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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專案管理與知識管理程序的觀點出發，探討我國電子電機產業的中

心廠企業在面對環保的壓力與綠色供應鏈管理勢在必行時，所成立的綠色專案團

隊是否能透過知識管理程序來達到中心廠企業所設定的綠色目標，並成為企業本

身的專屬能力。同時，希望能一併考量不同中心廠企業對於綠色專案的形成與其

結構。因此，所得到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圖圖圖 3- 1、、、、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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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研究變數說明 

（一）環保壓力來源： 

本研究的對象是我國電機電子產業的中心廠企業，包括 OEM、ODM 為主與

積極於發展自有品牌（Own Branding and Manufacturing；OBM）的中心廠企業。

Schreiner（1998）與高明瑞（1993）將企業所面臨的環保壓力來源分為外部環保

壓力與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兩種。其中，外部壓力包括政府法規與要求、顧客與

供應商、投資者以及社區者（Fischer and Schot,1993）；內部壓力包括避免引進更

嚴格的環保標準、企業成員對社會責任的使命感、與企業主動積極的預應環保策

略（賴士葆、溫肇東、陳宥杉，2004）；本研究考慮我國中心廠企業所面對的環

保壓力情形，將上述學者的觀點整合為： 

1.外部壓力 

(1) 各國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2) 產業供應鏈的環保壓力，包括上游供應商與下游採購商 

2.內部自發性壓力 

(1) 避免引進更嚴格的環保標準 

(2) 企業成員對社會責任的使命感 

(3) 企業主動積極的預應環保策略 

（二）、專案團隊 

我國中心廠企業中對於環保趨勢採主動預應的廠商，在幾年前便成立專案團

隊以提高企業綠色競爭力，使企業的綠色能力能成為核心能力的一部份。因此本

研究欲瞭解專案團隊的形成時機與環境為何，以及專案團隊的結構及其團隊成員

的組成。 

（三）、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 

本研究結合專案管理的概念與知識管理程序的理論，並且為了分析的完整

性，因此結合了學者們的觀點，將綠色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的組成變數列於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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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1、、、、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之組成變數與操作性定義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之組成變數與操作性定義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之組成變數與操作性定義專案團隊與知識管理程序之組成變數與操作性定義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組成變數組成變數組成變數組成變數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團隊形成 時機與環境 
專案 

團隊 團隊結構 
功能型、輕量級、重量級、或自主團隊；

團隊成員 

吸收內容 知識來源；技術、市場、法規 知識 

吸收 吸收人員 專案經理、部門代表、團隊成員 

外部知識學習、整合 
共同解決問題、實做與整合、從外部吸

收知識 知識 

創造 
內部知識創造 

實做與整合、實驗與原形試製、共同解

決問題 

蓄積主體 以文件或是人員為主 知識 

蓄積 蓄積活動 以何種活動將知識蓄積於組織中 

擴散對象 組織內部成員、組織外部成員 

知 

識 

管 

理 

程 

序 

知識 

擴散 擴散方式 以人員、書面資料或資訊系統擴散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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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方法與設計 

Iansiti (1994)認為透過觀察產品開發專案，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組織知識創造

與能力累積的過程，因為在開發的過程中，是否能有效累積解決問題的知識，將

是影響組織產品開發績效的重要關鍵。此外，當產品開發完成後，除了創造出新

產品外，也為組織能耐蓄積新的知識。Leonard-Barton (1995)也透過許多產品開

發專案，研究組織創造知識以建立核心能力過程。Nonaka (1995)以日本企業的產

品開發團隊，研究團隊創造知識的過程。Davenport (1998)以 24 家企業的 31 個

知識管理專案（Knowledge Management Project）探討其關鍵的成功因素，並從

中強調知識管理的重要性。 

上述學者透過研究數個產品開發的專案來研究動態能耐，而本研究探討專案

團隊的知識管理程序，但這邊的專案團隊是針對環保趨勢而成立，並非針對某項

新產品或新製程的開發，反而是結合產品、製程、服務、供應鏈管理的整套系統

創新活動（System Innovation），使企業能夠符合環保的要求，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標。但鑑於上述學者對於知識創造、累積與管理的實證研究方法，本研究決定也

採行個案研究的方式，透過觀察綠色專案團隊在解決環保問題的過程中，其知識

管理程序如何擴散為組織的核心能力。此外，質化研究可以被用來發現正在發生

的事，以及用來辯證已經發現的事（Patton, 1990）；Yin (1985)認為個案研究可使

用各種資料來源，在實際生活環境中，研究現象與環境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楚顯著

的事情。根據以上學者對於質化研究的定義，本研究以多重個案的方式進行個案

研究。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國際間以環保為議題所制訂之技術性法規及標準，以歐盟的腳步最快，其中

影響我國電機電子產業最深的 WEEE 與 RoHS 指令已分別在 2005 年 8 月、2006

年 7 月正式實施。近年來，國內各大廠商已針對此兩項指令相繼投入大量人力與

資源。WEEE 與 RoHS 對於「電機及電子設備」或「EEE」係指設備需依靠電流

或電磁場方能正常運作，其設計電壓交流為 1000 伏特以下，直流為 1500 伏特以

下之設備，其涵蓋範圍計有 10 大類，超過百項產品，如表 3-2 所示。其中第八

類與第九類不在 RoHS 指令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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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2、、、、WEEE/RoHS 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 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 

1 大型家用設備 

大型冷卻電氣、冷氣機、冷凍櫃、其他用於食

物冷藏、保存及儲存之大型器具、洗衣機、乾

衣機、烹飪設備、電爐、微波爐、其他用於食

物烹飪及其他加工之大型器具、電扇、空調設

備、其他風扇排氣及調節設備  

2 小型家用設備 

吸塵器、地毯清潔器、其他清掃器具、用於紡

織品、編織及其他加工器具、熨斗和其他熨

平、軋平以及其他衣物護理器具、烤麵包機、

咖啡機及其他容器或包裝之打開或封裝設備 

電動刀、理髮、吹風機、刷牙、刮鬍、按摩及

其他身體護理器具  

3 資訊與通訊設備 

集中資料處理： 主機、迷你電腦、列印機單

元；個人電腦設備：個人電腦（包括CPU、滑

鼠、螢幕和鍵盤）、膝上型電腦（包括CPU、

滑鼠、螢幕和鍵盤）、筆記型電腦、印表機、

複印設備、電機和電子打字機、口袋式和桌上

型計算機、其他通過電子方式進行資訊收集、

貯存、處理、演示或通訊的產品和設備；用戶

終端機和系統：傳真機、電報機、電話機、公

共電話、無線電話、行動電話、答錄系統、其

他通過電訊傳輸聲音、圖像傳輸或其他資訊的

產品或設備  

4 消費性電機電子設備 
收音機、電視機、攝影機、錄影機、高傳真錄

影機、音響擴音器、音響設備  

5 照明設備 

螢光燈管（家用螢光燈除外）、直線式螢光燈

管、小型螢光燈管、高強效電燈，包括壓縮鈉

燈管和金屬鹵素燈管、低壓鈉燈管 其他照明

設備（白熾燈除外）  

6 電機電子工具 

電鑽、電鋸裁縫機、鑽孔、研磨、旋轉、彎曲、

切鋸等功能機具組裝貨拆卸錨丁、螺絲功能的

機具焊接、焊錫功能的機具除草或其他園藝用

的機具  

7 玩具、休閒與運動設備 

電動火車或者賽車、掌上型遊戲機、電視遊戲

機、帶有電子或者電機元件的運動設備、吃角

子老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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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WEEE/RoHS 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指令之電子電機設備及其細分項目（（（（續續續續））））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電機電子設備之分類 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產品詳細列表 

8 醫療裝置 

放射治療設備、心臟儀器、呼吸器、體內診斷

實驗設備、分析儀、冷凍器、受精試驗，其他

診斷、預防、監測、處理、減輕疾病、傷痛或

者殘疾的器具 

9 監控儀器 
煙霧探測器、溫度調整器、恆溫控制器及量

冊、調節設備（家用或實驗室用） 

10 自動販賣機 

熱飲料自動販賣機、冷熱飲或者罐裝飲料自動

販賣機、固體產品自動販賣機、自動取款機、

販賣所有產品的自動販賣機 

資料來源：台灣電路版協會（TPCA），2005 

雖然歐盟不是台灣最大出口地區，但根據海關出口統計資料顯示，2005 年

共有 31,189 家企業將電機電子產品輸往歐洲，出口總值約新台幣 2,334 億元。再

者，台灣資訊製造業以 OEM 或 ODM 代工為主，即便產品並沒有直銷歐盟，但

下游仍有不少品牌客戶將主力市場放在歐洲。因此，WEEE 與 RoHS 已直接或間

接地影響台灣製造業的供應鏈體系。圖 3-2 為我國 2005 年電機電子產品依照

WEEE/RoHS 分類之輸歐出口值。 

 

 

 

 

 

 

 

 

 

圖圖圖圖 3- 2、、、、2005 年我國電機電子產品輸歐出口值年我國電機電子產品輸歐出口值年我國電機電子產品輸歐出口值年我國電機電子產品輸歐出口值 

資料來源：海關出口統計資料、DIGITIMES 企業 IT 整理，2006/1 

從圖 3-2 可以發現，我國電機電子產品輸歐的出口值前三名分別是資通訊設

備、消費性電機電子設備與玩具與運動設施，而前三名就佔有 92.22％以上。這

樣的結果其實不難想像，因為我國資通訊設備與消費性電機電子設備一直是在全

球的生產中名列前茅。再從我國出口廠商來分析，根據經濟部 RoHS 服務團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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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我國 2004 年受 WEEE/RoHS 指令規範的出口廠商達 3 萬多家；在輸歐出口

值前 100 大的排行情形，其中前 10%的出口總值即佔出口總值的 55%，而前 100

大公司可累計 85%。表 3-3 為我國 WEEE/RoHS 指令規範產品輸歐公司前 15 大

排行。 

表表表表 3 3 3 3----    3333、、、、我國我國我國我國 WEEE/RoHSWEEE/RoHSWEEE/RoHSWEEE/RoHS 指令規範產品輸歐公司指令規範產品輸歐公司指令規範產品輸歐公司指令規範產品輸歐公司前前前前 15151515 大大大大排行排行排行排行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累計百分比累計百分比累計百分比 

1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8835621.7 8.34% 8.34% 

2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8080905.7 8.01% 16.35% 

3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7520210.7 7.76% 24.11% 

4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5985124.3 7.08% 31.19% 

5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58881.1 6.89% 38.08% 

6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2407485.3 5.49% 43.57% 

7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11529933.3 5.11% 48.68% 

8 威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6691018.3 2.96% 51.64% 

9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5018848.9 2.22% 53.86% 

10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04638.2 1.95% 55.81% 

11 華冠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02067.6 1.86% 57.67% 

12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14515.0 1.64% 59.32% 

13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48771.8 1.48% 60.80% 

14 D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
 3062310.5 1.36% 62.16% 

15 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46604.8 2.49% 64,65% 

資料來源：經濟部 RoHS 服務團統計，2004 

本研究以中心廠企業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根據工研院環安中心、中衛發展中

心、電檢中心，與成大創業育成中心組成之 RoHS 輔導團隊的調查，我國前六十

大電機電子產業中心體系如表 3-4 所示，其中有三家併入集團之工作。 

                                                
3
 由於排名 14 的公司為本研究的個案公司，在受訪者的要求下，以匿名的方式替代公司的名稱。 



 44 

表表表表 3- 4、、、、我國電機電子產業我國電機電子產業我國電機電子產業我國電機電子產業六十大中心體系六十大中心體系六十大中心體系六十大中心體系 

六十大中心體系（不按排名） 

華碩、宏達電、仁寶、奇美電、明基、華冠、合勤、光寶、台灣車樂美、新視

代、台灣穗高、帝寶、威士頓精密、新寶、東元、華寶、亞旭、華義、台弟、

中強電子、偉聯、明泰、凱碩、研華、堤維膝、台灣雙葉電子、正峰工、大同、

奇美通訊、中強光電、智邦、瑞軒、彩華、台灣東芝、台灣佳能、志合、通達、

菲力工業、閎璟、唯冠、史伯太科、愛地雅、正文、韋克絲、國碁、擎歐、亞

斯燉、廣達、緯創、藍天、台揚、中磊、虹光、台達電、麗臺、優群、盛達、

威碩（併華碩計算）、友訊（併明泰計算）、智易（併智邦計算） 

資料來源：經濟部 RoHS 服務團，2005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個案選擇將依據我國電機電子產品依照 WEEE/RoHS 分

類之輸歐出口值、輸歐出口值前 100 大的排行廠商、與我國電機電子產業的前六

十大中心體系中，做為個案選擇的依據之一。WEEE/RoHS 分類之輸歐出口值前

三名的類別分別是資通訊設備、消費性電機電子設備與玩具與運動設施。而本研

究以多重個案的研究方式，透過個案的深入訪談與個案之間的比較，進一步瞭解

個案公司在環保議題、專案團隊與團隊的知識管理程序的實際現象。因此，本研

究就前三名的類別中，選擇兩家擁有自有品牌的公司、兩家 OEM/ODM 為主的

公司，作為多重個案研究的對象，以便針對事業模式的不同進行比較。本研究並

非主要以輸出歐洲金額的排行順序進行個案的挑選，而是考量公司的事業模式、

所屬產業與產品、以及是否能夠進行深入的訪談。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如表 3-5

所示。 

表表表表 3- 5、、、、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公司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公司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公司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公司與其輸出歐盟金額與其輸出歐盟金額與其輸出歐盟金額與其輸出歐盟金額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事業模式事業模式事業模式事業模式 金額金額金額金額（（（（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4 D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EM/ODM 3062310.5 1.36% 

20 B 股份有限公司 OEM/ODM 1316263.2 0.58% 

49 A 股份有限公司 OBM 484972.5 0.21% 

73 C 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BM 310869.9 0.14% 

資料來源：經濟部 RoHS 服務團，2004 

三三三三、、、、資料收集方法資料收集方法資料收集方法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採取多重個案研究法，在資料蒐集方面主要是透過個案公司的訪談為

主。本研究的問題在相關新聞、書籍、文獻等次級資料的來源較少，所以在資料

分析方面，本研究徵求受訪者的同意記錄受訪之過程，將訪談內容依研究架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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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彙整為本研究主要使用的初級資料，再經由網路資訊、報章雜誌與媒體等

次級資料的收集，進行個案的研究。訪談對象與時間如表 3-6 所示 

表表表表 3- 6、、、、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個案訪談對象與時間個案訪談對象與時間個案訪談對象與時間個案訪談對象與時間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 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訪談日期訪談日期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訪談時間訪談時間訪談時間 

台灣廠廠長-T 廠長 2007/4/30 13:30~15:15 

A 公司 

品保部-S 課長 2007/5/11 15:00~17:20 

B 公司 系統品保部-周經理 2007/5/24 13:00~14:44 

研發部-王協理 2007/6/5 14:30~15:03 

C 公司 

研發部-魏工程師 2007/6/13 09:00~10:20 

影像事業群-王副總 2007/7/14 15:00~16:18 

D 公司 

影像事業群-翟副理 2007/7/23 13:00~15: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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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預期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下列幾點： 

（一）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雖然在個案的挑選上取較具代表性的廠商，但其

周延性和代表性仍會有不足之處，因此少數廠商之結論在推導為一般性的

原則時可能會有誤差。 

（二）雖然研究者本身盡量避免對個案分析時產生主觀的判斷，仍無可避免地存

在主觀認知的誤差。 

（三）本研究僅訪問綠色專案團隊的主要成員，其觀點或意見未必能涵蓋整個專

案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