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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公司 

本章對個案公司所處產業、公司基本背景，以及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

專案架構做一概要之介紹。第一節介紹染顏料產業，主要包含產業概況、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及主要競爭狀況；第二節簡介個案公司，包含個案公司

經營理念與企業願景、產品結構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組織架構、企業競

爭優勢，及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前既有管理制度之介紹；第三節說明

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之內容，分依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之目的、

專案執行團隊之組成內容及運作方式、專案推行範圍及時程、以及導入初

期之教育訓練等要點介紹之。 

第一節 產業介紹 

個案公司公司主要產品線有染顏料、添加劑及電子化學三類，目前以

染顏料比重最高，約佔個案公司總營收百分之八十，因此以下將針對染顏

料產業之產業概況、產業競爭之關鍵成功因素及個案公司主要競爭對手介

紹之。 

一、產業概況 

染顏料於 1856年發韌於英國，為化學工業發展上極具代表與歷史的產

業，直至目前，歐洲製造商仍掌控著世界染顏料工業之發展脈動。日本在

一次大戰期間開始建立染顏料工業，二次大戰後積極推動，締造日本雄霸

世界染顏料市場的地位，也因此帶動相關工業，促使日本提早成為工業先

進國家。近年來由於亞洲中國大陸及印度染顏料工業的興起，紡織工業重

心轉移，使得過去數十年間歐洲、日本染顏料業者所建立的國際染顏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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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引起相當大的變化。歐洲、日本染顏料廠商為了因應亞洲地區新興國

家染顏料工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透過購併或合作策略，進行企業重整與

組織變革，逐步走向大型化、專業化發展，另一方面，為了確保其市場競

爭優勢，歐洲、日本等染顏料大廠均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建立生產

與行銷據點，利用其累積的資金與技術，將較不具競爭力的產品延伸到當

地生產，以擴張其經營規模及整體利潤。16 

目前染顏料業的生命週期屬於成熟期，且已逐步進入衰退期，因此產

業內競爭非常激烈，各廠商紛紛朝向高品質與低價策略發展。同上所述，

全球染顏料工業在歐洲大廠因應亞洲廠商興起、不斷購併重整下，已經形

成 Dyster、Clariant、BASF、CIBA Specialty等四大公司掌控全球染顏料工

業的局面，除高階產品繼續持有技術優勢外，並進一步在大陸、印尼、印

度、泰國等地設下生產及行銷據點，逐步地奪回中低價市場，再加上大陸

染顏料的低價競爭，使國內染顏料廠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的壓迫。雖然台

灣的染顏料業者有百分之八十多生產纖維性染料，與國外廠商多生產高科

技染顏料市場有所區隔，對大多數本土業者衝擊有限，但對於個案公司主

要以提供高科技染顏料產品為主，則仍有一定影響。17 

二、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個案公司所針對的目標市場區隔，乃為專業化與技術層次較高，對技

術服務需求亦較高的全球市場，與低成本競爭的市場區隔有所不同，因此

以下列出個案公司所處區隔市場之關鍵成功因素： 

                                                 

16 世界染顏料組織變革，染顏料工業大陸投資概況產業專題，Chemnet產業研究報告。  

17 劉至偉，2002，特用化學品公司經營策略之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學程未
出版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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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原料來源 

染顏料工業的成本結構中，原料成本佔其產品成本比率極高，且原料

的穩定性又會大幅度影響產品的品質，因此若能掌握原料來源，維持原料

供應之穩定性，將有利於進一步控制原料成本價格，提升廠商之成本優勢。 

（二）品質穩定 

化學原料的品質穩定與否，對後續製程及顧客之生產成本影響極大，

原料品質不穩定將嚴重影響配方之成效，因此，品質穩定性常為染顏料下

游顧客所考慮之重要因素。 

（三）研發能力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為因應顧客對新產品之需求，提出創新配方，同

時改善製程、降低本身生產成本，均需具備強大的研發能力，此外，近年

來環保意識高漲，染顏料廠商也必須不斷地研發能夠符合環保法令要求的

新產品。 

（四）應用技術服務 

染顏料產品應用範圍廣泛，可調配變化的配方亦多達千種以上，因

此，除了產品本身的優異性，教導客戶相關之應用知識、解決顧客應用面

問題的技術服務，常常能帶給顧客額外的附加價值，進而提升顧客之忠誠

度。 

（五）完整配套的產品線 

目前歐美日染顏料大廠多提供顧客完善的產品組合，使下游顧客無須

花費時間尋找相關產品，亦無須考慮不同廠商間產品之相容性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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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提升了對顧客之口袋佔有率；因此，能夠提供完整配套的產品線（亦

即一站購足服務，One-Stop Shopping）為能否在該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三、產業內主要競爭狀況 

如上所述，國內染顏料業者產品異質性較高，台灣染顏料業者百分之

八十生產纖維性染料，主要產品均以紡織業相關應用為大宗，並非以個案

公司之立基市場如塗料、油墨、塑膠、皮革為主，因此個案公司在國內並

無主要競爭者，主要競爭者來自於國外大廠。其主要競爭者優劣勢比較彙

總如表 4-1所示： 

表 4- 1  染顏料主要競爭者優劣勢比較表 

主要競爭者 優勢 劣勢 

德國 產品組合完整 
研發能力強 
應用產業較廣 

價格較高 
技術服務不佳 

瑞士 產品組合完整 
行銷網路廣 

價格較高 
技術服務不佳 
研發能力不強 

大陸供應商 價格優勢 品質不穩定 

印度供應商 研發能力 品質不穩定 
技術服務不佳 

資料來源：1.個案公司 2. 劉至偉，2002，特用化學品公司經營策略之個案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經營管理學程未出版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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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公司所屬集團成立於民國五十四年，集團事業範圍橫跨特用化

學、家用禮品、電腦周邊等三大主軸；個案公司原為集團公司之一事業部，

之後於民國七十七年獨立，原從事染顏料、塗料等化學原料的買賣與進出

口，後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與公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同時藉由與國

外專業廠商技術合作取得染料的主要生產技術，轉而生產利基性市場的產

品。目前個案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功能性特用化學品之加工與買賣業務，

包括染顏料、添加劑與電子化學等三大產品線。 

一、經營理念與企業願景 

個案公司秉持『誠實、創新、速度』之經營哲學，與一站購足( One-Stop 

Shopping )之經營理念，期望不僅能提供顧客優質產品，更能提供顧客全方

位的技術與應用服務，以成為在特定產業的利基市場從事製造的服務業公

司，進而成為顧客之『各種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Supplier )』，為

顧客創造最大價值。 

二、產品結構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  

個案公司所面臨的最大競爭者，並非台灣本土企業，而是歐美專業廠

商、以及大陸和印度之特用化學品公司。歐美廠商主要生產高品質、高價

位的產品，而大陸、印度所生產的產品雖然價格較低，但其品質卻往往較

不穩定。個案公司所生產的產品介於兩者之間，接近歐美大廠品質，但價

格卻僅有其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五。主要集中在塑膠、油墨、塗料以及電子

等高品質、高功能性的利基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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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主要可分為表面處理、特用化學及電子化學三大事業部，其

中表面處理事業部主要產品，包括油溶性染料、螢光性染料、有機顏料，

變色性顏料以及油墨，銷售產業包括塗料、塑膠、油墨、皮革業等；特用

化學事業部主要產品為油性與水性添加劑，銷售塗料及油墨等產業；電子

化學事業部之主要產品包括金屬表面處理添加劑與清洗劑，銷售產業主攻

電子業。 

表面處理事業部主要從大陸關係企業進口中間體加以生產，同時代理

部分產品，特用化學事業部則是代理日本與德國專業廠商產品，而電子化

學事業部主要從關係企業進口產品，以及代理美國產品。個案公司同時也

提供顧客『一次購足』之服務，即使個案公司本身並未生產或代理某項產

品，亦會以外包方式，提供顧客一完整的產品組合，滿足顧客所有需求。

茲將個案公司之產品結構與主要業務發展方向，彙整如表 4-2所示。 

表 4- 2  個案公司主要產品、銷售產業及業務型態 

 表面處理事業部 特用化學事業部 電子化學事業部 

主要產品 油溶性染料 
螢光性染料 
有機顏料 
變色性顏料、油墨 

油性添加劑 
水性添加劑 

金屬表面處理添加

劑與清洗劑 

銷售產業 塗料業、塑膠業 
油墨業、皮革業 

塗料業、油墨業 電子業 

業務型態 自大陸關係企業進
口中間體加以生產

並代理部分產品。 

代理日本與德國產

品。 
從關係企業進口產

品，以及代理美日產

品。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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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架構 

個案公司為一扁平化之組織，各單位獨立發展但相互支援，採艦隊型

方式運作。目前有表面處理、特用化學及電子化學三個策略性事業單位，

專門負責不同產品線的規劃與行銷；為維持彈性與競爭力，個案公司透過

轉投資之方式，取得產品國際銷售通路，在大陸的上海、天津、成都、廈

門、深圳及廣州等地區，也分設有區域性事業單位，採團隊式作業，打破

組織之功能性觀念，搭配工廠進行生產、加工及銷售。個案公司組織結構，

如圖 4-1所示。 

銷售部銷售部

董事會董事會

執行長執行長 經營管理處經營管理處執行長室執行長室

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部 管理部管理部

財務部財務部

資訊中心資訊中心運籌管理部運籌管理部

生產部生產部

表面處理
事業部
(SBU1)

表面處理
事業部
(SBU1)

特用化學
事業部
(SBU2)

特用化學
事業部
(SBU2)

電子化學
事業部
(SBU3)

電子化學
事業部
(SBU3)

研究所研究所

FACTORY1FACTORY1

FACTORY2FACTORY2

FACTORY3FACTORY3

FACTORY4FACTORY4

FACTORY5FACTORY5

RBU1RBU1

RBU2RBU2

RBU3RBU3

RBU4RBU4

RBU5RBU5

 

圖 4- 1  個案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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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公司競爭優勢 

（一）公司品牌與信譽 

個案公司自民國七十七年成立至今，始終秉持著『誠信、創新與速度』

的企業文化為顧客服務，除專門從事染顏料、塗料等化學原料之進出口與

買賣外，也開發出品質優良的自有品牌產品，在業界累積了十分良好的信

譽與口碑。 

（二）產品品質穩定、價格具競爭力 

個案公司致力於提供顧客能夠與歐美大廠品質相近，但價格僅有其百

分之七十至八十五的產品，主要是透過在大陸的原物料採購中心確保原物

料品質，以及在大陸無錫及台灣之研發中心，持續改善製程，降低產品成

本。由於個案公司之下游顧客均為製造商，化學原料的品質穩定與否對後

續製程及顧客之生產成本影響極大，因此個案公司的產品品質相較於大

陸、印度地區競爭對手穩定，價格又較歐美大廠具競爭力，在其目標市場

區隔中佔有極大優勢。 

（三）專業的應用技術服務 

個案公司一直以『專業服務的特用化學品供應商』自居，不僅致力於

提供顧客品質穩定的優良產品，更設有研發中心不斷研發新產品之應用技

術，提供顧客各種產品應用面的技術服務。 

個案公司所面臨的產業競爭環境內，歐美大廠所搶佔的目標顧客主要

是具規模經濟的大客戶，對於規模較小且對應用技術服務有特殊需求的專

業廠商較無暇兼顧。而個案公司所選擇的是區域性的立基市場，強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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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市場規模較小、專業化程度高、技術服務需求以及售後服務需求較高

之全球客戶專業的應用技術服務。 

（四）交貨迅速準時 

個案公司主要透過轉投資取得銷售通路及發貨倉庫，以及搭配庫存銷

售，達成對顧客快速交貨的目標。個案公司在台灣有其關係企業在台北、

台中及高雄設有三個行銷辦公室，負責中小型顧客的產品銷售；在歐美也

有其關係企業的行銷辦公室與發貨倉庫；在大陸地區，則有關係企業設物

流中心與運送車隊以運送產品。若綜合考慮個案公司與其關係企業之佈

局，則其行銷網遍及全球，加上為滿足下游客戶不斷貨，個案公司主要採

庫存銷售之原則，因而能夠快速交貨。 

（五）完整的行銷通路及物流體系 

個案公司除在台灣擁有台北、台中及高雄三大行銷據點外，在大陸上

海、天津、成都、廈門、深圳及廣州等地區亦有區域事業單位之佈局，於

深圳、無錫設有發貨中心，在美國亦透過關係企業在芝加哥設下行銷據點，

在歐洲的布達佩斯則有發貨倉庫，因此整體而言，個案公司連同其關係企

業，具有相當完整的行銷通路與物流體系。這一點對於歐美日等有意向大

陸發展之廠商極具吸引力，為個案公司在與其進行策略聯盟或合資合作時

相當有力之優勢及籌碼。 

五、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前既有管理制度簡介 

（一）策略管理制度 

個案公司原有之策略管理機制為每半年度舉辦之年度計畫發表會，利

用六大財務指標（銷貨收入、毛利、毛利率、費用、應收帳款及庫存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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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值）進行目標管理（MBO TOP 6），同時各部門主管需針對未來半年度

規劃六項重點策略與六項改善專案，並據以發展下半年度之相關行動方

案。在各部門之年度計畫書中，六項重點策略及六項改善專案即為該部之

主要策略重點，而行動計畫之內容為策略之落實，然現有制度之下較不易

自年度計畫書中直接看出行動方案與策略間之連結性；且個案公司在每半

年之經營檢討會議時，自MBO TOP 6僅能看出最終財務結果，並無法推

知各部門六項重點策略及六項改善專案之執行成效。 

（二）績效評估與獎酬制度 

個案公司現行與績效評估與獎酬制度相關之制度可分為績效獎金及

員工分紅，策略事業單位之績效獎金主要依年終營運結果來決定（營業利

益達成目標較去年成長百分之二十），依分攤費用後之部門損益提撥百分之

十作為績效獎金18；共用服務單位之績效獎金則以各部門可分配之獎金總

額為基礎，再依各部門之激勵辦法分配；員工分紅則依公司別稅後盈餘提

撥固定百分比，再由主管依個別員工之貢獻度決定分紅額度。其中策略事

業單位之獎酬制度主要以部門之營業利益為基礎，而共用服務部門之績效

獎金及公司整體員工分紅係由各部門主管評估員工之貢獻度，目前並無具

體評估標準。 

                                                 

18 提撥百分比每年依公司營運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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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架構簡介 

一、平衡計分卡專案推行目的 

個案公司執行長在決定導入平衡計分卡之前，曾經對公司目前環境及

所遇到之管理問題加以分析，發現高階主管內心雖有明確策略，但卻難以

落實至組織基層，加上各層級主管對於策略之認知有落差，策略目標之執

行成效亦難評估與管控，使得組織資源難以聚焦，因此決定推行平衡計分

卡制度，進行內部策略管理系統、溝通系統及績效評估系統之整合與變革。 

茲將個案公司推行平衡計分卡之目的歸納為具體落實策略、強化內部

溝通，以及績效完整掌控等三點介紹之。 

（一）具體落實策略 

由第三章第二節個案公司簡介中可知，個案公司之主要競爭對手為歐

美日之化工專業大廠，以及中國大陸、印度等地新興之低價位廠商，因此

如何善用集團數十年來所累積之核心競爭優勢主攻利基市場，已成為個案

公司現階段最重要之挑戰。目前個案公司之整體策略方向十分明確，但在

集團成員眾多（約十五家公司）、各單位以價值網方式運作之情況下，集團

內部各單位以及不同層級之策略方向、績效指標、行動方案與預算之間極

易缺乏連結之一致性，因此個案公司決定以平衡計分卡之觀念架構進行策

略管理工作，建構一套從上至下發展之完整管控體系，以協助總公司將策

略具體落實至各層級單位，真正轉型為以『策略』為焦點之組織。 

（二）強化內部溝通 

個案公司身處之產業背景，為專業程度較高之特用化學產業，在組織

內部談策略規劃時較難形成共識，部門之間對於策略也常有不一樣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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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再加上高層策略規劃單位及基層策略執行單位之間對策略的認知落

差，嚴重影響策略執行方式及執行成果；故個案公司希望能夠透過平衡計

分卡之策略圖發展過程，形成組織中的共同語言，以強化內部對策略之溝

通及認知。 

（三）績效完整掌控 

由訪談結果得知，績效評估與獎酬制度為個案公司策略落實之兩大缺

口，個案公司目前以定期業務會議檢討的方式推動策略，多偏重於各事業

單位之財務面績效，缺乏非財務面之因果考量。在獎酬制度方面，亦主要

以最後之經營成果為基礎，對於貢獻較難量化之單位(例如後勤支援、共用

服務單位等)而言，其績效評估由上層主管主觀評定，較缺乏公平與客觀

性。因此，如何將組織內部之績效評估制度與策略管理緊密結合、多方面

考核及監控績效表現、以及提供組織評估支援部門績效之客觀基礎，便成

了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之主要目的之一。 

瞭解推行計分卡之目的與可能對個案公司所產生之效益後，必須進一

步評估以平衡計分卡解決組織問題所需之成本，包括專案團隊人力與資源

之承諾與投入、主管及員工因配合專案推行所必須額外增加之工作時間、

未來資訊系統設備之更新與升級，以及因應專案架構所進行的組織變革與

調整等，均為個案公司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時納入考量之重點。 

二、組成專案團隊，進行專案整體架構之規劃 

決定實施平衡計分卡後，個案公司即組成專案團隊，著手進行專案之

整體規劃；執行團隊、推行架構及專案時程之內容詳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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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執行團隊及運作方式 

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範圍涵蓋甚廣，在推行之各部門均會引發相

當程度之變革，因此專案團隊成員之選擇以及運作方式十分重要。個案公

司之平衡計分卡專案團隊主要包含專案最高決策領導者、高階支持團隊、

執行小組及外部顧問；其中專案最高決策領導者為個案公司執行長，負責

引導專案進行之大方向，提供專案團隊必要支持，以及在組織中持續宣示

專案推行之決心。高階支持團隊包含財務長、會計部主管及三大策略事業

單位之主管，主要負責專案進度之規劃與控管、提供組織相關背景資訊，

並與專案執行小組密切合作。專案執行小組由個案公司種子成員及外部研

究生組成，為其所負責單位與專案團隊之間的溝通窗口，負責專案團隊決

策之實際執行與運作。此外，專案之外部顧問主要提供平衡計分卡理論與

觀念之基礎、針對專案實施所面臨之問題提出建議並定期對專案產出進行

品質覆核。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團隊成員及其責任彙總如表 4- 3所示。 

表 4- 3  平衡計分卡專案團隊成員及其責任 

平衡計分卡專案團隊成員 責任 

專案最

高決策

領導者 

執行長 1人 1.專案的領導者 
2.承諾專案團隊所需資源 
3.持續對專案提供支援及熱誠 

財務長 1人 
會計部主管 1人 

高階支

持團隊 
事業單位主管 3人 

1.專案進度之規劃與控管 
2.提供有關策略及組織之背景資料 
3.與專案小組密切合作 

專案執

行小組 

個案公司 
種子成員 
及外部研究生 

4人 

1.以平衡計分卡方法論推行專案 
2.成為其單位或部門之平衡計分卡窗口 
3.合作會議、計畫、追蹤及報導專案成果 
4.提供高階管理階層相關回饋資訊 

外部 
顧問 

組織變革專家 1人 
1.針對專案實施所面臨之問題提出建議 
2.定期對專案產出進行品質覆核 
3.平衡計分卡理論與觀念架構之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5 

（二）專案推行架構與範圍 

個案公司為一艦隊型組織，主要以價值網方式進行團隊運作，組織扁

平而集團成員眾多為其特色，詳如表 4-4所示。 

表 4- 4  個案公司組織層級 

組織層級 單位數 

總公司 1 
策略事業單位（Strategy Busines Unit，SBU） 3 

區域事業單位 ( Region Business Unit，RBU) 5 
生產單位（工廠） 5 
共用服務單位（Shared Service Unit，SSU） 6 
部門 19 
合計 20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  

平衡計分卡專案現階段規劃之推行範圍包含總公司、三大策略事業單

位、區域事業單位、生產單位及共用服務單位，未來將視推行狀況繼續深

入至部門及個人層級。專案架構及範圍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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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資 源 部人力資源部 管理部管 理 部 財 務 部財務部運籌管理部運 籌 管 理 部 研究所研究所 資訊中心資 訊 中 心

執 行 長 室 經營管理處共用服務單位（ S S U）

策略性事業單位

 

圖 4- 2  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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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計分卡專案推行時程 

個案公司自 2002 年三月起開始導入平衡計分卡，各層級導入順序分

別為總公司、三大策略事業單位（SBU）、六大共用服務單位(SSU)；專案

團隊成員並於 2003 年三月初赴大陸，開始規劃個案公司區域事業單位

（RBU）及生產部門之策略圖，以完整串連個案公司之價值鏈。 

目前個案公司台灣總公司及策略事業單位、共用服務單位平衡計分卡

之設計與溝通大致完成，2003年下半年度之推行重點在衡量指標資料之蒐

集與運作，資訊系統之整合、報導制度之更新，以及平衡計分卡與預算制

度、年度計畫、及獎酬制度之連結。 

個案公司各單位推行平衡計分卡之時程規劃，如圖 4-3所示。 

 

圖 4- 3  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專案推行時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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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計分卡 

SBU計分卡 

SSU計分卡 

RBU計分卡 

2003/04 

平衡計分卡專案管理與知識管理（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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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入初期高階主管之教育訓練  

在導入平衡計分卡之初期，為獲得高階主管對專案之認同與支持，個

案公司專案團隊針對高階主管進行一系列平衡計分卡觀念架構之內部教育

訓練；除延請學者專家舉辦講座與研討會之外，亦透過讀書會的方式，與

其他推行平衡計分卡之公司進行經驗分享，使公司內部各單位主管能夠深

入了解平衡計分卡的理論與精神及其所能帶來之效益，進而願意主動投入

並配合專案之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