearden, 1985)，也是影響下

次是否再購買該產品或持續採用該服務之意願(Anderson & Sullivan, 1993; Oliver, 

1980)。Bhattacherjee (2001)在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圖的研究中提出，實際使用

系統後而產生的滿意度，將決定使用者的持續使用。根據實證研究 Kang & 

Lee(2010)以電腦焦慮模型對網站的顧客滿意度進行研究，發現顧客滿意度越高

時，使用者繼續使用網站的意圖越高。Anderson & Sullivan (1993)也指出消費者

對於先前體驗產品或服務所感受的滿意程度，將會影響下次是否再購買產品或

持續使用服務之意圖。在資訊系統相關實證研究中，Hsu & Lu（2004）則指

出，使用者對於使用資訊系統的滿意度會正向顯著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向。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1-7。 

假說 1-7：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供應鏈 GTC 的滿意度程度愈高，則

對於供應鏈 GTC 持續使用意願也會愈高。 

 

(七) 信任-持續使用意願 

在本研究主要探討當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在使用供應鏈雲端系統時，對

於此系統之信任程度，當提高信任程度，是否會使其持續使用意願提高。

Garbarino & Johnson（1999）在研究顧客關係的文章中，發現信任與未來交易意

圖有正向關係。因此，當供應鏈體系成員信任此系統，對於未來使用意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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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Gefen, Karahanna, & Straub, 2003），意即透過減緩使用者對系統使用

風險與預期結果的不確定性，信任將有助於提高使用意圖。另一方面，Morgan 

& Hunt（1997）的研究中，關係承諾與信任和離去傾向（Propensity to leave）呈

現負相關，與合作成正相關。即交易夥伴對於企業的信任越高，越有意願留在

同一家企業與企業建立長期關係或購買產品或服務。這也表示，當供應鏈體系

成員信任供應鏈雲端系統，並且供應鏈雲端系統在一個有效管理的機制下運

作，也會提升成員與系統之間的信任關係。根據 Doney & Cannon（1997）研

究，將信任分為兩個構面，分別為可靠性和善意，顧客對企業的信任是影響其

未來交易的意圖的重要因素。根據以上學者論述，本研究提出假設 1-8。 

假說 1-8：紡織業供應鏈體系成員對於供應鏈雲端系統之信任程度越高，

供應鏈雲端系統持續使用意圖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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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階段實證(單一供應鏈廠商)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架構經由供應鏈成員共同探討其對於供應鏈雲端服務平

台的品質、滿意度、與使用意願等。但這僅能得知供應鏈中的成員的使用狀況

與意願，無法對其導入 GTC 後所產生的效益進行了解與深入說明。 

紡織業綠色供應鏈員端服務系統係指有效地整合與管理從供應商到顧客之間各

個環節的環保管制流程，使整體綠色管理成本最小化，而將顧客環保產品價值

最大化（Simchi-Levi 及 Kaminsky，2000；PriceWaterhouseCooper，1999)。有 

效的環保供應鏈管理，可讓供應鏈成員清楚其在供應鏈內所處的位置，並且藉 

由鏈內組織成員之合作關係進行整體環保管理，並改善個別成員的環保管制的

模式，以達成供應鏈內組織成員之共同策略綠色環保目標。然而，由於供應鏈

內之成員複雜，切實地評估各組織成員在供應鏈整合下的績效表現，有執行上

的困難，因此，為尋求企業在綠色供應鏈管理上的突破與成效上的提升，故本

研究發展第二階段的研究架構，並選定單一個案公司進行深入探索，藉由 GTC

導入一年以上的時間，了解其公司內部與供應鏈成員間的供應鏈關係為何？以

及該公司與供應鏈成員的資訊化體質，並瞭解供應鏈雲端服務平台究竟帶來了

的績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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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架構與研究變數 

 

圖 3-2：本研究第二階段架構 

 

(一)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 

Pfeffer 與 Salancik（1978）提出了資源依賴理論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RDT)以資源為核心，探討組織間依賴；換言之，即為解釋組織間的伙伴

關係。本研究紡織業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與中心廠即組成了Pfeffer與Salancik

（1978）理論中的夥伴關係，而夥伴關係的概念乃以合作與信任為基礎

（Rackham、Friedman 與 Ruff，1996）。Pfeffer 與 Salancik（1978）更認為組織

乃處於一個開放系統，環境中所存在的資源需要建立連結，組織需要依賴環境

中的其他組織提供所需的資源以維持生存，而生存便是組織最關心的事情。此

外，若在供應鏈中，合作夥伴能夠合作改善產品與作業上的設計、品質、配送

與製造等各個方面，則可以共同為供應鏈獲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Rackham 等

人，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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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ke 與 Ernst（1990）認為夥伴關係是指獨立公司間形成一個策略性夥伴

關係，彼此之間有著共享的目標並相互依賴，並共同努力以完成由各自公司所

無法完成的目標，進而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Corbett、Blackburn 等人 Van 

Wassenhove（1999）指出若供應鏈中，上下游供應商與中心廠間能夠緊密結

合，則可共同創造一個高度競爭性的供應鏈。Mohr 與 Spekman（1994）實證結

果證實依賴為成功合夥關係的主要影響因素。供應商與中心廠之間也可以視為

一種買賣關係，Ganesan（1994）認為在買賣關係中，依賴程度顯著影響著買賣

關係的長期導向換言之，若供應鏈中的供應商與中心廠的依賴程度越高，則越

能為自身供應鏈帶來競爭力。 

此外，供應商與中心廠之間，對於合作夥伴的維持其實也是需要投注大量

金錢與人力成本，若重新尋找夥伴，則會提高其財務成本，同時在轉換合作夥

伴期間也會產生很多額外的實際工作。因此，若能增加供應鏈供應商與中心廠

之間的依賴程度，則不僅可以降低成本間的耗費，更可以增加交易量。因此，

若供應商與中心廠之間的依賴程度越高，則轉換合作夥伴的彈性越小。供應商

與中心廠之間的合作更換不易程度反映著彼此之間的依賴程度。 

故本研究將「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定義為：「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對於中心廠銷售訂單與新產品開發的依賴程度。」 

(二)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 

Moorman、Deshpande 等人 Zaltman（1993）認為，信任是願意依賴一個你

有信心的交換夥伴。James C Anderson 與Narus（1990）對於信任的定義是：「公

司相信另一家合作的廠商將採取對其有利或不採取對其不利的行動」。Morgan

與 Hunt（1994）則認為，信任存在於當某一團體對於交換夥伴的可靠與正直有

信心時，並相信成員的話或諾言是誠實的，而且成員將會去完成他在此交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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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義務責任。並提出三個影響信任的構面：(1)共享價值 (shared value)共享

價值指的是夥伴間的共同信仰(包括行為、目標、政策之適當性與正確性)，而

共享價值對信任有正面的影響。(2) 溝通 (communication)即廠商間正式與非正

式地分享方法與及時的資訊。若其中一方認為過去與另一方的溝通是經常性且

高品質的(即重要、及時、且可靠的)，將有助於提升彼此信任的程度。(3) 投機

行為 (opportunist behavior)就是以欺騙尋求自利的行為。當其中一方認為另一方

從事投機行為時，將導致信任程度降低。從過去的文獻中發現，信任對於合作

有正面的影響。Wigand（1997）在其對電子商務之研究中指出，企業可以藉由

和其相關的組織建立長期、合作、目標導向的策略網路，網路中的成員得以降

低交易成本及降低協調成本，並取得或維持其競爭優勢，而所仰賴的最重要元

素即是信任。 

信任乃供應鏈中夥伴關係中的基礎要素之一（Rackham 等人，1996）。

James C Anderson 與 Narus（1990）認為信任為是某一方相信另一方會為自己帶

來好的結果而非負面的結果。該研究亦指出批發商對於製造商的信任可以彼此

的合作和減少衝突，也就是較少的衝突和較多的合作，可以增加批發商對於製

造商的整體滿意度。以預期結果的觀點定義信任，認為信任是公司相信另一家

公司將採取對我方有利的行動，並且不會採取導致負面結果的非預期行動。 

Ganesan（1994）於研究中發現對夥伴有特別資源的投入時，可以讓夥伴增

加更多的信任。信任可以產生企業間協調、降低交易成本、減少投機行為、掌

控衝突與穩定雙方關係，在雙方組織關係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可以增加雙方

合作的意願。故信任可以降低交易過程中成員的投機行為傾向、交易成本，進

而導致長期合作關係趨向，以及促進雙方繼續合作的意願以及互動。Mohr 與

Spekman（1994）研究認為信任是雙方長期相處所累積的知覺經驗，當廠商對

於合作夥伴愈為信任，則愈相信夥伴的投入承諾，也更有意願與夥伴維持合作



 

99 

 

關係。關係信任是指成員相信夥伴是值得信賴的，會遵守其諾言及義務，並會

重視其他成員的福利，使得成員有持續交易的意願，願意為了符合夥伴需求而

作一些適當的調整。後續，更有學者為買賣關係中的信任提出兩個構念：可信

性與關懷（Ganesan、Hess，1997）。其中，能力包括履行承諾的服務再一種可

靠和誠實的方式，關懷指的是將對方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前（Singh、

Sirdeshmukh，2000）。 

當供應商與中心廠成為供應鏈的聯盟一員時，即須配合價值鏈所需的因應

事項。但其實若是供應商若對中心廠的要求有所懷疑，則會造成後續供應鏈流

通的不順利，也會因此帶給供應鏈中潛在的損失。因此，本研究探討供應商對

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也就是供應商是否認為中心廠的要求是可靠的、誠實

的，且以供應鏈利益為最大準則的，如此一來，雙方的合作基於基本的信任之

下進行，所釋出的資訊乃公開正確的，亦可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也可以大為降

低長鞭效應產生的機率。 

故本研究將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定義為：「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中，

供應商對於中心廠行為的正向預期程度。」換言之，也就是本供應鏈中的供應

商，對於中心廠履行承諾的服務乃可靠與誠實的，並會將供應商的利益擺在第

一優先順序的信任程度。 

(三)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供應鏈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乃資訊的共享（DJ Bowersox、Closs、Stank 與

Keller，2000；Robert Handfield、Sroufe與Walton，2005；Hsu、Kannan、Tan與

Keong Leong，2008）。供應鏈中若缺乏資訊的共享則會造成供應鏈過程中的環

境不確定性（Simchi-Levi、Zhao，2003），造成供應鏈的績效無法最佳化。因

此，透過供應鏈間的資訊分享、合作規劃等，也就是將任務相關的資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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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資訊流，將可降低此不確定性的程度。 Li（ 2002）將資訊共享

（Information Sharing）定義為「分享關鍵以及專有的資訊給供應鏈合作夥伴」

並於研究中證明資訊的分享確實有助於降低廠商預期成本以及存貨水準。古必

鵬（2008）提出資訊分享有五個重點：首先，資訊分享行為是由他人的資訊需

求所觸發的行為；其次，資訊分享發生於特定的群體中；第三，資訊分享乃解

決問題的一種過程；第四，資訊分享是一種策略性的分享，具有某些目的存

在；最後，資訊分享可以讓成員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Karunakaran、Spence 等

人 Reddy（2010）更將資訊分享的行為稱為合作性的資訊行為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 CIB)；Sonnenwald（2005）認為資訊的分享在團體中是不

可或缺的，團體合作乃一種不斷地分享、理解並使用資訊的過程，若團體合作

缺乏了資訊的分享，則團隊工作必將失敗。 

Bao 與 Bouthillier（2007）亦指出資訊分享也是一種組織間成員共同努力合

作的一種行為，也是一種關係為基礎的行為(Relation-Based Behavior)。當組織

需要建立一個長期的資訊分享機制，參與者之間不同強度的關係，便會產生不

一樣程度的資訊分享。Yu、Yan 等人 Edwin Cheng（2001）指出若能增加供應鏈

中的資訊分享，則可降低常邊效應及成本，並增進整體供應鏈的效能。因此，

在供應鏈追求低成本、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供應鏈中的合作夥伴必須能彼此

分享資訊以降低長鞭效應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資訊分享早就被認為是資訊系統的基礎，網路組織績效則已組織在供應鏈

網路中使用資訊分享的程度為參考。而在供應商與中心廠之間，因應策略面的

規劃，可能分享大量的資訊，如生產排程、成本結構、交易資訊…等，但在實

務運作上，其實供應商與中心廠間只願意分享最少的交易資訊給對方，甚至嚴

格限制分享策略資訊給對方知道；因此，在供應商與中心廠之間的對資訊分享

的意願程度其實不一。基於上述推論，本研究將「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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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願意與合作夥伴分享產品開發履歷與檢

測報告等資訊的程度。」 

(四) 資訊的成熟度 

Gibson 與 Nolan（1974）以 Anthony 的階層式模型為基礎提出一個有四個

成長階段的模型，分為啟始期、擴張期、控制期、以及成熟期四個階段。而後

Nolan（1979）又再加入了兩個階段，變成六階段模型。該模型依 IS/IT 複雜度

與成熟度逐漸增加的六個演變階段：初始期、流傳期、控制期、整合期、資料

管理期及成熟期。此六階段模型自從一發表就被眾多學者研究其正確性與有效

性。Karimi、Gupta等人 Somers（1996）指出資訊科技成熟度越高，意味著資訊

科技在電子商務的規劃、控制、組織及整合上更具有意義。James（1987）與

Jiang、Klein、Hwang、Huang 等人 Hung（2004）亦指出資訊化成熟度越高意味

著資訊活動在規劃、組織、控制及整合方面的正式化越明顯，資訊系統從資料

處理演進至策略性系統的傾向越高。 

故本研究將資訊的成熟度定義為：「紡織業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對其供應

鏈組織規劃與控制整合之資訊系統導入的成熟程度。」亦即供應鏈中，其資訊

成熟度愈高，則其資訊系統的主要任務則可以趨向策略性的系統，而非資料處

理階層的系統，而透過策略性布局與規劃，則能為整體供應鏈尋求更大的競爭

優勢。 

(五)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綠色環保產品乃現今市場的主流需求，各國政府相繼訂定日趨嚴格的環境

法規標準，如歐盟的「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危害物質限用指令」以及「能

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令」，藉以透過法規與政策的引導驅使企業研發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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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品（Fiksel，1993），並創造與形成綠色供應鏈。綠色供應鏈指的是在傳

統供應鏈加入綠色要求及環境條件因素，並非推翻原始的供應鏈而另外建置。

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為綠色供應鏈的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訊交換

平台與溝通管道。藉由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使用，可使供應鏈中不同階段的

企業，實現有效整合資源的目標。以本研究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為例，本供應鏈

的資訊化乃透過雲端服務進行體系間的 RSL 管理服務(包括 RSL 比較與查詢、

法規分類與維護、法規轉檔模組開發等)、供應商管理服務(包括供應商資料管

理、電子型錄管理、保證書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包

括線上請購作業、線上詢比議作業、物件履歷查詢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作業

時，遵循 GCTS 雲端系統上綠色管制規範的程度。 

故本研究將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定義為：「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進行體系間 RSL 管理、供應商管理與綠色料件採購管理作業時，遵

循 GCTS 雲端系統上綠色管制規範的程度。」 

 

(六)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本供應鏈追求著環保卓越，依據黃俊英（1994）指出一個追求環保卓越的

企業應接受綠色管理的觀念，故本供應鏈採取 Hutchinson（1992）建議的主動

積極態度面對綠色壓力，並將環保視為供應鏈管理與運作的要務，以協助供應

鏈中的供應廠以及中心廠將綠色壓力轉化成本供應鏈的競爭優勢，以期藉由良

好的綠色管理為供應鏈中的供應商與中心廠帶來利益，如：提高企業形象與知

名度、吸引更多重視綠色環保的消費者、獲得正面投資審查、藉由回收再利用

與污染控制提升生產效率以降低成本、透過節約能源節省金錢、避免過高的保

險費、和周邊社區居民有較佳的關係，以及生產高價值的綠色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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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chinson，1992）。除了上述利益外，Taylor 與 Buttel（1992）亦指出綠色管

理也可以激勵員工，Taylor 與 Buttel（1992）認為可以藉此強化消費者對環境的

認識，並使的組織與資訊流的分配更有效率。 

根據以上文獻，本研究將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定義為：「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與中心廠在綠色管制遵循規範的績效，如縮短驗證作業時間、降低

不合格料件的採購比例、改善不良率…等。」 

表 3-2：研究變項之操作化定義彙整表 

研究變數 變數操作化定義 參考來源 

供應商對中心廠

的依賴程度 

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對於中心

廠銷售訂單與新產品

開發的依賴程度。 

Pfeffer 與 Salancik （ 1978 ） ; 

Ganesan（1994）; Rackham 等人

（1996）; Corbett 等人（1999）; 

Gulati 與 Sytch（2007） 

供應商對中心廠

的信任程度 

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對於中心

廠行為的正向預期程

度。 

Moorman 等人（1993）; James C 

Anderson 與 Narus （ 1990 ） ; 

Ganesan （ 1994 ） ; Mohr 與

Spekman （ 1994 ） ; Morgan 與

Hunt （ 1994） ; Rackham 等人

（ 1996 ） ; Ganesan 與 Hess

（ 1997 ） ; Wigand （ 1997 ） ; 

Singh 與 Sirdeshmukh（2000） 

對資訊分享的意

願程度 

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願意與合

作夥伴分享產品開發

履歷與檢測報告等資

訊的程度。 

DJ Bowersox 等人（2000） ; Li

（2002）; Robert Handfield 等人

（ 2005 ） ; Bao 與 Bouthillier

（2007） 

資訊的成熟度 

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對其供應

鏈組織規劃與控制整

合之資訊系統導入的

Gibson 與 Nolan（1974）; Nolan

（1979）; Karimi 等人（1996）; 

James（1987）; （Jiang 等人，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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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變數 變數操作化定義 參考來源 

成熟程度。 

產品供應鏈綠色

管制的資訊化程

度 

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進行體系

間 RSL 管理、供應商

管理與綠色料件採購

管理作業時，遵循

GCTS雲端系統上綠色

管制規範的程度。 

Gibson 與 Nolan（1974）; Jiang

等人（2004） 

綠色管理的績效

程度 

在紡織業綠色供應鏈

中，供應商與中心廠

在綠色管制遵循規範

的績效，如縮短驗證

作業時間、降低不合

格料件的採購比例、

降低不良率…等。 

Hutchinson（ 1992） ; Taylor 與

Buttel（1992）; 黃俊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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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設 

(一) 依賴程度-資訊分享意願 

在供應鏈中，組織間的依賴關係產生於當一方必須依靠維繫雙方的關係來

完成某些目標時，且代表著被依賴的那一方，在供應鏈關係中，其技術、知識

和資源是無法被取代的（Smith、Barclay，1999）。Heide與 John（1988）指出買

方之所以會對賣方產生依賴性，首先，乃因其與賣方交易的元件是重要且具價

值的，並且總交易金額是很大的；其次，買方從該賣方合作的結果超過最佳能

夠替代的賣方合作的成果；除此之外，對於買方而言，其所需交易的元件之可

替代來源或潛在來源是很少的。Emerson（1976）提出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供應

商依賴性是來自於從一個特定的客戶的銷售百分比和客戶重新選擇新的供應商

的能力。由此可知，買賣方的依賴性均來自於對某技術或資源的需求，而當此

技術或資源的替代性越低，依賴程度就會越高。Pfeffer 與 Salancik（1978）提出

了「相依性會存在於當有一方無法控制所有能夠達到其所希望成果的必要條件

或從行動中獲得想要獲得的成果」。當合作夥伴的一方對另一方擁有高度的需求

依賴，在雙方的關係中可能會給予對方高度的承諾，會使得雙方採取以長期合

作為導向的產品研發方式，這也代表了合作中若有衝突將會較容易的被解決以

及雙方都會以彼此長期利益為主而不會短視近利（Gulati、Sytch，2007）。 

Yamin 與 Sinkovics（2006）指出依賴能夠減少合作夥伴的心理距離，使得

彼此在互動的過程中，會有著較高的意願與對方進行資訊的分享與交流。而資

訊分享為組織間互動的模式化與制度化（Dyer、Singh，1998），資訊的交換更

是組織間重要的連結因素（Cannon、Perreault Jr，1999）。綜合以上的推論，本

研究建立假說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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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2-1：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正向影

響供應商在供應鏈中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 

 

(二) 信任程度-資訊分享意願 

信任通常被視為關係成功的要件（Dwyer、Schurr 與 Oh，1987；Moorman

等人，1993；Morgan、Hunt，1994）。Morgan 與 Hunt（1994）認為信任存在於

一方對交換夥伴深具可靠與正直的信心。而 Kumar、Scheer 等人 Steenkamp

（1995）指出信任為一廠商相信其夥伴是誠實以及善意的；此外，James C 

Anderson與Narus（1990）定義信任為公司相信另一家公司將採取對我方有利的

行動，並且不會採取導致負面結果的非預期行動。故本研究定義信任為供應鏈

中的成員相信夥伴是值得信賴的，會遵守其諾言及義務，並會重視其他成員的

福利，因而導致成員有持續交易的意願，願意為了符合夥伴需求而作一些適當

的調整（Mohr、Spekman，1994）。而綠色供應鏈管理系統正是中心廠與其供應

商間的信任關係的呈現，若信任的程度越高，則可提昇關係績效的程度

（Selnes、Sallis，2003）。 

此外，Blau（1964）認為信任是社會交換的基石，Nahapiet 與 Ghoshal

（1998）認為當信任的關係程度愈高，人們較願意從事知識交換與結合。以往

研究指出，知識往往被視為個人無形的資產，而資訊則被視為組織間無形的資

產，因此，資訊與知識的分享即為無形資產的利益交換。因此，若彼此之間存

在的信任等社會交換因素越高，則會更加促使一方願意分享知識、資訊以及參

與社群的意願（Lee、Kim，1999；Organ，1988）。而本研究中的供應鏈可視為

一個社群，若是成員之間存在信任的程度越高，依照推論，其分享資訊予組織

間成員的可能性與意願則應越高（葉建亨、黃文楨，2011）。綜合以上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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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立假說 2-2。 

假說 2-2：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信度程度正向影

響供應商在供應鏈中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 

 

(三) 資訊成熟度-綠色管制資訊化程度 

最早使用資訊成熟度的是 Gibson 與 Nolan（1974），該研究透過成長的理論

階段，許多美國公司接受以電腦為基本的系統，藉以解決工作面臨的問題，如

Microsoft 內部透過知識管理系統整合顧客意見於產品開發流程，以降低不確定

性，並提供關鍵決策於產品開發流程；Barua、Konana、Whinston 等人 Yin

（2004）亦發現，當企業透過資訊科技與上下游合作夥伴進行流程整合與資訊

同步等，可以進而創造競爭優勢，而透過此資訊整合才能顯現跨組織資訊系統

的價值，因此，當企業對於資訊科技的準備程度越高，則越有益跨組織資訊系

統的導入（Kevin Zhu、Kraemer，2005）。Karimi 等人（1996）研究發現，不同

的資訊成熟度在其資訊科技投資策略上有顯著的差異。資訊成熟度越高的企

業，越支持資訊科技的投資。而資訊科技的成熟度越高，則代表資訊科技在組

織間的規劃、控制、組織與整合上更具有意義。由於企業電子化係依據網際網

路來發展，當企業資訊成長階段越趨於成熟期，則應有更大的能力與企圖心去

實施企業電子化。換言之，當一企業的資訊化成熟度愈高則其企業電子化程度

應愈高。Jiang 等人（2004）指出，資訊化成熟度越高意味著資訊活動在規劃、

組織、控制及整合方面的正式化越明顯。 

本研究的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主要透過雲端服務進行體系間的三種主

要功能：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在 RSL 管理

服務中有子功能：限用物質清單的比較與查詢、法規分類與維護、法規轉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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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開發；在供應商管理服務中有子功能：供應商資料管理、電子型錄管理、保

證書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在綠色料件採購管理中有子功能：線上請購作

業、線上詢比議作業、物件履歷查詢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故推論當供應鏈

中的資訊成熟度越高，因應 Gatignon 與 Robertson（1989）之觀點，當公司本來

的資訊科技能力越高，會與將導入的外部系統相容性越高，則導入過程將會愈

順利也愈容易成功。換言之，若供應鏈內的內部資訊化程度高，則橋接外部系

統將會越容易。在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綠色管制乃紡織業供應鏈不可或

缺的一環，故結合資訊系統實行綠色管制在供應鏈的策略之一。因此，若是紡

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本身的資訊成熟度愈高，則針對其綠色管制的策略的相關

資訊化的程度則會愈高。綜合以上推論，本研究建立假說 2-3。 

假說 2-3：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的資訊成熟度正向影響供應鏈綠色管制的

資訊化程度。 

 

(四) 資訊分享意願程度-綠色管制資訊化程度 

資訊共享乃供應鏈管理中最關鍵的因素（Aulakh、Kotabe與 Sahay，1996；

DJ Bowersox 等人，2000；Robert Handfield 等人，2005）。供應鏈中的資訊分享

可以為供應鏈體系間帶來流程與活動的透明化，在供應鏈中，若組織間廠商對

於資訊分享意願的程度愈高，則供應鏈中在導入新的策略所規劃、使用的資訊

系統越會貼近實際流程所需，也會愈符合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對於紡織業雲端

綠色供應鏈而言，綠色管制的資訊化乃必須策略之一。若供應鏈中的夥伴因應

新的策略能透明公開自己的流程與相關工作資訊，則會帶來更高程度的綠色管

制資訊化，進而因為適當的資訊交換，為交易夥伴間帶來供應鏈整體的高績效

（Henderson，1990），如此可見供應鏈夥伴間關鍵資訊分享的必要性與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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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Barua 等人（2004）認為在跨組織間若能整合組織內外部資訊，則越容易提

高跨組織資訊系統(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 IOS)融入日常作業流程（Kevin 

Zhu、Kraemer，2005）。跨組織系統效益產生端賴組織與組織間的資訊分享。

Erin Anderson 與 Weitz（1992）則強調著開放式溝通，並認為若供應鏈資訊分享

的契合度愈高，則將會為了達成共享目標，對於供應鏈共同目標的相關策略導

入的配合也會越高。而在跨組織資訊系統間的成員對於資訊分享的動機越強

烈，越有分享意願，則對於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導入，也就是橋接外部系統的時

候，將會更加容易（Yang、Maxwell，2011）。 

因此，在本研究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GCTS 系統在供應鏈間，扮演

著分享體系間的 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等服務

相關資訊的關鍵角色。故若供應鏈間的供應商與中心廠越願意分享此類 GCTS

服務所需資訊，則在橋接 GCTS 進日常作業流程的容易程度將會越高。故本研

究綜合以上推論，建立假說 2-4。 

假說 2-4：在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正向影

響供應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五) 綠色管制資訊化程度-供應鏈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產品供應鏈的綠色管制存在於兩個組織間，為了達到某特定環保目標或利

益而努力，這個關係通常會帶來研發或及作業上的績效（Maloni、Benton，

1997）。透過夥伴間的信任、承諾及資訊分享來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並有一未

來的願景在夥伴間共有且分享著（Spekman、Kamauff Jr 與 Myh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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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品供應鏈綠色管制更是如此，若其資訊化程度越高，表示中心廠對

與其合作的夥伴在資訊提供的能力和溝通協調上能符合中心廠的產品研發需

求，且雙方具有共同的目標及在合作關係上的良好默契，因此能一同面對產品

研發問題，一同解決，如此有助於提昇雙方在研發上的績效，例如製造商對供

應商所提供的原物料與其相關資訊感到滿意，代表中心廠能藉由品質穩定且資

訊透通的合作關係中研發品質較佳的產品，以提昇其競爭力；我們可以從「交

易的」及「合作的」兩方面來看待夥伴關係，首先，從交易面來看產品供應鏈

綠色管制系統是一具有規律性的系統，目的在建立有效及可靠的資訊交換流

程；從合作面來看夥伴關係是一協調的系統，目的在履行企業雙方共同的目

標，為企業帶來最佳的效益（Ziggers、Trienekens，1999）；換言之，此項作法

也是透過產品供應鏈綠色管制系統來建立一個夥伴關係，並強調一個直接的、

長期的聯盟體，以促進相互間的決策規劃與問題解決（Maloni、Benton，

1997），如此一來對供應鏈必會帶來正面的效益。本研究的 GCT 系統，因應供

應鏈的綠色管制，利用雲端服務為供應鏈提供 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

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等服務。希望藉由雲端服務的助力，減低供應鏈作業間

的方便與各種成本的降低，以協助本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達到綠色管理的良

好績效。綜合以上的推論，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說 2-5。 

假說 2-5：供應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正向影響供應鏈綠色管理的績效程

度。 



 

111 

 

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研究設計 

一、 研究目標 

全球環保意識的高漲，紡織產業紛紛以綠色紡織品為發展重點，為了取得

相關國際認證的生態環保標章或成為國際客戶的合格供應商，紡織品製造相關

業者須同時面對各客戶各版本之限用化學品法規資料比對、簽署責任承諾書

等。然而單一業者無法有效處理多家品牌商的法規要求，資訊維護相當不易，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引進供應鏈綠色 GTC，透過 GTC 可以結合並彈性的擴充相

關的業務支援，對台灣紡織業提供了更加靈活的環保規範與現用化學品的管理

方式。 

因此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了解 GTC 使用者對於 GTC 品質的認知與準備

度，進而預測管理人員的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願，找出其中的管理意涵，並可

以提供 SaaS 管理上的新思維並提供具體的建議，進而對提供 SaaS 之服務供應

廠商與紡織企業及相關使用者給予實質上的建議。 

 

二、 研究對象 

綠色紡織雲端服務是由台灣的一個民間財團法人，擁有對紡織業者深厚輔

導經驗的法人單位所出資進行系統開發、建置、導入與營運，於2011年開時投

入開發，於2012年平台正式上線啟用，總開發經費為2500萬新台幣，總投入人

月數約為82個人月。目前有7家紡織業與1家特殊化學業中心廠加入本服務平

台，以及各家中心廠的供應鏈業衛星廠者387家，合計有395家會員廠商。這些

紡織業者包含：廠商A與廠商B為台灣知名的紡織集團內的兩家上市公司，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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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鏈涵蓋聚酯與尼龍兩大事業群，廠商B更為全球第二大單一尼龍廠最大產能

廠，更是國內最具規模的化纖、紡紗、織布、染整與成衣通路的一貫化廠商；

廠商C與廠商D為台灣最大的前兩家專業染整上市公司，其中廠商C更包含了針

織與平織的織造廠；廠商E為台灣知名複合材料布料上市公司、具備紗、織、

染整與成衣一貫廠的規模，廠商F與廠G皆為台灣知名機能性素材與成衣設計廠

商，而特殊化學業廠商為台灣知名無毒特殊化學品生產製造廠商，乃製造與銷

售應用於紡織、染整等產業用途不可或缺的特用化學品；如漿紗助劑、針織

油、前處理加工劑、印染用藥劑、特殊整理加工劑等。上述8家中心廠於本雲端

服務平台共建立了約65家國際品牌客戶的RSL法規管制條例。 

想要了解管理人員使用綠色 GTC 的意見調查，因此本研究第一階段實證針

對有使用此綠色 GTC 半年經驗的企業使用者進行調查，共計 280 間，本研究藉

由雲端服務平台之問卷服務系統進行調查，調查的對象以使用企業的採購與研

發主管為主。第二階段實證則為針對單一供應鏈-個案公司 A 之供應商進行問卷

調查研究。 

個案公司 A 成立於 1979 年，其業務範圍不僅供應國內織布廠商作為長纖織

物之原料外，其銷售通路更是廣達世界各地。為達上下游垂直整合與策略聯

盟，個案公司 A 更是逐漸往上游發展，使原料的取得及品質的要求更能充分掌

握，達成產品一貫化。全區採標準化作業流程並建立自動化生產系統，品質自

動監測與自動落紗、搬運、包裝系統，提升生產效率並減少人為疏失。個案公

司 A 於 1990 年公開上市發行。為了提供客戶更完整的服務及客製化的整體解決

方案，  於 2007 年整合兩公司產品，以嶄新品牌做為核心品牌，成為亞洲地區

橫跨尼龍、聚酯領域，並能提供聚合、紡絲、織布、染整及後加工等各段服務

的唯一品牌。鑒於其於紡織業的獨特代表地位，本研究以個案公司 A 作為第二

階段針對單一供應鏈廠商探討的研究對象。 

在第二階段的前測分析，針對個案公司 A 的部分供應商進行前測的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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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研究問卷更臻完善，並於最終問卷探討個案公司 A 關鍵主副料供應商對於

中心廠的依賴、信任、資訊化程度以及後續績效成果等，第二階段正式問卷，

母體為個案公司 A 關鍵主副料供應商總數，其中包括加工處理添加劑、印染用

藥劑、特殊整理加工劑類與功能性特用化學品。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實證為探討

紡織業採用 GCTS 意願，第二階段實證為探討單一供應鏈廠商對於中心廠的依

賴、信任、資訊化程度以及後續績效成果等，本研究二階段問卷內容詳見附錄

一與附錄二。二階段問卷初稿皆經由學者專家及產業高階主管的建議修正而

成，目的是使本研究假設與問卷發展內容能夠符合理論基礎及產業現況。問卷

內容確定後，邀請具有使用 GTC 使用經驗超過半年以上之使用者進行試測，並

提供修改意見，以提升問卷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最後，再進行正式問卷施

測，計算各變項之 Cronbach’s α 值作為信度的檢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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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資料蒐集 

本研究透過問卷發放以獲取數據資料，問卷內容除人口統計變項外，皆採

用李克特五點量表(Likert Scale)，為能使受測者能方便填寫，問卷以網路問卷方

式發送。 

一、 第一階段資料蒐集 

第一階段研究前測以網路問卷形式進行，藉由系統平台傳遞問卷網址予有使用

綠色供應鏈 GTC 企業，主要對象為使用 GTC 經驗超過半年以上之使用者。前

測施測時間為民國 103 年 6 月 9 號至 11 號，共為期兩個工作天，共計收回 38 份

問卷，扣除 0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8 份。本研究利用 38 份進行前測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結構方程模型的測量模式檢驗量表所路徑係數是否達到顯

著水準，然後淘汰不佳的量表題目。 

目前該 GTC 共計有 8 家中心廠與 387 家供應商共計 395 家上線使用，由於本研

究主要對象為 GTCS 使用經驗超過半年以上之使用者，因此只針對其中的 280

家的廠商進行調查，除了 8 家中心廠業者外，其餘的 272 家皆是中心廠的供應

商，藉由系統平台傳遞問卷網址予有使用 GTCS 企業，由於本研究究是針對綠

色管制料件進行調查，所以本研究決在 280 家廠商中，再將 40 家屬於 MRO 料

件供應商予以剔除，所以實際樣本母體為 240 家；正式問卷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6 號至 10 號實施，其方式為該中心廠與供應商登入 GTCGTC 時畫面就出現問卷

填寫的需求與內容，在 5 天的調查期間，共計有 215 家廠商完成填寫，其中共

有 6 家的問卷因為填答的答案皆相同所以視為無效問卷予以剔除並進行結構化

方程式的分析；本研究中有效問卷 209 份，含 8 家中心廠商，其供應商的採樣

樣本分佈為處理加工劑類 45 份、印染用藥劑類 123 份、特殊整理加工劑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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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與功能性特用化學品類 1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7.64%。在未完成問卷作答

回收的 25 家中，特殊整理加工劑類佔了 14 家、功能性特用化學品類 11 家。因

此，為了解樣本變項之情況，以描述性統計分析針對有效問卷之平均數與標準

差進行分析。 

 

二、 第二階段資料蒐集 

第二階段研究問卷之前測如同第一階段問卷，也是以網路問卷形式進行。藉由

公司內部系統平台傳遞問卷網址予個案公司 A 的部分供應商進行前測問卷之填

寫。前測施測時間為民國 105 年 1 月 4 號至 6 號，共為期 3 個工作天，共計收

回 30 份問卷，扣除 0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0 份。本研究利用 30 份進行前

測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結構方程模型的測量模式檢驗量表所路徑係數是否

達到顯著水準，然後淘汰不佳的量表題目。 

第二階段正式問卷，母體為個案公司 A 關鍵主副料供應商總數，其中包括加工

處理添加劑、印染用藥劑、特殊整理加工劑類與功能性特用化學品，共發出

136 份問卷，實際回收 122 份問卷，為求本研究資料的品質，本研究剔除回答不

完整的問卷、填答一樣者以及填答時間短於一分鐘內完成者，皆判定為無效問

卷，共計 34 份；因此，無效問卷與未填答樣本共計 48 份，分佈為處理加工劑

類 8 份、印染用藥劑類 9 份、特殊整理加工劑類 12 份與功能性特用化學品類 19

份。 

最終有效問卷數為88個樣本，其供應商的採樣樣本分佈為處理加工劑類 21份、

印染用藥劑類 42 份、整理加工與特化類 2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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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料分析方法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假說設立，本研究將採用 PLS 與 SPSS 統計分析軟體

來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與

結構方程模型來針對統計假設的驗證。 

在效度分析方面，指的是問卷的有效程度，其意涵為問卷能夠真正測得變

數性質的程度(周文賢，2002)。因此一份問卷，必須能夠達成測量的目的才算

是有效的」。以下便針對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的的內容進行說明： 

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所指為衡量工具(量表)的內容適切性，即涵蓋研

究主題的程度，涵蓋程度越高，則越能滿足內容效度之要求。先進行預試(Pre-

test)，如此便具備了合理的內容效度，但是內容效度在認定上受主觀判斷的影

響甚大，並以此界定受測量的概念其範圍以及判斷所作之測量能否真正代表此

範圍，因此無法運用統計量來加以檢測(周文賢，2002)。另一個重要指標，建

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則是對社會行為科學的測量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效度

指標，許多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依據假設性的構念來形成的，構念泛指具體的

特質或是抽象的概念，因而無法直接觀察，必須間接以變數來進行衡量，而所

使用的衡量變數也必須具備同一構念的理論基礎，因此建構效度是指衡量變數

能有效衡量某一構念的程度(周文賢，2002)。建構效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

理論發展與檢定的的必要條件(Cook and Campbell, 1979；黃芳銘，2004) 

在信度分析方面，信度(Reliability) 是指個別問項之可信度，所表示之意涵

為「衡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周文賢，2002)，在受測者能力不變的情況

下，兩份相同的題目在不同時間得分一致性的指標，或兩份不同題目但等值測

驗(平行測驗)在不同時間或相同時間得分一致性的指標(陳順宇，2007)，一般而

言有三種衡量指標：再測信度、折半信度、內部信度。(周文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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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測信度(Retest Reliability)為穩定性，其意涵為同一衡量工具對對於相同樣

本，在一段時間的前後各進行施測，其測試結果之接近程度。再測信度是兩次

衡量結果之相關係數，其數值介於-1 至 1 之間；此指標在優點上是符合信度的

基本定義，也就是一致性與穩定性，但是只有固定樣本研究(Panel Study) 才適

合以此指標進行計算，而為彌補此項缺點，便有以下折半信度應用。 

折半信度(Split Half Reliability)是指同一衡量工具對相同樣本的衡量問項被

隨機平分為兩個部份後，這兩部分衡量結果的相近程度。在計算上是兩部分衡

量結果總分的相關係數，數值同樣也是介於-1 至 1 之間；在優點上是彌補了再

測信度的缺點，資料只需蒐集一次，但是卻衍生出衡量問項必須增多為兩倍，

在內容上也必須相近，然而此舉可能會造成受訪者產生混淆或失去填答的耐

性。 

基於上述再測信度與折半信度的缺失，在檢測內部信度上，Cronbach’s α 成

為一項受到青睞的指標，此法之優點在於只需衡量一次，也不需額外增加題

項，兼具再測與折半兩信度之優點，再者 Cronbach’s α 在合理的假定下，依據

觀察值便可計算出數值，是目前最常應用的信度衡量指標。 

在以上信度指標的選擇上，學者仍較支持以 Cronbach’s α 進行檢驗，例

如：陳順宇 (2007) 指出，一份量表的信度常使用 Cronbach’s α 值來檢驗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所以本研究採用社會學研究中最常採用的 Cronbach’s α 值來檢

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在衡量標準上，學者有以下的建議，DeVellis（1991）認

為 Cronbach’sα 值若大於 0.7 者即為高信度，小於 0.35 者則表示信度過低；

Nunnally（1978）也認為在實務研究上 Cronbach’s α 值＞0.7 較好；陳順宇 

(2007) 也認為 α 值越大，表示測量有越高的內部一致性，對 α 值的要求也認為

應超過 0.7 為佳，故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0.7 做為問卷中量表信度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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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最後，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又稱

為為潛在變項模式(Latent Variable Models,LVM)(Moustaki et al., 2004)，早期稱為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Liner StructuralRelationship Model)進行資料與資料之間關係

的分析。而採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資料分析是因為，本研究變項有反映型指標

及形成型指標，因此採用 PLS 進行分析。一般而言許多研究者會採用多元迴歸

分析進行路徑分析，陳寬裕、王正華（2011）指出多元迴歸分析的優點是可以

同時使用多個自變數去預測一個依變數，它以最小平方法估計所有自變數對依

變數的解釋能力，並能在控制其他自變數的情況下，分析某個自變數對依變數

的單獨影響效果；然而，和其他的統計分析方法一樣，迴歸分析的應用有其本

身無法克服的限制，例如： 

(一) 迴歸模型通常假設變數可以被完全的測量出來，即不存在測量誤差。但

這種假設容易導致最小平方法的參數估計產生偏差。而且，在很多學術

領域中，研究變數通常都屬不可直接測量的潛在變數（ latent 

variables）。 

(二) 單一條的迴歸模型僅能表示出自變數對依變數的直接作用，但卻無法揭

示出可能存在的間接影響效果。  

而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以迴歸為基礎的多變量統計技術，是真正在分析

變異數的統計方法，它之所以能夠是一種全包式統計方法論是因為融合了因

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兩種統計方法(黃芳銘，

2004)，相較於傳統的統計方法，SEM 能將測量與分析進行整合，不僅可以

估計測量過程中各指標變項的測量誤差，同時也能夠評估測量的信效度，其

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變項的共變異數，能夠從分析中觀察變項的關聯情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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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模式與實際蒐集資料之間的差異，並藉由探討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

的因果關係來驗證理論，常用來執行 SEM 的統計軟體已有相當多，例如：

AMOS、LISREL、STATISTICA、EQS、MPLUS、PLS 等，本研究將採用

PLS 來進行研究模式的適配度以及研究假說之驗證。 

  



 

120 

 

第五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第一階段實證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紡織業採用 GCTS 意願的研究結果，主要探討

的是服務品質、滿意度與使用意圖；第二節為單一個案廠商導入該供應鏈 GTC

後的績效，以及其供應鏈成員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信任程度、資訊成熟化程

度以及資訊分享意願程度等，進行深入探討。 

一、 問卷前測分析 

研究前測以網路問卷形式進行，藉由系統平台傳遞問卷網址予有使用綠色

供應鏈 GTC 企業，主要對象為使用 GTC 經驗超過半年以上之使用者。前測施

測時間為民國 103 年 6 月 9 號至 11 號，共為期兩個工作天，共計收回 38 份問

卷，扣除 0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8 份。本研究利用 38 份進行前測分析驗

證性因素分析，以結構方程模型的測量模式檢驗量表所路徑係數是否達到顯著

水準，然後淘汰不佳的量表題目。 

分析的結果如表 5-1 所示。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時，當同一量表的所有

題項，均擁有高於 0.7以上的因素負荷量時，代表此一量表具有相當程度的收斂

效度。根據，表 5-1 的數據顯示，「企業態度」中第六題項與「滿意度」中第一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未達 0.5 之標準。 

為使結構模型建構時能達到較佳的結果，本研究針對此兩個題項，先進行

題意的修正，在企業態度的第 5 題原本題目為「貴公司對於參與國內外環保活

動與認證是主動積極。」修改為「貴公司對於國內外環保活動、環保標章認證

的取得是主動積極」。在企業態度的第 6 題原本題目為「您認為貴公司將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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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作為企業主要的驅動力」修改為「您認為貴公司將環境保護作為企業升級的

驅動力」；在滿意度第一題的原本題目為「在使用過綠色供應鏈 GTC 之後，您

對於該系統所提供的法規資訊內容令本公司感到滿意」修改為「在使用過

GTCS 之後，您對於該系統所提供的限用化學品的法規資訊內容令本公司感到

滿意」。 

透過提升問卷題目的詞意通順，並且與 2 位使用 GTCS 系統超過一年的業

界人員討論，其修正問卷文字使用的語彙錯誤，並重複進行確認，以期達到較

高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 

表 5- 1 驗證性因素表 

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雲端服務

品質 

1. 您覺得 GTC 系服務統提供者

所提供的教育訓練是有用

的。 

0.786 23.323 .812 .721 

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是在充分了解貴公司環保政

策與目標，才替貴公司規劃

導入服務系統的。 

0.778 22.43 

3.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 

0.827 43.232 

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總是依據貴公司的個別需

求，提供雲端系統導入的服

務。 

0.881 23.567 

5.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是以創造貴公司最大利益為

0.821 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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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出發點來提供服務。 

6.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的系統

功能總是穩定的。 

0.821 21.789 

7.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的網路

性能是穩定快速的。 

0.734 34.121 

8.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的服務

人員都具備足夠的資訊技術

專業背景。 

0.792 21.213 

9.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總是快

速解決貴公司在面對環保法

規所遭遇的問題。 

0.577 16.321 

10. 在國際組織或全球知名品牌

商更新限用化學品政策與項

目時，GTC 服務系統總是能

自動更新至最新版本並主動

通知，沒有產生時差延遲的

現象。 

0.915 35.212 

11. 您覺得為 GTC 服務系統提供

者總是在承諾的時間內提供

服務。 

0.832 21.108 

12. 對於客戶的問題，您認為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總是誠

心誠意的解決貴公司的問

題。 

0.845 25.622 

13. GTC 服務系統總是能夠正確

紀錄與更新最新限用化學品

政策項目與內容 

0.798 3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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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1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有很高

的使用彈性，讓貴公司在操

作上不必遷就該系統（如：

使用人數的變動/服務功能的

增加與修改）。 

0.775 38.325 

15.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對於各

個服務模組有很高的購買彈

性，貴公司只訂購自己需要

的模組，沒有浪費。（如：綠

色採購、綠色託工、自有限

用化學品管理、限用化學品

法規訂閱）。 

0.754 41.836 

16. GTC 服務系統能夠在其他的

設備上使用(如平板、手機、

APP)。 

0.860 22.713 

17.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在操作

上是簡單的、容易的 

0.824 46.454 

18.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的

使用說明與操作手冊內容是

容易了解的。 

0.916 35.670 

19.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提供令人滿意的資料備份與

復原的服務。 

0.810 12.204 

20.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有定期檢查綠色供應鏈 GTC

資訊安全上的漏洞，讓您很

放心。 

0.840 34.090 

21.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上的資

料一切都有經過加密，非常

0.866 4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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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安全。 

2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的資料

保密技術是讓人滿意的。 

0.623 26.432 

知覺環境

法令規範 

1.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台灣

環保規範的越來越嚴格，以

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0.804 11.345 .732 .721 

2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國際

環保公約制定的越來越嚴

格，以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

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0.706 32.879 

3.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國際間

推動禁用化學品越來越嚴

格，以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

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0.707 45.321 

4.  您覺得貴公司是因為客戶限

用化學品管制的要求下，才

主動推行綠色供應鏈並加入

GTC，以達到接單門檻 

0.611 3.657 

企業環保

態度 

1.  貴公司常舉行相關環保訓練

的課程以提高員工對環境保

護的認知與重視。 

0.842 7.234 .733 .432 

2.  貴公司願意為了環境保護會 

去尋求符合環保要求的替代 

原料。 

0.652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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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3. 貴公司會犧牲部份商業利潤

而主動採用較高成本但對環

境有善的原物料。 

0.876 8.23 

4. 貴公司於產品設計、開發、

製造與銷售活動中，積極落

實環境保護的理念。 

0.521 4.210 

5. 貴公司對於國內外環保活

動、環保標章認證的取得是

主動積極。 

0.488 2.624 

6. 貴公司將環境保護作為企業

升級與優化的驅動力。 

0.421 2.12 

7. 貴公司的經營理念與發展策

略是以環境保護與大自然和

諧為基礎。 

0.611 3.657 

知覺有用

性 

1.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可

以提高了貴公司在綠色供應鏈

管理上的表現。 

0.782 10.348 .812 .754 

2.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

可以增加貴公司的生產力。 

0.800 19.288 

3.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

可以增強貴本公司的工作績

效。 

0.811 20.729 

4.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

可以提高貴本公司的工作效

率。 

0.795 14.178 

5. 整體來說，您認為使用 GTC

服務系統對貴公司是有用

0.782 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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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的。 

滿意度 1.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

後，您覺得該系統所提供的

限用化學品的法規資訊內容

令本公司感到滿意。 

0.441 0.769 .781 .582 

2.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

後，您覺得該雲端服務的系

統功能令本公司感到滿意。 

0.786 9.920 

3.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

後，您覺得該雲端服務的客

戶回應與服務令本公司感到

滿意。 

0.774 27.685 

4.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

後，您覺得改善了公司內部

的作業效率與強化系統整

合，令貴公司感到滿意。 

0.762 13.901 

信任 1.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

供者對貴公司的關心是真誠

的。 

0.720 33.456 .887 .812 

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

供者是值得信賴的。 

0.605 15.206 

3.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是值得

保證的。 

0.819 63.672 

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

供者在進行重大服務決策

時，都會優先考慮到我們公

司的使用權利。 

0.838 4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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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 題項 

因素

負荷

量 

t 值 CR AVE 

5. 您覺得在面對新產品開發與

制定綠色政策重要事情時，

貴公司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統上的資訊服務。 

0.891 42.310 

6.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

供者對於貴公司的合約與服

務保證總是符合當初所承諾

的。 

0.781 55.050 

持續使用 1. 當有需要紡織產業環境規範

與法規資訊服務時，貴公司

會使用 GTC 服務系統 

0.874 15.545 .856 .743 

2. 您認為在面對新產品開發與

制定綠色政策重要事情時，

貴公司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統的資訊服務。 

0.932 26.342 

3. 未來我會繼續使用 GTC 服務

系統 

0.747 14.134 

4. 貴公司覺得就算有其他的綠

色供應鏈 GTC 可以選擇，本

公司仍然會繼續使用 GTC 服

務系統 

0.746 23.320 

5. 貴公司會推薦同業或商業夥

伴使用 GTC 服務系統 

0.900 34.457 

  



 

128 

 

二、 正式樣本資料敘述性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 5- 2 變項平均數 (刪除題項之平均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雲端服務品質-和諧程度 209 3.63 .793 .055 

雲端服務品質-回應程度 209 3.50 .809 .056 

雲端服務品質-信賴程度 209 3.06 .913 .063 

雲端服務品質-彈性程度 209 3.35 .801 .055 

雲端服務品質-操作程度 209 3.64 .832 .058 

雲端服務品質-安全程度 209 3.86 .624 .043 

雲端整體構面 209 3.56 .739 .051 

知覺環保規範構面 209 3.57 .782 .054 

企業環保態度構面 209 3.83 .753 .052 

知覺有用構面 209 3.71 .723 .050 

滿意度構面 209 3.71 .640 .044 

信任構面 209 3.85 .647 .045 

持續使用構面 209 3.80 .678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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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平均數 3 檢定值 

表 5- 3：與平均數 3 檢定值 

 

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3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

異 

差異的 95% 信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雲端服務品質-和諧

程度 
11.423  208  .000  .627  .52  .73  

雲端服務品質-回應

程度 
8.888  208  .000  .498  .39  .61  

雲端服務品質-信賴

程度 
.909  208  .364  .057  -.07  .18  

雲端服務品質-彈性

程度 
6.303  208  .000  .349  .24  .46  

雲端服務品質-操作

程度 
11.137  208  .000  .641  .53  .75  

雲端服務品質-安全

程度 
19.955  208  .000  .861  .78  .95  

雲端整體構面 10.857  208  .000  .555  .45  .66  

知覺環保規範構面 10.619  208  .000  .574  .47  .68  

企業環保態度構面 15.901  208  .000  .828  .73  .93  

知覺有用構面 14.252  208  .000  .713  .61  .81  

滿意度構面 15.996  208  .000  .708  .62  .80  

信任構面 18.920  208  .000  .847  .7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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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方法變異檢驗與因素分析 

本研究透過自陳式的測量工具中，從研究對象蒐集相關數據加以分析資

料，由於這些資料包含了研究架構中的自變項與依變項，且是以單一問卷向同

一母群體蒐集而得，因此容易產生同源偏差（Single Source Bias），也就是研究

上常見的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所導致的偏差

（Avolio， Yammarion & Bass， 1991）。共同方法變異可能導致構念間相關性

的膨脹或減弱，甚至造成虛假的主效果。Podsakoff 及  Organ（1986）將 

Harman 的單因素檢定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視為解決共同方法變異的

事後補救措施。因此本研究也採用 Harman’s 單因子檢定法來進行共同方法變

異，並根據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的建議，將所有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Exploratory Factory Analysis; EFA），如果只跑出一個因子或某個因子的解

釋力特別大（>50%），即可判定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將所有題項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沒有特別某個因子的解釋力特別大，僅為 38.297%，

顯示本研究沒有顯著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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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成份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1 23.361 38.297 38.297 23.361 38.297 38.297 

2 4.746 7.781 46.078 4.746 7.781 46.078 

3 3.430 5.623 51.701 3.430 5.623 51.701 

4 2.589 4.245 55.945 2.589 4.245 55.945 

5 2.176 3.568 59.513 2.176 3.568 59.513 

6 1.832 3.003 62.516 1.832 3.003 62.516 

7 1.608 2.636 65.152 1.608 2.636 65.152 

8 1.399 2.293 67.445 1.399 2.293 67.445 

9 1.228 2.013 69.458 1.228 2.013 6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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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轉軸後因子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雲端 1 .789 .067 .164 .084 .116 -.047 .019 .131 .007 

雲端 2 .759 .040 .199 .117 .095 -.009 -.023 .088 -.001 

雲端 3 .782 .035 .220 .053 .068 .025 .121 .018 -.047 

雲端 4 .704 .000 .118 .157 .054 .009 .009 .442 -.046 

雲端 5 .583 .081 -.020 .137 .083 .034 .011 .561 .035 

雲端 6 .629 .104 .085 .164 .071 .030 -.138 .165 .165 

雲端 7 .628 .038 .136 .302 .171 -.005 .252 -.024 .069 

雲端 8 .786 .024 .183 .078 .148 -.013 -.010 -.032 -.121 

雲端 9 .476 .019 .675 .130 .081 .007 .030 .004 -.057 

雲端 10 .338 -.011 .770 .137 .103 .081 .073 -.002 -.033 

雲端 11 .380 -.137 .657 .187 .106 .050 .161 .165 -.141 

雲端 12 .423 .029 .660 .178 .044 -.015 .026 .051 .165 

雲端 13 .290 .043 .619 .195 .033 -.083 .207 .099 -.027 

雲端 14 .196 -.032 .657 .130 .295 -.050 -.058 -.073 .075 

雲端 15 .772 -.018 .134 .140 .173 .027 .040 -.016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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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雲端 16 .418 .015 .220 .124 .091 .036 .594 -.016 -.143 

雲端 17 .379 .058 .277 .024 .420 -.145 .116 .032 .217 

雲端 18 .628 -.070 .178 .317 .112 -.006 .202 .002 .019 

雲端 19 .478 -.070 .321 .212 .187 .016 -.027 .087 .249 

雲端 20 .435 .038 .197 .256 .101 .036 .058 .192 .378 

雲端 21 .505 .043 .211 .386 .190 .007 -.005 -.035 .321 

雲端 22 .277 -.046 .179 .602 .200 -.068 .061 .042 -.062 

知覺環保規範 1 .092 .784 -.090 -.051 -.004 -.137 -.113 .119 -.051 

知覺環保規範 3 -.065 .714 .065 -.046 .008 -.024 -.039 .054 -.092 

知覺環保規範 4 -.043 .690 .023 -.005 -.001 -.079 .184 .065 .052 

企業環保態度 1 .019 .857 -.024 .000 .044 .041 .120 .034 .103 

企業環保態度 2 .100 .863 -.035 .033 -.012 .029 -.030 -.078 -.007 

企業環保態度 3 .121 .721 -.085 .070 -.020 .036 .134 -.227 .233 

企業環保態度 4 .061 .733 -.076 .082 .021 .241 .040 -.205 .114 

企業環保態度 5 .052 .722 .047 -.026 .062 .254 .020 .020 -.164 

企業環保態度 6 .037 .691 .101 -.060 .012 .218 -.238 .00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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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企業環保態度 7 .037 .811 .004 .024 -.046 .093 .004 .057 .014 

知覺有用 1 .002 .456 -.057 -.021 .005 .694 .035 -.150 .061 

知覺有用 2 -.083 .544 .019 .013 .010 .505 -.184 .284 -.131 

知覺有用 3 -.036 .542 .014 -.057 -.034 .699 .025 -.025 -.034 

知覺有用 4 -.097 .589 .063 .017 .007 .522 -.050 .226 -.049 

知覺有用 5 .002 .589 -.026 -.051 -.064 .506 .038 .012 .102 

滿意度 1 .512 -.014 .074 .299 .216 -.236 -.058 -.054 -.103 

滿意度 2 .401 .056 .201 .089 .598 -.095 -.057 -.008 .013 

滿意度 3 .695 -.018 .178 .209 .261 -.026 .057 .027 -.185 

滿意度 4 .432 .046 .213 .235 .316 -.006 .248 -.011 -.478 

信任 1 .334 .026 .244 .381 .176 -.005 .170 .435 .110 

信任 2 .197 -.049 .102 .695 .289 -.037 .042 .091 -.019 

信任 3 .338 -.004 .243 .673 .159 .178 -.051 -.088 .204 

信任 4 .390 .058 .135 .641 .108 -.076 -.030 .086 .016 

信任 5 .578 .035 .239 .560 .164 -.016 .107 -.050 .037 

信任 6 .297 -.008 .125 .519 .103 -.037 .333 .193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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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持續使用 1 .478 -.036 .179 .228 .619 -.028 -.024 .005 -.148 

持續使用 2 .699 -.010 .180 .353 .338 -.022 .009 .013 -.103 

持續使用 3 .565 -.088 .202 .261 .103 -.008 .032 -.056 -.084 

持續使用 4 .544 -.014 .152 .359 .321 .022 .243 .051 -.124 

持續使用 5 .699 -.017 .190 .307 .357 -.015 .106 .049 -.180 

本研究第一階段模型經過最大變異法轉軸後，共可萃取出 9 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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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問卷測量模式分析 

為了衡量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本研究參考結構方程式的分析應用，

採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sat Square, PLS)進行分析，PLS 旨在極大化依變項中

能為自變項所解釋的變異量，可以同時處理反映性和形成性指標，以極小化樣

本共變數矩陣與隱含共變數矩陣間之差距為目標的 LISREL 僅能處理反映型指

標的模型。由於本研究「雲端服務品質變項」為形成型構面，因此本研究在結

構模式分析部分，採用 SmartPLS 軟體進行分析。 

正式問卷共計 61 題項。在本研究 PLS 的分析與估計，預計分為兩個步驟，

第一階段先針對測量模式進行分析，以避免因測量誤差而造成研究模式產生誤

差的情況；在完成測量模式檢驗後，即可進行結構模式分析，來驗證研究模式

與模式中各變數之因果關係。進行測量模式是為了得到一個可接受的測量模

式，依學者之見解，測量模式可以從內容效度與各構面是否符合單構面尺度

(Single-dimension Scale)、信度、建構效度（其中包含收斂與區別兩校度）來進

行檢定（Bagozzi and Yi, 1988; Bagozzi, 1993）。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係以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來衡量

問卷內部一致性，另以構面變異量抽取值和其相關係數平方值檢驗區別效度，

再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各構面測量標之信度與效度，最後進行結構模型適

配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共包含雲端服務品質、知覺環境法令規範、企業環保態度、確

認、知覺有用性、滿意度、信任與持續使用，八個構面，共有 61 個題項，一個

量表對信度越高，即表示此量表愈具穩定性。問卷整體 Cronbach’s α 為.851，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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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之 Cronbach’s α分別為：雲端服務品質（0.9697）、知覺環境法令規範

（ 0.8452）、企業環保態度（ 0.8358 ）、知覺有用性（ 0.8239 ）、滿意度

（0.7889）、信任（0.9095）與持續使用（0.9201)。本問卷整體問項及構面之α

值皆大於 0.7，顯示此份問卷信度高，具可靠性。 

(二) 個別題項效度 

個別題向效度乃第一種收斂效度評斷標準之一。效度是指衡量題項能夠測

驗出所欲探討之問題的程度（吳明隆，2011），藉由觀察變項間的因素負荷量為

評估效度的指標，如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達到顯著水準（p<0.05，t 的絕對值

大於 1.96），即代表測量指標有良好的效度。 

本研究各構面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在企業環保態度題項一、題項三、

題項五與到題項六，故刪除因素負荷量較差的題項，所以本研究各測量指標均

能有效反映各潛在變項之特質，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三) 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 

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第二種收斂效度評斷標準。利用各潛在變項之各測量

指標因素負荷量數值，可計算出該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可用以檢定潛在變項的信度指標，是模式內在品質的判別準則之一，組合信度

數值在 0.6 以上，則代表模式的內在品質理想（吳明隆，2010）。本研究之測

量模式中各構面之組合信度值介於 0.85-0.94 之間，主要在於企業環保態度此變

項之組合信度過低，後續將刪除題項，再進行分析。 

(四)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量抽取值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乃第三種收斂效度評斷標準。平均變異數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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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 －AVE）是潛在變項可以解釋其指變項變異量的

比值，為聚斂效度的指標之一，平均變異數抽取量數值愈大，指標變項被潛在

變項構念解釋的變異量百分比就愈大，一般判別標準應大於 0.5（吳明隆，

2010）。本研究之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介於 0.551-0.759 之間（見表 5-6），主要在

企業環保態度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表現較差，後續將刪除相關題項，再進行分

析。 

表 5- 6：一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未刪除題項) 

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知覺環境法令

規範 

1.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台灣環保規範的越

來越嚴格，以致使得

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785 26.709 .851 .657 

2.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國際環保公約制定

的越來越嚴格，以致

使得紡織業綠色供應

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

高。 

.826 32.792 

3.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國際間推動禁用化

學品越來越嚴格，以

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

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

越高。 

.821 29.550 

4.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客戶限用化學品管

制的要求下，才主動

推行綠色供應鏈並加

.812 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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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GTC，以達到接單

門檻 

企業環保態度 1.  貴公司常舉行相關環

保訓練的課程以提高

員工對環境保護的認

知與重視。 

.980 0.051 .083

5 

.141 

2. 貴公司願意為了環

境保護會去尋求符合

環保要求的替代原

料。 

-.017 2.12 

3. 貴公司會犧牲部份商

業利潤而主動採用較

高成本但對環境有善

的原物料。 

.062 0.224 

4. 貴公司於產品設計、

開發、製造與銷售活

動中，積極落實環境

保護的理念。 

-.076 1.235 

5. 貴公司對於國內外環

保活動、環保標章認

證的取得是主動積

極。 

-.003 0.011 

6. 貴公司將環境保護作

為企業升級與優化的

驅動力。 

-.121 0.371 

7. 貴公司的經營理念與

發展策略是以環境保

護與大自然和諧為基

礎。 

-.086 1.467 

知覺有用性 1.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提高了貴公司

在綠色供應鏈管理上的

.801 26.402 .908 .666 



 

140 

 

表現。 

2.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增加貴公

司的生產力。 

.826 30.972 

3.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增強貴本

公司的工作績效。 

.814 29.721 

4.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提高貴本

公司的工作效率。 

.800 29.104 

5. 整體來說，您認為使

用 GTC 服務系統對貴

公司是有用的。 

.839 35.161 

滿意度 1.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系

統所提供的限用化學

品的法規資訊內容令

本公司感到滿意。 

.356 3.282 .818 .551 

2.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雲

端服務的系統功能令

本公司感到滿意。 

.886 46.483 

3.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雲

端服務的客戶回應與

服務令本公司感到滿

意。 

.878 52.803 

4.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改善

了公司內部的作業效

率與強化系統整合，

令貴公司感到滿意。 

.722 1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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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1.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對貴公司

的關心是真誠的。 

.788 23.889 .933 .701 

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是值得信

賴的。 

.772 29.967 

3.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是值得保證的。 

.859 35.127 

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在進行重

大服務決策時，都會

優先考慮到我們公司

的使用權利。 

.858 35.541 

5. 您覺得在面對新產品

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

重要事情時，貴公司

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統上的資訊服務。 

.887 51.019 

6.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對於貴公

司的合約與服務保證

總是符合當初所承諾

的。 

.854 38.701 

持續使用 1. 當有需要紡織產業環

境規範與法規資訊服

務時，貴公司會使用

GTC 服務系統 

.871 41.632 .940 .759 

2. 您認為在面對新產品

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

重要事情時，貴公司

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統的資訊服務。 

.910 7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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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我會繼續使用

GTC 服務系統 

.844 30.946 

4. 貴公司覺得就算有其

他的綠色供應鏈 GTC

可以選擇，本公司仍

然會繼續使用 GTC 服

務系統 

.811 31.548 

5. 貴公司會推薦同業或

商業夥伴使用 GTC 服

務系統 

.915 7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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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模型中，針對雲端服務品質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故當雲端

服務品質為潛在購面時，其衡量變數為和諧關係、反應性、可靠性、彈性、操

作性與安全性。由表5-7顯示，雲端服務品質之內部一致性達到可接受之範圍。 

表 5- 7：雲端服務品質二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未刪除題項) 

二 階 潛

在變項 

一階潛

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 

量抽取

值 

雲 端 服

務品質 

和諧關

係 

1. 您覺得 GTC 系服務

統提供者所提供的

教 育 訓 練 是 有 用

的。 

.882 56.288 0.938 0.752 

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是在充分

了解貴公司環保政

策與目標，才替貴

公司規劃導入服務

系統的。 

.845 34.472 

3.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具備足夠

的專業知識。 

.862 34.252 

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總是依據

貴 公 司 的 個 別 需

求，提供雲端系統

導入的服務。 

.899 64.002 

5.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是以創造

貴公司最大利益為

出 發 點 來 提 供 服

.849 3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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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反應性 6.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的系統功能總是

穩定的。 

.839 35.649 0.898 0.689 

7.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的網路性能是穩

定快速的。 

.841 40.692 

8.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的服務人員都具

備足夠的資訊技術

專業背景。 

.858 39.673 

9.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總是快速解決貴

公司在面對環保法

規所遭遇的問題。 

.782 26.814 

可靠性 10. 在國際組織或全球

知名品牌商更新限

用化學品政策與項

目時，GTC 服務系

統總是能自動更新

至最新版本並主動

通知，沒有產生時

差延遲的現象。 

.916 65.794 0.932 0.822 

11. 您覺得為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總是在

承諾的時間內提供

服務。 

.904 57.598 

12. 對於客戶的問題，

您認為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總是誠心

誠意的解決貴公司

的問題。 

.901 6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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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 13. GTC 服務系統總是

能夠正確紀錄與更

新最新限用化學品

政策項目與內容 

.863 45.628 0.890 0.721 

1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有很高的使用彈

性，讓貴公司在操

作上不必遷就該系

統（如：使用人數

的變動/服務功能的

增加與修改）。 

.885 50.039 

15.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對於各個服務模

組有很高的購買彈

性，貴公司只訂購

自己需要的模組，

沒有浪費。（如：綠

色 採 購 、 綠 色 託

工、自有限用化學

品管理、限用化學

品法規訂閱）。 

.816 42.400 

操作性 16. GTC 服務系統能夠

在其他的設備上使

用(如平板、手機、

APP)。 

.855 35.142 0.920 0.794 

17.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在操作上是簡單

的、容易的 

.896 60.192 

18.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的使用說明

與操作手冊內容是

容易了解的。 

.922 84.645 

安全性 19.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提供令人

滿意的資料備份與

.897 53.839 0.919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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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的服務。 

20.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提供者有定期檢

查綠色供應鏈 GTC

資 訊 安 全 上 的 漏

洞，讓您很放心。 

.872 29.122 

21.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上的資料一切都

有經過加密，非常

安全。 

.979 35.786 

2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

統的資料保密技術

是讓人滿意的。 

0.795 28.286 

由於第一次分析，問卷題項之企業環保態度題項一、題項三、題項五與到

題項六，因素負荷量皆小於 0.5，題項表現較差，導致組合信度與平均數變異量

抽取值較低，故本研究刪除相關題項再進行第二次分析。根據表5-7結果顯示，

刪除相關題項後，組合信度數值整體符合在 0.6 以上，本研究之測量模式中各

構面之組合信度值介於 0.829-0.940 之間。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也符合標準 0.5 以

上，本研究之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介於 0.666-0.759 之間，代表本研究模式內在品

質良好。 

  



 

147 

 

表 5- 8：一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刪除題項後) 

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 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知覺環境法令

規範 

1.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台灣環保規範的越

來越嚴格，以致使得

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692 16.993 .8977 .6893 

2.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國際環保公約制定

的越來越嚴格，以致

使得紡織業綠色供應

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

高。 

.894 46.297 

3.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國際間推動禁用化

學品越來越嚴格，以

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

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

越高。 

.812 28.232 

4.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

為客戶限用化學品管

制的要求下，才主動

推行綠色供應鏈並加

入 GTC，以達到接單

門檻 

0.905 54.311 

企業環保態度 1.  貴公司常舉行相關環

保訓練的課程以提高

員工對環境保護的認

知與重視。 

-- -- .8947 .7408 

1. 2.  貴公司願意為了環境 .904 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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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 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2. 保護會去尋求符合環 

3. 保要求的替代原料。 

3. 貴公司會犧牲部份商

業利潤而主動採用較

高成本但對環境有善

的原物料。 

-- -- 

4. 貴公司於產品設計、

開發、製造與銷售活

動中，積極落實環境

保護的理念。 

.926 3.534 

5. 貴公司對於國內外環

保活動、環保標章認

證的取得是主動積

極。 

-- -- 

6. 貴公司將環境保護作

為企業升級與優化的

驅動力。 

-- -- 

7. 貴公司的經營理念與

發展策略是以環境保

護與大自然和諧為基

礎。 

.748 2.659 

知覺有用性 1.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提高了貴公司

在綠色供應鏈管理上的

表現。 

-- -- .8943 .7396 

2.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增加貴公

司的生產力。 

.897 4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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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 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3.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增強貴本

公司的工作績效。 

.885 41.339 

4.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

系統，可以提高貴本

公司的工作效率。 

-- -- 

5. 整體來說，您認為使

用 GTC 服務系統對貴

公司是有用的。 

.794 30.975 

滿意度 1.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系

統所提供的限用化學

品的法規資訊內容令

本公司感到滿意。 

-- -- .8294 .7085 

2.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雲

端服務的系統功能令

本公司感到滿意。 

.832 25.134 

3.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該雲

端服務的客戶回應與

服務令本公司感到滿

意。 

-- -- 

4.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

統之後，您覺得改善

了公司內部的作業效

率與強化系統整合，

令貴公司感到滿意。 

.852 38.398 

1.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783 25.237 .9327 .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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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 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信任 
服務提供者對貴公司

的關心是真誠的。 

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是值得信

賴的。 

-- -- 

3.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是值得保證的。 

.857 37.841 

4.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在進行重

大服務決策時，都會

優先考慮到我們公司

的使用權利。 

.875 46.545 

5. 您覺得在面對新產品

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

重要事情時，貴公司

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統上的資訊服務。 

.900 60.505 

6.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

服務提供者對於貴公

司的合約與服務保證

總是符合當初所承諾

的。 

.868 46.519 

持續使用 1. 當有需要紡織產業環

境規範與法規資訊服

務時，貴公司會使用

GTC 服務系統 

.871 42.304 .9402 .759 

2. 您認為在面對新產品

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

重要事情時，貴公司

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

.910 7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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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潛在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 值 組 合

信度 

平均數

變異量

抽取值 

統的資訊服務。 

3. 未來我會繼續使用

GTC 服務系統 

.845 31.787 

4. 貴公司覺得就算有其

他的綠色供應鏈 GTC

可以選擇，本公司仍

然會繼續使用 GTC 服

務系統 

.812 26.692 

5. 貴公司會推薦同業或

商業夥伴使用 GTC 服

務系統 

.915 74.189 

 

雲端服務品質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故當雲端服務品質為潛在購面

時，其衡量變數為和諧關係、反應性、可靠性、彈性、操作性與安全性。由表

5-9 顯示，雲端服務品質之內部一致性達到可接受之範圍。 

表 5- 9：雲端服務品質二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刪除題項後) 

二階潛

在變項 

一 階

潛 在

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變異

量抽取值 

雲端服

務品質 

和 諧

關係 

1. 您覺得 GTC 系服

務統提供者所提

供的教育訓練是

有用的。 

.882 56.796 0.9720 0.6130 

2.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是在

充分了解貴公司

.845 3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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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潛

在變項 

一 階

潛 在

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變異

量抽取值 

環 保 政 策 與 目

標，才替貴公司

規劃導入服務系

統的。 

3.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具備

足 夠 的 專 業 知

識。 

.862 35.055 

4.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總是

依據貴公司的個

別需求，提供雲

端系統導入的服

務。 

.889 62.347 

5.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是以

創造貴公司最大

利益為出發點來

提供服務。 

.849 37.023 

反 應

性 

6.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的系統功能

總是穩定的。 

.839 35.668 0.8988 0.689 

7.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的網路性能

是穩定快速的。 

.841 40.579 

8.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的服務人員

都具備足夠的資

訊 技 術 專 業 背

景。 

.858 4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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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潛

在變項 

一 階

潛 在

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變異

量抽取值 

9.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總是快速解

決貴公司在面對

環保法規所遭遇

的問題。 

.782 25.974 

可 靠

性 

10. 在國際組織或全

球知名品牌商更

新限用化學品政

策 與 項 目 時 ，

GTC 服務系統總

是能自動更新至

最新版本並主動

通知，沒有產生

時 差 延 遲 的 現

象。 

.916 70.489 0.9328 0.8223 

11. 您覺得為 GTC 服

務系統提供者總

是在承諾的時間

內提供服務。 

.904 56.932 

12. 對 於 客 戶 的 問

題，您認為 GTC

服務系統提供者

總是誠心誠意的

解決貴公司的問

題。 

.901 69.357 

彈性 13. GTC 服務系統總

是能夠正確紀錄

與更新最新限用

化學品政策項目

與內容 

.863 44.710 0.8909 0.7315 

14.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有很高的使

.885 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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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潛

在變項 

一 階

潛 在

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變異

量抽取值 

用彈性，讓貴公

司在操作上不必

遷 就 該 系 統

（如：使用人數

的變動 /服務功能

的增加與修改）。 

15.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對於各個服

務模組有很高的

購買彈性，貴公

司只訂購自己需

要的模組，沒有

浪費。（如：綠色

採 購 、 綠 色 託

工、自有限用化

學品管理、限用

化 學 品 法 規 訂

閱）。 

.816 43.744 

操 作

性 

16. GTC 服務系統能

夠在其他的設備

上使用(如平板、

手機、APP)。 

.855 34.886 0.9205 0.7944 

17.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在操作上是

簡單的、容易的 

.896 58.943 

18.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的使用

說明與操作手冊

內容是容易了解

的。 

.922 88.629 

安 全 19.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提供

.897 54.698 0.9199 0.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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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潛

在變項 

一 階

潛 在

變項 

題項 標準化

因素負

荷量 

t值 組合

信度 

平均數變異

量抽取值 

性 令人滿意的資料

備份與復原的服

務。 

20.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提供者有定

期檢查綠色供應

鏈 GTC 資訊安全

上的漏洞，讓您

很放心。 

.872 28.762 

21.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上的資料一

切 都 有 經 過 加

密，非常安全。 

.879 37.239 

22. 您覺得 GTC 服務

系統的資料保密

技術是讓人滿意

的。 

.795 2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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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效度可藉由衡量不同構面之測量變項間存在的差異來評估，判斷準則

則為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之開根號需大於其他不同變項間的相關係

數，則可認為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依據表 5-10 所

示，各項數據皆在上述標準之內，顯著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 5- 10：構面間之變異量抽取值與相關係數 

 持續使用 
企業對環保

態度 

環保法令\

規範 
滿意度 信任 知覺有用 

持續使用 0.871206 0 0 0 0 0 

企業對環保

態度 
0.0679 0.860697 0 0 0 0 

環保法令\

規範 
0.7503 0.0265 0.830241 0 0 0 

滿意度 0.7324 0.0492 0.7799 0.841724 0 0 

信任 0.8342 0.1697 0.6728 0.7151 0.857555 0 

知覺有用 0.6908 -0.0716 0.7981 0.7458 0.6324 0.86  

在服務模式中，最主是透過 e 化的導入建立起體系間綠色採購與生產的控

管機制，降低人為的疏忽所導致大貨退貨的機率；初期，企業會針對綠色環保

地議題進行供應商與委外協力廠的說明會；未來推動目的在於讓體系成員了解

到目前大環境的變遷與未來市場的發展趨勢，進行延伸至目前國際品牌客戶的

需求，透過此方式慢慢建立台灣業者對於環保的重視，進而認同本服務系統的

推動；第二階段責任將目前有關綠色採購、綠色生產的流程規範進行說明，並

於每個細節中強調控管的重點與議題，以此角度切入加入使用的業者所需配合

的方向與程序，並詢問相關成員參予的意願程度與現有電子化程度，若上述程

序完成後，則企業將於採購作業的程序中，請採購人員只需完成請購需求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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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單據傳至採購系統上，系統即會針對其所欲採購的項目主動針對現有綠色合

格供應商進行線上報價的需求，此一階段即是改變了過去人工收尋與驗證的模

式，透過合格驗證資訊的集中式彙總與管理，更可提高資訊的利用率提高作業

的效率。對於國外品牌商而言，則可以透過單一窗口的服務利用定單號與布種

編號查詢到產品開發過程中的所有資訊，除了環保產品的規格、製程與用料資

訊外，可以針對該布種的供應商與協外協力廠所提供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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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與表 5-12 為針對第一階段分析用的回收與未回收的廠商種類樣本進

行資本額以及員工數的卡方檢定結果。 

表 5- 11：雲端服務品質樣本之資本額卡方分析結果表 

資本額 * 1有回收/0未回收 交叉表 

 1表示有回收的樣本 

0表示未回收的樣本 

總和 

未回收 已回收. 

資 本

額 

1. 

個數 10 62 72 

在 資本額 500萬之內的 13.9% 86.1%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32.3% 29.7% 30.0% 

整體的 % 4.2% 25.8% 30.0% 

2. 

個數 15 89 104 

在 資本額 500 萬至 1000 萬 之

內的 
14.4% 85.6%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48.4% 42.6% 43.3% 

整體的 % 6.2% 37.1% 43.3% 

3. 

個數 6 58 64 

在 資本額 1000萬以上的 9.4% 90.6%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19.4% 27.8%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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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 % 2.5% 24.2% 26.7% 

總和 

個數 31 209 240 

在資本額類別之內的 12.9% 87.1% 100.0% 

在是否回收類別 之內的 100.0% 100.0% 100.0% 

整體的 % 12.9% 87.1% 100.0%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984a 2 .611 

概似比 1.041 2 .594 

有效觀察值的

個數 
240   

a. 0格 (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8.27。 

 

從表 5-9 之 Pearson 卡方值得知，資本額對於有回收與未回收這兩群沒有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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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雲端服務品質樣本之員工數卡方分析結果表 

員工人數 * 1有回收/0未回收 交叉表 

 1表示有回收的樣本 

0表示未回收的樣本 

總和 

未回收 已回收. 

員工人數 

1. 

個數 19 84 103 

在 員工人數 10人之內的 18.4% 81.6% 100.0% 

在 1 有回收/0 未回收 之

內的 
61.3% 40.2% 42.9% 

整體的 % 7.9% 35.0% 42.9% 

2. 

個數 8 82 90 

在 員工人數 10~50 人 之

內的 
8.9% 91.1% 100.0% 

在 1 有回收/0 未回收 之

內的 
25.8% 39.2% 37.5% 

整體的 % 3.3% 34.2% 37.5% 

3. 

個數 4 43 47 

在 員工人數 50人以上的 8.5% 91.5% 100.0% 

在 1 有回收/0 未回收 之

內的 
12.9% 20.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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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的 % 1.7% 17.9% 19.6% 

總和 

個數 31 209 240 

在員工人數類別之內的 12.9% 87.1% 100.0% 

在是否回收類別 之內的 100.0% 100.0% 100.0% 

整體的 % 12.9% 87.1% 100.0% 

 

表 5- 13：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4.909a 2 .086 

概似比 4.862 2 .088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240   

a. 0格 (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6.07。 

從表 5-10Pearson 卡方值得知，員工數對於有回收與未回收這兩群沒有差別。 

為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2.0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潛在變數因果關係分析與檢

定，並以 R2 判斷研究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研究架構所提出的假設，如圖 5-1

顯示，虛線代表未達顯著。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下： 



 

162 

 

 

圖 5- 1 本研究第一階段架構驗證 

由圖 5-1 可知，GTC、對環保的重視程度、環保法令規範、知覺有用、滿

意度、信任與持續使用意願等變項間之路徑關係與參數估計結果，茲將整理如

下： 

1. 使用綠色雲端系統顧客在「雲端系統服務品質」對「知覺有用」有正向之

直接影響獲得支持，達極顯著水準。 

2. 使用綠色雲端系統顧客在「雲端系統服務品質」對「滿意度」有正向之直

接影響獲得支持，達極顯著水準。 

3. 使用綠色雲端系統顧客在「環保法令規範」對「知覺有用」有正向之直接

影響獲得支持，達極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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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綠色雲端系統顧客在「知覺有用」對「滿意度」有正向之直接影響獲

得支持，達顯著水準。 

5. 使用綠色雲端系統顧客在「知覺有用」、「滿意度」與「信任」對「持續使

用意願」有正向直接影響獲得支持，達顯著水準。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共分為七個部份來解釋說明： 

(一) 「雲端系統服務品質」對「知覺有用」有正向之直接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Spreng & Chiou, 2002)、McKinney et al.(2002)所證實之結果是

一致的，都可以發現，服務品質對知覺有用有顯著的影響。而本研究中，雲端

系統服務品質對確認的影響係數為.831，表示影響效果非常明顯。因此本研究

認為，使用者在使用 GTCS 系統所感受到的服務品質若是越好，對此系統的知

覺有用也會越高。ECT 的相關文獻同樣也指出，顧客體驗產品之後所感受到的

產品績效，具有正向影響知覺有用的可能性，原因是顧客所感受到的產品績效

遠超過先前之期望，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在有意義的個人情境變數之下，有意識

或無意識地處理一些與品質屬性相關的資訊，做為對商品（或服務）的價值性

判斷，當使用過一段時間後，會逐漸調整原先的期望形成之後的事後期望（即

知覺有用性）。 

(二) 「雲端系統服務品質」對「滿意度」有正向之直接影響 

此結果與許多 ECT 之研究所證實之結果是一致的（Sahney、Banwet 及 

Karunes，2003; Cronin 及 Taylor，1992; Tan 及 Kek， 2004），因為顧客滿意

是學校管理者努力達成之目標，而且可利用提高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來達成顧

客滿意。顧客滿意是比較服務期望與服務體驗結果的差距，因此顧客滿意會受

到服務價值的影響，服務價值與顧客滿意有正面之相關性。因此本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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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於 GTCS 系統的服務品質程度越高，對於系統使用的滿意度也會越

高；反之，當使用這對系統的服務品質程度越低，滿意度也會越低。 

 

(三) 「環保法令規範」對「知覺有用」有正向之直接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 Chan and Yam(1995)所證實之結果是一致的，都可以發現，個

體會因外在環境影響進而影響其使用系統時的知覺有用。Mathieson(1991)也驗

證了類似的結果，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對某件事產生了看法。在本研究

中，環保法令規範對知覺有用的影響係數為.942，表示影響效果非常明顯。因

此本研究認為，使用者對於環保法令規範的認同程度越高，對於知覺有用的程

度也會越高，反之，當使用者對環保法令規範的認同程度越低，對知覺有用的

程度也會越低。 

 

(四) 「知覺有用」對「滿意度」有正向之直接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高睿璟（2002）、吳雅真（2003）、李威德（2008）、沈旭豐

（2008）、Lee（2008）、吳順帆（2009）等人相同，因此本研究認為，使用者對

於 GTCS 系統的知覺有用程度越高，對於系統使用的滿意度也會越高；反之，

當使用這對系統的知覺有用程度越低，滿意度也會越低。 

(五) 「知覺有用」、「滿意度」與「信任」對「持續使用意願」有正向直接影響 

此研究結果與 Seddon and Kiew (1996) 、Lin & Wang(2011)、Bhattacherjee 

(2001) 、Rai et al. (2002)、林龍宜(2012)、周明毅(2012)、許麗玲、陳至柔與陳

澔輝(2013)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同，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滿意度、信任對持續使

用意願有正向影響。在行銷領域之研究也指出，若顧客對購買產品之體驗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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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將會影響日後的再購意願 (Oliver, 1980; Anderson & Sullivan, 1993; 

Patterson et al., 1997, Olsen, 2002)。表示當使用者對 GTCS 系統知覺有用程度越

高，信任程度越高，滿意度越高，對後續持續使用的意願也會越高。 

(六) 「企業對環保態度」對「知覺有用」未達顯著影響 

使用者對 GTCS 系統的「企業對環保態度」會顯著影響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

此結果與 Venkatesh & Davis(1996）所提到科技接受模式中知覺有用性會受到外

部變數的影響不符合。本研究推論可能原因在於，目前雲端服務平台中的供應

商大多是台灣紡織相關產業中體質較好的廠商，除了有穩定的經營獲利之外，

公司內部對於環保認知與落實環保的程度都有一定的基礎，也因此有著較高的

服務評估標準，因此對於當時 GTC 所提供的功能與服務較難產生較高知覺有用

的認知；此外，有些供應商的綠色管制作業大多都是透過人工的方式來處理相

關綠色管制的作業，不僅耗時耗力也發生過很多的錯誤，所以當這些廠商在使

用 GTC 所提供的功能與服務時，部分的功能就可以讓他們在短時間內完成過去

可能需要花上兩三小時的作業，因此讓他們產生很高的有用程度認知。 

此外，雖然多數的供應商對於環保態度與知覺有用有一定的基礎，但對於

要透過雲端服務來進行體系間環保資訊的交換與分享還是有信任上問題，因為

在雲端服務運作下，供應商必須透過線上進行環保履歷的上傳與報價資訊的確

認，這與過去的作業模式是有很大的變革，因此，多數的供應商還是在有信任

疑惑的情況下使用該系統，導致企業對環保態度與知覺有用才會發生不一致的

情況。 

多數供應商表示，在使用 GTCS 後，確實對於縮短限用物質查詢時間、降

低重複打樣成本與縮短產品試樣時間與使用前的預期有很高的一致性，但由於

自身企業的資訊程度無法有效和 GTCS 做一良好的整合，導致部分效益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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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無法發揮出最好的成效；舉例來說，本研究中的中心廠皆是將企業內部的

研發與採購系統與 GTCS 做即時的作業整合與資料拋轉，所以當法規更新時，

系統可依據法規的異動項目進行現有合格料件的比對，當若發現現有料件規格

的法規限制條件寬鬆於異動法規資訊的話，GTCS 系統就會自動發出料件對抗

專案的建議並主動通知系統所設定的負責窗口，透過上述的作業即可即時反映

環保法規的異動更新，有效提高中心的的綠色管制成效，但對照缺乏資訊資源

的供應商而言，因為無法具備上述的資訊整合架構，導致相關的綠色管制效益

無法有效的呈現。 

雖然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皆是對於 GTCS 系統使用經驗超過半年以上的廠

商，但多數供應商表示，在使用的初期確實可以感受到該系統使用前後效果的

一致性，因為光光是法規的查詢與規格的確定確實已經帶給供應商有很大的方

便性，但由於導入初期，供應商必須要配合中心廠的規範進行調整，所以大部

分的時間皆專注在與中心廠間的互動作業與程序規範，甚至是要有對應的組織

人事來負責與處理，所以對於自身內部系統的介接與自身綠色管制的推動就必

須有所延遲，在此情形下導致供應商在知覺有用很高的情況下，無法對於知覺

有用的感受有較高的程度表現；但此狀況會隨著使用時間的增加而改善，因為

到目前為主，該雲端服務平台相關的服務流程與系統功能都趨於穩定，陸陸續

續已經有多家的供應商正陸續推動自身的綠色管制程序與知度，相信在不久的

將來，透過此雲端服務的機制可有效提高台灣紡織產業綠色管理的深度與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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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階段實證研究結果 

一、 問卷前測分析 

本研究問卷包括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

度、資訊的成熟度、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以及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等六個構面，共有 29 題。本研究各個構面之

Cronbach’α 分別為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0.87)、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

度(0.82)、資訊的成熟度(0.79)、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0.91)、產品供應綠色管

制的資訊化程度(0.89)以及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0.91)，本問卷各個構面的

Cronbach’α 值皆大於 0.7 ，代表本研究問卷具有充分的信度，有其可靠性。 

 有關本研究各個構面的測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均刪除因素負荷量較差的

題項。透過提升問卷題目的詞意通順，並與 2 位使用 GTCS 系統超過一年的業

界人員討論，進行問卷文字與詞彙的修正，以期達到較高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

度。因此，本研究各個測量指標均能有效反應其潛在變項的特質，具有良好的

收斂效度。本研究的測量模式中，各個構面的組成信度值皆符合標準值 0.6 以

上，故本研究模式有其內在理想品質。本研究的平均變異量抽取值也均大於

0.5，故本研究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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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一階測量模式分析結果(刪除題項) 

變

項 
題項 Loading t值 AVE CR 

供

應

商

對

中

心

廠

依

賴

程

度 

除了中心廠而言，本公司並沒有擁有很多穩定

長期的客戶 
0.959 70.33 

0.89 0.94 

中心廠對本公司利潤目標達成度的影響程度是

高的 
刪除 刪除 

中心廠若是抽單將對本公司之財務績效的影響

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中心廠的訂單對本公司擬定行銷策略的影響程

度是高的 
0.923 18.05 

本公司對於環保紡織品相關資訊有高的程度都

來自於中心廠 
刪除 刪除 

供

應

商

對

中

心

廠

信

任

程

度 

即使環境起了變化，本公司相信中心廠願意且

可以提供本公司協助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0.63 0.87 

中心廠做決策時會考慮到本公司利益的程度是

高的。 
0.818 20.97 

本公司會與中心廠分享問題的程度是高的 0.854 23.89 

在未來，中心廠會將本公司納入其產品開發規

劃時考量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面對重要的事件時，本公司能依靠中心廠支持

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大多數情況下，本公司相信中心廠是誠實說話

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中心廠提供本公司的資訊在事後常常被驗證是

正確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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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題項 Loading t值 AVE CR 

中心廠信守對本公司保證的程度是高的 0.727 9.49 

本公司可以依靠中心廠的程度是高的 0.783 10.18 

資

訊

的

成

熟

度 

資訊科技在貴公司組織層面有著很高的重要程

度? 
0.697 9.36 

0.62 0.86 

採用資訊系統對公司整體績效會帶來很高的貢

獻程度? (非僅以節省成本來評估資訊系統的績

效) 

0.806 17.41 

貴公司資訊科技(軟體、硬體與網路設施等）有

著很高的使用遍及率? 
刪除 刪除 

貴公司對於組織關鍵決策、流程程序時有很高

的程度都以資訊系統來清楚? 
0.894 42.79 

貴公司在從事資訊系統規劃時，有很高的程度

都有考慮策略規劃? 
刪除 刪除 

貴公司高階管理者在資訊系統規劃有很高的涉

入程度？ 
0.731 10.14 

對

資

訊

分

享

的

意

願

程

度 

與中心廠分享料品品名規格等訂單處理所需資

訊的程度是高的? 
0.907 34.27 

0.70 0.93 

與中心廠分享料品庫存資訊，以減少供貨之不

確定性的程度是高的?  
0.874 24.38 

與中心廠共同制定彼此的供需計畫的程度是高

的?  
0.907 34.27 

提供有利於中心廠產品開發貨訂單銷售的資訊

的程度是高的?  
0.784 13.89 

隨時提供中心廠影響供貨的事件的程度是高的?  0.811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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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題項 Loading t值 AVE CR 

本公司願意與中心廠分享所能提供的資訊，以

增進彼此的關係的程度是高的?   
0.755 12.67 

產

品

供

應

綠

色

管

制

的

資

訊

化

程

度 

貴公司內部的產品管理相關系統(研發製造、採

購)和本雲端服務平台介接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0.64 0.91 

貴公司在選料過程會實際使用本GTC的環保法

規的規範去進行篩選合格供應商的程度是高的? 
0.700 9.66 

貴公司在選料過程會實際使用本GTC的環保法

規規範去進行採購的程度是高的? 
0.827 17.64 

貴公司有將目前產品與本GTC的環保法規有做

好法規異動連結的程度是高的? 
0.792 7.77 

貴公司會依據本於端服務平台所發出的替代料

件啟動專案通知進行清查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貴公司有將產品的細部規格與部分配方檔與雲

端服務中心廠連結的程度是高的?  
0.827 17.64 

貴公司會實際依據本綠色服務平台的規範進行

生產製造批號管制的程度是高的? 
0.818 8.44 

貴公司會因為使用本綠色服務平台後的效益有

投資內部綠色管制資訊系統意願的程度是高的? 
0.818 8.44 

綠

色

管

理

的

績

效

程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縮短合格供應商驗證作業時間的程度是高的?  
0.751 13.39 

0.66 0.93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縮短合格料件驗證作業時間的程度是高的? 
刪除 刪除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降低不合格料件的採購比例的程度是高的? 
0.786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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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題項 Loading t值 AVE CR 

度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降低因為不符合化學品限用政策被退貨比例的

程度是高的? 

0.837 21.15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縮短本公司與客戶產品試樣規格確認時間的程

度是高的? 

0.843 21.91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提高產品達交率的程度是高的? 
0.884 18.27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改善產品不良率的程度是高的? 
0.819 23.06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

提升業績成長的程度是高的? 
0.843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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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式樣本資料敘述性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 5-15：變數統計值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誤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 2.00 5.00 87 4.04 .658 .070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 1.75 5.00 87 3.77 .671 .072 

資訊的成熟度 2.00 5.00 87 3.76 .636 .068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1.33 5.00 87 3.71 .752 .080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1.17 5.00 87 3.66 .624 .067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2.25 4.38 87 3.47 .464 .050 

 

 表 5-17 為本研究利用 Likert 五尺度量表，各研究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等敘

述性統計量得分情形。由表一可得知，分數上介於 3.47~4.04之間，有集中偏高分

的趨勢，其中，「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的平均分數 4.04 為最高，顯示供

應鏈中的廠商相當依賴中心廠。而次高是「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的平均

分數 3.77，顯示供應鏈中的廠商對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是相當高的，且認為其具



 

173 

 

有合作夥伴應具備的誠信。供應鏈中的廠商對於各指標的標準差的差異不大，顯

示供應鏈中的廠商對於本研究各指標的重要性看法一致。 

 

(二) 與平均數 3 檢定值 

表 5-16：單一樣本檢定 

 檢定值 = 3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 14.835 87 .000 1.040 0.90 1.18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 10.716 87 .000 0.767 0.62 0.91 

資訊的成熟度 11.275 87 .000 0.764 0.63 0.90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8.838 88 .000 0.708 0.55 0.87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9.988 87 .000 0.665 0.53 0.80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9.555 87 .000 0.473 0.3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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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

下，t 統計量的值是 14.835，自由度是 87，信賴區間是(0.9.,1.18)，臨界信賴水

準為 0.000，小於 5%，顯示該供應鏈中的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與中間

值 3 有顯著差異。 

有關「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

下，t 統計量的值是 10.716，自由度是 87，信賴區間是(0.62, 0.91)，臨界信賴水

準小於 5%，顯示該供應鏈中的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與中間值 3 有顯著

差異。 

有關「資訊的成熟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下，t 統計量的值

是 11.275，自由度是 87，信賴區間是(0.63, 0.90)，臨界信賴水準小於 5%，顯示

該供應鏈中資訊的成熟度與中間值 3 有顯著差異。 

有關「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下，t 統

計量的值是 8.838，自由度是 87，信賴區間是(0.53, 0.80)，臨界信賴水準小於

5%，顯示該供應鏈中廠商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與中間值 3 有顯著差異。 

有關「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

下，t 統計量的值是 9.988，自由度是 87，信賴區間是(0.790, 0.952)，臨界信賴

水準小於 5%，顯示該供應鏈中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與中間值 3 有顯

著差異。 

有關「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其檢定統計量，在 α=0.05 的水準下，t 統計

量的值是9.555，自由度是87，信賴區間是(0.37, 0.57)，臨界信賴水準小於5%，

顯示該供應鏈中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與中間值 3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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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與 5-18 為第二階段各種類廠商蒐集到的有回答與無回答的樣本針對

資本額、員工數之卡方結果統計列表。 

表 5-17：第二階段樣本各類廠商有無回答資本額之卡方檢定結果表 

資本額 * 1有回收/0未回收 交叉表 

 1表示有回收的樣本 

0表示未回收的樣本 

總和 

未回收 已回收. 

資 本

額 

1. 

個數 12 21 33 

在 資本額 500萬之內的 36.4% 63.6%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

的 
25.0% 23.9% 24.3% 

整體的 % 8.8% 15.4% 24.3% 

2. 

個數 18 46 64 

在 資本額 500萬至 1000萬 

之內的 
28.1% 71.9%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

的 
37.5% 52.3% 47.1% 

整體的 % 13.2% 33.8% 47.1% 

3. 

個數 18 21 39 

在 資本額 1000萬以上的 46.2% 5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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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

的 
37.5% 23.9% 28.7% 

整體的 % 13.2% 15.4% 28.7% 

總和 

個數 48 88 136 

在資本額類別之內的 35.3% 64.7% 100.0% 

在是否回收類別 之內的 100.0% 100.0% 100.0% 

整體的 % 35.3% 64.7% 100.0% 

 

表 5-18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3.471a 2 .176 

概似比 3.451 2 .178 

有效觀察值的

個數 
136   

a. 0格 (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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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19 之 Pearson 卡方值得知，資本額對於有回收與未回收這兩群沒有

差別。 

表 5-19：第二階段樣本各類廠商有無回答員工數之卡方檢定結果表 

員工人數 * 1有回收/0未回收 交叉表 

 1表示有回收的樣本 

0表示未回收的樣本 

總和 

未回收 已回收. 

員 工 人

數 

1. 

個數 11 61 72 

在 員工人數 10 人之

內的 
15.3% 84.7%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22.9% 69.3% 52.9% 

整體的 % 8.1% 44.9% 52.9% 

2. 

個數 18 15 33 

在 員工人數 10~50 人 

之內的 
54.5% 45.5%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37.5% 17.0% 24.3% 

整體的 % 13.2% 11.0% 24.3% 

3. 個數 19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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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員工人數 50 人以

上的 
61.3% 38.7% 100.0% 

在 1有回收/0未回收 

之內的 
39.6% 13.6% 22.8% 

整體的 % 14.0% 8.8% 22.8% 

總和 

個數 48 88 136 

在員工人數類別之內

的 
35.3% 64.7% 100.0% 

在是否回收類別 之內

的 
100.0% 100.0% 100.0% 

整體的 % 35.3% 64.7% 100.0% 

表 5-20：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27.160a 2 .000 

概似比 28.181 2 .000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36   

a. 0格 (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10.94。 

由表 5-20 之 Pearson 卡方值得知，員工數對於有回收與未回收這兩群有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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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同方法變異檢測與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 Harman’s 單因子檢定法來進行共同方法變異，根據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的建議，將所有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如果只跑出一

個因子或某個因子的解釋力特別大（>50%），即可判定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

差。本研究將所有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沒有特別某個因子的解釋力特

別大，僅為 33.150%，顯示本研究沒有顯著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存在。 

表 5-21：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成份 

初始特徵值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 累積% 

1 10.276 33.150 33.150 10.276 33.150 33.150 

2 5.626 18.148 51.298 5.626 18.148 51.298 

3 2.674 8.625 59.923 2.674 8.625 59.923 

4 2.169 6.998 66.921 2.169 6.998 66.921 

5 1.155 3.725 70.645 1.155 3.725 7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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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轉軸後因子矩陣 

 

Component 

1 2 3 4 5 

依賴 1 .050 -.015 .884 .041 .113 

依賴 2 .039 -.008 .870 .011 .159 

依賴 3 .176 -.027 .695 -.014 -.090 

依賴 4 .028 -.001 .786 .089 -.129 

信任 1 .162 .044 .021 .863 .054 

信任 2 .115 -.064 .075 .825 -.016 

信任 4 .028 .111 .025 .856 -.046 

信任 9 .783 -.153 .087 .046 -.308 

成熟度 3 .861 -.072 .033 .154 -.127 

成熟度 4 .834 -.054 .042 .067 .031 

成熟度 5 .863 .014 .019 -.056 .017 

成熟度 6 .824 -.112 .121 .018 -.287 

分享意願 1 .826 -.015 .089 .006 .013 

分享意願 2 .748 .042 -.007 .078 .317 

分享意願 3 .631 -.055 -.076 .167 .110 

分享意願 4 .778 -.064 -.030 .032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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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4 5 

分享意願 5 .776 -.133 .074 .032 -.087 

分享意願 6 .840 -.057 .038 .170 -.156 

綠色管制程度 2 .753 -.008 .169 -.029 .117 

綠色管制程度 3 .592 -.038 .065 -.077 .501 

綠色管制程度 5 -.118 .833 .033 .036 .251 

綠色管制程度 6 -.141 .797 .020 .022 .278 

綠色管制程度 7 -.081 .930 -.057 .025 -.085 

綠色管制程度 8 .011 .707 -.053 .009 -.068 

績效程度 1 .031 .862 .006 -.033 -.003 

績效程 2 -.081 .930 -.057 .025 -.085 

績效程度 3 -.068 .818 .027 .043 -.091 

績效程度 5 -.054 .869 .014 -.010 -.029 

績效程度 6 .696 -.080 .114 .010 .297 

績效程度 7 .742 .018 .002 .055 .467 

績效程度 8 .828 -.023 .048 .039 .310 

本研究第二階段模型的測量題目經過最大變異法轉軸後，共可萃取出 5 個

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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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問卷測量模式分析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2.0 軟體進行結構模式潛在變數因果關係分析與檢

定，並以 R2 判斷研究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研究架構所提出的假設，如圖 5-2

與表 5-21 顯示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下： 

 

圖 5- 2 本研究第二階段架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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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路徑顯著性一覽表 

假設 自變項 依變項 T 值 

H2-1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2.5643 

H2-2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6.0074 

H2-3 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2.4012 

H2-4 資訊的成熟度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2.1574 

H2-5 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

程度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7.9224 

本研究使用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和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進行信度分析，根據建議平均變異抽取量須大於 

0.5，組成信度須大於 0.6。由表 5-22 可看出本研究各構面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

於 0.62 至 0.89，皆大於 0.5，組成信度則介於 0.86 至 0.94,皆大於 0.6，表示

此問卷衡量之信度相當良好。有關本研究變數對綠色管制的程度解釋度為

30.4%，對分享意願的程度解釋度為 46.4%，對於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解釋度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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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構面間之變異量的 Communality 

 AVE 
Composite 

Reliability 
R Square Cronbach’sα Communality 

供應商對中心廠依賴程

度 
0.89 0.94 - 0.87 0.88 

綠色管制的程度 0.64 0.91 0.304 0.89 0.64 

資訊成熟度 0.62 0.86 - 0.79 0.62 

分享意願的程度 0.70 0.93 0.464 0.91 0.70 

供應商對中心廠信任程

度 
0.63 0.87 - 0.82 0.63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0.66 0.93 0.333 0.91 0.66 

本研究構念潛在變數的平均變異萃取量的平方根值最小值為 0.80，潛在變

數的平均變異萃取量皆大於相關係數，故本研究構念皆達到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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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構面間之變異量抽取值與相關係數 

 

供應商對

中心廠依

賴程度 

綠 色 管

制 的 程

度 

資訊成

熟度 

分 享 意

願 的 程

度 

供 應 商

對 中 心

廠 信 任

程度 

綠 色 管

理 的 績

效程度 

供應商對中心廠依賴程度 0.94      

綠色管制的程度 0.40 0.80     

資訊成熟度 0.38 0.47 0.80    

分享意願的程度 0.49 0.54 0.79 0.84   

供應商對中心廠信任程度 0.38 0.56 0.54 0.63 0.80  

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0.50 0.58 0.64 0.64 0.50 0.81 

 

(1)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正向影響供應

商在供應鏈中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 

本研究發現，在個案公司 A 供應鏈中，體系間的依賴關係產生於眾多供應

商必須依靠個案公司對於市場需求有較高的掌握度來進行產品開發目標與規

範，這代表個案公司在技術、知識和資源是無法被取代的;此外，體系間的交易

是重要且具價值的，並且總交易金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對於個案公司而

言，其所需交易的主副料之可替代來源或潛在來源是很少的，這就表示買賣方

的依賴性均來自於對某技術或資源的需求，而當此技術或資源的替代性越低，

依賴程度就會越高當合作夥伴的一方對另一方擁有高度的需求依賴，在雙方的

關係中可能會給予對方高度的承諾，會使得雙方採取以長期合作為導向的產品

研發方式，這也代表了合作中若有衝突將會較容易的被解決以及雙方都會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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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長期利益為主。也因為雙方有著依賴性，所以能夠減少合作夥伴的心理距

離，使得彼此在互動的過程中，會有著較高的意願與對方進行資訊的分享與交

流。 

2.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信度程度正向影響供應

商在供應鏈中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 

本研究發現，信任通常被視為關係供應鏈運作成功的要件，存在於個案公

司 A 對交換夥伴深具可靠與正直的信心，相信供應商將採取對我方有利的行

動，並且不會採取導致負面結果的非預期行動，而綠色供應鏈管理系統正是中

心廠與其供應商間的信任關係的呈現，若信任的程度越高，則可提昇關係績效

的程度。此外信任是社會交換的基石，當信任的關係程度愈高，供應鏈成員較

願意從事綠色產品相關的知識交換與結合，因為綠色產品的知識往往被視為企

業無形的資產，而資訊則被視為供應鏈間無形的資產，因此，資訊與知識的分

享即為無形資產的利益交換。因此，若供應鏈成員之間存在的信任等社會交換

因素越高，則會更加促使一方願意分享知識、資訊以及參與社群的意願。而本

研究中的供應鏈可視為一個社群，若是成員之間存在信任的程度越高，依照推

論，其分享資訊予組織間成員的可能性與意願則應越高。 

 

3.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的資訊成熟度正向影響供應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

程度。 

本研究發現，當個案公司 A 透過資訊科技與上下游合作夥伴進行產品開發

流程整合與綠色資訊同步等，確實可以進而創造競爭優勢，而透過此資訊整合

才能顯現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價值，因此，當供應鏈成員對於資訊科技的準備程

度越高，則越有益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導入。此外，本研究發現，不同的資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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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在其資訊科技投資策略上有顯著的差異，資訊成熟度越高的企業，越支持

資訊科技的投資，而資訊科技的成熟度越高，則代表資訊科技在組織間的規

劃、控制、組織與整合上更具有意義。由於綠色 GTC 係依據網際網路來發展，

當供應鏈成員的資訊成長階段越趨於成熟期，就會有更大的能力與企圖心去推

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本研究的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主要透過雲端服務進行

體系間的三種主要功能：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

理。在 RSL 管理服務中有子功能：限用物質清單的比較與查詢、法規分類與維

護、法規轉檔模組開發；在供應商管理服務中有子功能：供應商資料管理、電

子型錄管理、保證書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在綠色料件採購管理中有子功

能：線上請購作業、線上詢比議作業、物件履歷查詢作業、資訊整合作業等。

因此，當公司本來的資訊科技能力越高，會與將導入的外部系統相容性越高，

則導入過程將會愈順利也愈容易成功。換言之，若供應鏈內的內部資訊化程度

高，則橋接外部系統將會越容易。在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綠色管制乃紡

織業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故結合資訊系統實行綠色管制在供應鏈的策略之

一。 

4.在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供應商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正向影響供應

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本研究發現，資訊共享乃綠色供應鏈管理中最關鍵的因素，綠色供應鏈中

的資訊分享可以為供應鏈體系間帶來流程與活動的透明化，若組織間廠商對於

資訊分享意願的程度愈高，則供應鏈中在導入新的策略所規劃、使用的資訊系

統越會貼近實際流程所需，也會愈符合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在目前紡織業雲端

綠色供應鏈中，綠色管制的資訊化乃必須策略之一。若供應鏈中的夥伴因應新

的策略能透明公開自己的流程與相關工作資訊，則會帶來更高程度的綠色管制

資訊化，進而因為適當的資訊交換，為交易夥伴間帶來供應鏈整體的高綠色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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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在跨組織間若能整合組織內外部資訊，則越容易提

高跨組織資訊系統融入日常作業流程，且強調著開放式溝通，並認為若供應鏈

資訊分享的契合度愈高，則將會為了達成共享目標，對於供應鏈共同目標的相

關策略導入的配合也會越高。而在跨組織資訊系統間的供應鏈成員對於資訊分

享的動機越強烈，越有分享意願，則對於跨組織資訊系統的導入，也就是橋接

外部系統的時候，將會更加容易。因此，在本研究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中，

GCTS 系統在供應鏈間，扮演著分享體系間的 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

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等服務相關資訊的關鍵角色。故若供應鏈間的供應商與

中心廠越願意分享此類 GCTS 服務所需資訊，則在橋接 GCTS 進日常作業流程

的容易程度將會越高。 

 

5.供應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正向影響供應鏈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本研究發現，產品供應鏈的綠色管制存在於兩個組織間，為了達到某特定

環保目標或利益而努力，這個關係通常會帶來研發或及作業上的績效。透過夥

伴間的信任、承諾及資訊分享來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並有一未來的願景在夥

伴間共有且分享著。對於產品供應鏈綠色管制更是如此，若其資訊化程度越

高，表示中心廠對與其合作的夥伴在資訊提供的能力和溝通協調上能符合中心

廠的產品研發需求，且雙方具有共同的目標及在合作關係上的良好默契，因此

能一同面對產品研發問題，一同解決，如此有助於提昇雙方在研發上的績效，

例如製造商對供應商所提供的原物料與其相關資訊感到滿意，代表中心廠能藉

由品質穩定且資訊透通的合作關係中研發品質較佳的產品，以提昇其競爭

力；，從交易面來看產品供應鏈綠色管制系統是一具有規律性的系統，目的在

建立有效及可靠的資訊交換流程；從合作面來看夥伴關係是一協調的系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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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履行企業雙方共同的目標，為企業帶來最佳的效益；換言之，此項作法也

是透過產品供應鏈綠色管制系統來建立一個夥伴關係，並強調一個直接的、長

期的聯盟體，以促進相互間的決策規劃與問題解決，如此一來對供應鏈必會帶

來正面的效益。本研究的 GCT 系統，因應供應鏈的綠色管制，利用雲端服務為

供應鏈提供 RSL 管理服務、供應商管理服務以及綠色料件採購管理等服務。希

望藉由雲端服務的助力，減低供應鏈作業間的方便與各種成本的降低，以協助

本紡織業雲端綠色供應鏈達到綠色管理的良好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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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主要針對研究結果與產業現況做結論，第二

節則針對結果對產業現況提出建議，第三節為本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

議。 

第一節結論 

綠色供應鏈 GTC 考慮整個供應鏈中對環境的保護以及企業使用效益的發

展，而企業採行綠色供應鏈 GTC 是否對企業之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能同時兼

顧，則是企業關心的首要課題。 

第一階段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實證台灣地區紡織產業，為了取得相關國際認證的生態

環保標章或成為國際客戶的合格供應商，然而單一業者無法有效處理多家品牌

商的法規要求，資訊維護相當不易，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引進供應鏈綠色

GTC，透過 GTC 可以結合並彈性的擴充相關的業務支援，對台灣紡織業提供了

更加靈活的經營方式。 

本研究透過對國內紡織業者的訪談及學者專家所提供的意見，針對有使用

此綠色 GTC 的企業進行調查，共計 394 間，共計有 7 家台灣紡織業的中心廠，

各中心廠的供應商共計 387 家，於 209 個有效樣本中，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影響使用 GTCS 系統的主要因素 

雲端服務品質會影響企業使用 GTCS 系統，而雲端服務品質潛在變項係由

「和諧關係」、「反應性」、「可靠性」、「彈性」與「安全性」等潛在變項組成。

當使用者對於「和諧關係」、「反應性」、「可靠性」、「彈性」與「安全性」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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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越好，企業對於 GTCS 系統確認成度也會越好，使用過後的效果與期待效果

之間一致性越高。而「和諧關係」、「反應性」、「可靠性」、「彈性」與「安全

性」等三個變項對雲端服務品質為正相關，其中以安全性影響最大，表示使用

者對於雲端服務品質最重視的構面為安全性，其次為和諧關係。 

二、影響使用 GTCS 系統之知覺有用的主要因素 

環保法令規範的壓力會驅使企業採行 GTCS 系統，且環保法令規範的壓力

愈大，企業採行的驅力也會越大。本研究中，知覺環境法令規範對知覺有用為

正相關，其影響係數達.568，表示知覺環保法令規範對知覺有用有很大的影響

力。本研究發現有關知覺環境法令規範因素的外在壓力會影響企業採行 GTCS

系統，與  Gottberg et al. （2006）、Seuring（2004）、Lau et al. （2002）及 

Porter and Linde（1995）等人先前研究，結果相符。 

三、使用 GTCS 系統與系統持續使用間之關係 

本研究在影響持續使用因素中的發現，主要以「知覺有用」「滿意度」與

「信任」有正向影響，知覺有用對持續使用之路徑係數為.292，滿意度對持續

使用之路徑係數為.163，信任對續使用之路徑係數為.519，均為顯著的正向影

響。其中可以發現，信任為影響持續使用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推論，由於過

去 ECT 相關文獻，並未將信任納入模式考慮，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針對雲端系統

使用，因此企業使用者對於供應商的信任程度，也是重要影響是否後續會持續

使用的原因，因此在本研究結果發現，信任為影響持續使用的重要原因。 

四、對供應商綠色管理導入之績效 

 本研究探討個案廠商在導入 GTCS 系統後，藉由探討個案公司對於中心廠

的信任程度、依賴程度、資訊分享意願程度，以及公司本身的資訊成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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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導入綠色管理後的績效程度之影響。藉由以上提及的因素解釋個案廠商

導入綠色管理於供應鏈後的績效，總解釋力為33.3%。顯示藉由這些因素預測績

效面可達到一半以上的水準，未來後續研究可針對其他因素進行更進一步的探

討，以增加預測力的完整性。 

對學術與管理實務之創新 

對於綠色供應鏈 GTC，國內的研究在過去並未有相關整合性的研究，分成

建構綠色供應鏈的問題探討，例如：鄭忠柱（2006）以建構綠色供應鏈管理之

問題為主；鄭凱駿（2006）以探討產業對 WEEE 及 RoHS 等指令的瞭解，進

而建構綠色管理的平台；探討使用綠色供應鍊後成效，例如：江伊藤（2006）

以探討綠化供應商能力是否影響綠色創新能力，進而影響競爭優勢；探討綠色

供應鍊導入企業過程，例如：陳震宇（2006）在歸納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關

鍵成功要素、許享承（2005）在分析企業因應環保規範及客戶需求而致力綠色

供應鏈的過程、許諸靜（2004）之研究主要探討廠商導入綠色產品動機、運作

架構、供應商管理等。 

本研究嘗試以雲端系統為出發，考慮外部環境因素與環境法令規範，企業

使用者之使用認知，進而探討台灣紡織產業採行 GTCS 系統持續使用意圖的主

要因素，並了解台灣紡織產業採行 GTCS 系統實務狀況，以及相關使用滿意

度，可供後續研究之參考。由於相對傳統上，許多單一企業或中小企業，對於

環境問題的處理方式，已經無法符合國際間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因此持續推動

GTCS 系統，並且了解企業使用 GTCS 系統之過程並願意持續使用意向，對台

灣紡織業有更進一步實質上的幫助。 

 

第二階段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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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此研究中，以供應商對於中心廠的依賴程度以及信任程度探討供應

商在供應鏈中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僅有供應商對於中心

廠的信任程度與依賴程度對於資訊分享意願均有著顯著的影響，而解釋力有

46.4%。本供應鏈中的多數供應商雖然高度依賴中心廠，且因為長期合作的情境

下，對於中心廠的信任程度普遍較高，供應商也很樂意資訊分享。在供應鏈中

的供應商願意信任中心廠情況下，供應商認為中心廠是不會辜負他們的信任，

且因為信任使得夥伴關係形成牢固的鏈結，則供應商會非常樂意在GTCS中分享

相關資訊，以為彼此之間有著更佳的作業。此外，也有部分業者因為自身具備

客戶風險分散的能力而對個案公司A沒有很高的依賴程度，因此不會去排斥投

入更多的資源在供應鏈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上，因為該系統確實對於產品管

制上有很好的效益，所以反而樂意使用該系統。依據Smeltzer & Siferd (1998)認

為，供應商若必須依賴少數客戶，將使企業策略執行困難，或造成企業內部資

源運用失衡，因為供應商必須時時防範當客戶抽單或喪失對客戶的議價能力

時，供應商就會造成內部資源的運用、生產能力及顧客服務的不佳等「營運風

險」；因此，本文上述的推論符合Smeltzer & Siferd (1998)所提的論點。 

二、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之高低是取決於該系統是否真的有

用、是否能真正的解決問題與供應商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來配合後續的資訊整合

工作這三個關鍵點。因此，當供應商願意多多分享資訊到該系統，且相關資訊

的成熟度亦高，則會使得該系統越能達成上述的三個關鍵點。研究結果可以發

現，本研究之供應商的資訊分享意願程度與資訊的成熟度對於產品供應綠色管

制化程度有著正向的顯著影響，解釋力有30.4%。 

三、供應鏈之所以採用該系統，且積極推廣這個系統，無非是想透過該系

統促進供應鏈間的綠色管理績效，本研究亦證實，當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

化程度越高，則勢必會對供應鏈間的綠色管理帶來更好的績效，解釋力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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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目前多數供應商認為使用雲端系統確實能帶給它們在綠色產品的管理上

有良好的效益，目前的效益已滿足他們當初使用的目標。但其實目前仍存在一

些資訊無法同步，但在不投入更多資源的情況下這樣的問題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為系統串接前的前置準備工作需要很多的人力與資源投入才可以進行，這也

說明了該系統與供應鏈作業的緊密結合仍有很大的空間，這也是未來實務上可

以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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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 ECT 來做為理論基礎，主要是在探究 GTCS 系統持續採用之行為

意圖，以下將說明本研究對實務上之建議： 

首先，企業已漸漸感受到來自於環境法令規範對紡織產業所帶來的壓力，

企業為了提升效率或確保產品在製成過程中，自身能有效監控有害物質的含量

及控制過程中所產生的汙染，而希望與其合作夥伴導入相同的服務平台，以加

速其資料傳遞及溝通的效率。因此針對國際環境法令規範與國內環境法令規範

的宣導，讓企業更了解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企業對於持續推動 GTCS 系統的

意圖也會較高。 

其次，應強化 Benlian et al.（2012）所整理提出的服務品質構面，如和諧關

係、可靠性、反應性、彈性、特性及安全性，關注顧客使用產品的狀況及對公

司服務品質的感受，定期徵詢顧客的需求是否已獲得滿足，並針對不滿意之處

立即尋求改善與提出解決方案。在本研究中，雲端服務品質構面中，以「安全

性」與「和諧關係」對知覺有用的影響最大，主要原因在於企業在進行 GTCS

系統使用過程，對於安全性與和諧關係的認知滿意度為最好，表示企業在使用

GTCS 系統最在意系統的面向就是安全性和和諧關係。因此「安全性」與「和

諧關係」的部分，企業在享有 GTCS 系統所帶來之安全性與和諧關係時，對於

其所帶來的結果感到相當滿意，與期待的一致性也較高，對於供應商未來也可

以針對這兩個面向持續進行改善，加強企業持續使用的前置因素。此外，供應

商也必須定期給予客服人員教育訓練，培養專業與技術的能力，讓企業使用者

可以感受到服務品質進而產生信任，這樣才能提高顧客滿意度，持續使用

GTCS 系統。 

第三，供應商與企業之間使用 GTCS 系統成本之考量，對於使用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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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可以降低 GTCS 系統使用收費，對於營運成本降低，或許可以留住或是吸引

企業持續使用，但根據 Anderson and Sullivan(1993)與 Oliver(1980)研究指出，真

正的持續採用是來自於使用者的滿意度，而非收費降低。因此在供應商對於企

業使用者的收費考量，建議持續改善使用者滿意度，持續創造使用價值，並非

降低使用收費，透過企業使用者對於 GTCS 系統使用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比例

的提高，可以不斷吸引更新的使用者。 

第四，GTCS 系統供應商若能持續提供更多創新的企業解決方案或是有特

色的軟體服務內容來吸引客戶，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讓企業使用者可以對

GTCS 系統提升好處認知（知覺有用性）。而 GTCS 系統供應商對於提供創新方

案或是特色軟體來吸引客戶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系統負載的問題，是否會有

吸引過多使用者加入後，服務品質下降？系統負荷不堪？方案與現實的差距

等？這些問題都會讓使用者在使用 GTCS 系統所產生的知覺有用，將會影響使

用者對 GTCS 系統的滿意度感受。 

最後，應在供應商方面，要盡力克服可能發生的狀況，隨時做好萬全的準

備，提供優質、穩定且安全的使用環境，若發生問題，盡可能處理並且過程透

明化，這也會取得使用者信任，這才是讓 GTCS 系統可以持續被企業所使用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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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歷程面臨之限制與對未來的建議如下所述： 

一、本研究針對 GTC 經驗超過半年以上之紡織產業使用者所獲得的結果，因此

在適用對象上可能會有所限制。若要推論到其他產業，在採用時最好需再進行

討論。 

二、本研究因受限於廠商接受問卷調查的意願，所以未能進行全面調查，而且

在受試者的身分上也未進一步探討，未來亦可針對不同領域及背景之受測者進

行研究，使研究能更佳的完整。 

三、在本研究問卷設計中，主要研究目標著重於軟體及服務之 GTCS 系統，在

軟體及服務中還有多樣的服務內容，本研究主要是針對紡織產業所使用到的服

務內容進行探討，未來針對不同產業也可以針對不同軟體及服務的類別進行討

論。 

四、本研究衡量變項有「企業對環保態度」與「知覺環境法令規範」，由於本研

究受試者並沒有限定，但是問卷題項較適合屬於高層人員來回答，並非一般性

員工回答，因此可能會影響信度與效度。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不同職位做區

分，已讓研究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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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一 

 

第一部分雲端系統服務品質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您認 GTC 提供者所提供的教育訓練對貴公司是適合的、有

用的。 
□ □ □ □ □ 

2.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是在充分了解貴公司環保政

策、目標與流程下，才替貴公司規劃導入服務系統的。 
□ □ □ □ □ 

3.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可以

有效解決貴公司於環保法規上的問題。 
□ □ □ □ □ 

4.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總是依據貴公司的個別需求

上提供雲端系統導入的服務。 
□ □ □ □ □ 

5.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是以創造貴公司最大利益為

出發點來提供服務。 
□ □ □ □ □ 

6.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的系統功能總是穩定可以讓貴公司

正常使用。 
□ □ □ □ □ 

7.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的網路性能是穩定快速的。 □ □ □ □ □ 

8.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的服務人員都具備足夠的資

訊技術專業背景，可以有效解決貴公司於系統使用上的問

題。 

□ □ □ □ □ 



 

220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總是快速解決貴公司在面對

環保法規所遭遇的問題。 
□ □ □ □ □ 

10.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供應商總是在承諾的時間內提供服

務。 
□ □ □ □ □ 

11. 對於客戶的問題，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提供者總事會誠

心誠意的解決貴公司的問題。 
□ □ □ □ □ 

12. 綠色供應鏈 GTC 能夠在其他的設備上使用(如平板、手機)。 □ □ □ □ □ 

13.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有很高的使用彈性，讓貴公司在操

作上不必遷就該系統（如：使用人數的變動/服務功能的增

加與修改）。 

□ □ □ □ □ 

14.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對於各個服務模組有很高的購買彈

性，貴公司只訂購自己需要的模組，沒有浪費。（如：綠色

採購、綠色託工、自有限用化學品管理、限用化學品法規訂

閱）。 

□ □ □ □ □ 

15. 在國際組織或全球知名品牌商更新限用化學品政策與項目

時，綠色供應鏈 GTC 總是能自動更新至最新版本，並主動

通知，沒有產生時差延遲的現象。 

□ □ □ □ □ 

16.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的在操作上是困難的、學習門檻高

的。 
□ □ □ □ □ 

17.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內建的使用說明，常有困難與艱澀

的內容與字眼，無法讓人容易了解。 
□ □ □ □ □ 

18.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能夠有效監測系統的線上使用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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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態，適時調整設備與網路資源，維持很好的系統使用品質。 

19.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供應商提供令人滿意的資料備份與

復原的服務。 
□ □ □ □ □ 

20. 您認為服務提供者有定期檢查綠色供應鏈 GTC 資訊安全上

的漏洞，讓您很放心。 
□ □ □ □ □ 

21.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上的資料一切都有經過加密，非常

安全。 
□ □ □ □ □ 

22. 您認為綠色供應鏈 GTC 的資料保密技術是讓人滿意的。 □ □ □ □ □ 

 

  



 

222 

 

第二部分知覺環保法令規範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知覺環保法令規範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

後，依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台灣環保規範的越來越嚴格，以致使

得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 □ □ □ □ 

2  .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國際環保公約制定的越來越嚴格，以

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 □ □ □ □ 

3.您覺得近幾年來，因為國際間推動禁用化學品越來越嚴格，以

致使得紡織業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 
□ □ □ □ □ 

4.  您覺得貴公司是因為客戶限用化學品管制的要求下，才主動 

推行綠色供應鏈並加入 GTC，以達到接單門檻 
□ □ □ □ □ 

 

第三部分企業環保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企業環保態度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據

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貴公司常舉行相關環保訓練的課程以提高員工對環境保護的

認知與重視。 
□ □ □ □ □ 

2.  貴公司願意為了環境保護會去尋求符合環保要求的替代 

原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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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企業環保態度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據

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8. 貴公司會犧牲部份商業利潤而主動採用較高成本但對環境有

善的原物料。 
□ □ □ □ □ 

9. 貴公司於產品設計、開發、製造與銷售活動中，積極落實環

境保護的理念。 
□ □ □ □ □ 

10. 貴公司對於國內外環保活動、環保標章認證的取得是主動積

極。 
□ □ □ □ □ 

11. 貴公司將環境保護作為企業升級與優化的驅動力。 □ □ □ □ □ 

12. 貴公司的經營理念與發展策略是以環境保護與大自然和諧為

基礎。 
□ □ □ □ □ 

第四部分知覺有用性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系統知覺有用性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可以提高了貴公司在綠色供應鏈管理

上的表現。 
□ □ □ □ □ 

7.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可以增加貴公司的生產力。 □ □ □ □ □ 

8.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可以增強貴本公司的工作績效。 □ □ □ □ □ 

9. 您覺得使用 GTC 服務系統，可以提高貴本公司的工作效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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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整體來說，您認為使用 GTC 服務系統對貴公司是有用的。 □ □ □ □ □ 

 

第五部分滿意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系統滿意度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據您

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後，您覺得該系統所提供的限用

化學品的法規資訊內容令本公司感到滿意。 
□ □ □ □ □ 

6.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後，您覺得該雲端服務的系統功

能令本公司感到滿意。 
□ □ □ □ □ 

7.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後，您覺得該雲端服務的客戶回

應與服務令本公司感到滿意。 
□ □ □ □ □ 

8. 在使用過 GTC 服務系統之後，您覺得改善了公司內部的作

業效率與強化系統整合，令貴公司感到滿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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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信任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系統信任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據您個

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7.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供者對貴公司的關心是真誠

的。 
□ □ □ □ □ 

8.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供者是值得信賴的。 □ □ □ □ □ 

9.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是值得保證的。 □ □ □ □ □ 

10.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供者在進行重大服務決策時，

都會優先考慮到我們公司的使用權利。 
□ □ □ □ □ 

11. 您覺得在面對新產品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重要事情時，貴公

司會去參考 GTC 服務系統上的資訊服務。 
□ □ □ □ □ 

12. 您覺得 GTC 服務系統服務提供者對於貴公司的合約與服務

保證總是符合當初所承諾的。 
□ □ □ □ □ 

第七部分持續使用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對系統持續使用意圖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

依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當有需要紡織產業環境規範與法規資訊服務時，貴公司會使

用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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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在面對新產品開發與制定綠色政策重要事情時，貴公

司會去參考綠色供應鏈 GTC 的資訊服務。 
□ □ □ □ □ 

3. 未來我會繼續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 □ □ □ □ □ 

4. 貴公司覺得就算有其他的綠色供應鏈 GTC 可以選擇，公司

仍然會繼續使用綠色供應鏈 GTC 
□ □ □ □ □ 

5. 貴公司會推薦同業或商業夥伴使用綠色供應鏈雲端系統 □ □ □ □ □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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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二 

供應鏈廠商關係與綠色管理績效之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依賴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除了中心廠而言，本公司並沒有擁有很多穩定長期的客戶      

2. 中心廠對本公司利潤目標達成度的影響程度是高的      

3. 中心廠若是抽單將對本公司之財務績效的影響程度是高的      

4. 中心廠的訂單對本公司擬定行銷策略的影響程度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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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供應商對中心廠的信任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即使環境起了變化，本公司相信中心廠願意且可以提供本公

司協助的程度是高的 
     

2. 中心廠做決策時會考慮到本公司利益的程度是高的。      

3. 在未來，中心廠會將本公司納入其產品開發規劃時考量的程

度是高的 
     

4. 本公司可以依靠中心廠的程度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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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資訊的成熟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貴公司資訊科技(軟體、硬體與網路設施等）有著很高的使

用遍及率? 
     

2. 貴公司對於組織關鍵決策、流程程序時有很高的程度都以資

訊系統來清楚? 
     

3. 貴公司在從事資訊系統規劃時，有很高的程度都有考慮策略

規劃? 
     

4. 貴公司高階管理者在資訊系統規劃有很高的涉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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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對資訊分享的意願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與中心廠分享料品品名規格等訂單處理所需資訊的程度是高

的? 
     

2. 與中心廠分享料品庫存資訊，以減少供貨之不確定性的程度

是高的?  
     

3. 與中心廠共同制定彼此的供需計畫的程度是高的?       

4. 提供有利於中心廠產品開發貨訂單銷售的資訊的程度是高

的? 
     

5. 隨時提供中心廠影響供貨的事件的程度是高的?       

6. 本公司願意與中心廠分享所能提供的資訊，以增進彼此的關

係的程度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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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產品供應綠色管制的資訊化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貴公司在選料過程會實際使用本 GTC 的環保法規的規範去

進行篩選合格供應商的程度是高的? 
     

2. 貴公司在選料過程會實際使用本 GTC 的環保法規規範去進

行採購的程度是高的? 
     

3. 貴公司會依據本於端服務平台所發出的替代料件啟動專案通

知進行清查的程度是高的? 
     

4. 貴公司有將產品的細部規格與部分配方檔與雲端服務中心廠

連結的程度是高的?  
     

5. 貴公司會實際依據本綠色服務平台的規範進行生產製造批號

管制的程度是高的? 
     

6. 貴公司會因為使用本綠色服務平台後的效益有投資內部綠色

管制資訊系統意願的程度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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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綠色管理的績效程度 

填答說明： 

 

以下為有關個人使用雲端系統的描述，請您閱讀以下問題後，依

據您個人實際感受作答，在最接近或最合乎的□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縮短合格供應

商驗證作業時間的程度是高的?  
     

2.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縮短合格料件

驗證作業時間的程度是高的? 
     

3.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降低不合格料

件的採購比例的程度是高的? 
     

4.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縮短本公司與

客戶產品試樣規格確認時間的程度是高的? 
     

5.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提高產品達交

率的程度是高的? 
     

6.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改善產品不良

率的程度是高的? 
     

7. 您認為貴公司在推動研發綠色管制之後，對於提升業績成長

的程度是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