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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A 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 

一一一一、、、、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 

A 公司成立於 1981 年，是台灣最早投入於工業電腦的公司，並於 1999 年上

市。公司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目前已成為全球前一大的工業電腦廠商。主要的

產品有嵌入式版卡（26.73%）、應用電腦（12.27%）、工業控制（21.13%）、工業

用電腦及其他（39.87%）等約佔總營業額 88%。工業電腦由於必須在各種惡劣

的環境下運作，因而相當注重產品的穩定性；同時其功能必須隨著客戶的應用需

求而量身定做，是典型少量多樣的產業。 

A 公司於全球設有 25 個分支機構（不函區域運籌中心和台灣總部），全球員

工約 2 千餘名。2006 年的全球合併營收為 147 億台幣，與 2005 年相比將近成長

23%；若以市場來區分，亞洲佔 32.32%、歐洲佔 24.73％、美洲佔 25.99%、其他

佔 1.63％、內銷佔 15.33%。在公司的研究方展方面，長期投入於創新研發，每

年將營業額的 5%投入創新技術與產品研發；除持續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外，並

於國內及海外創設研發育成中心，以提升產業的技術層次。 

隨著網路應用的蓬勃方展，為工業電腦帶來另一波商機，目前各工業電腦廠

商積極開發網路應用範圍，涵蓋醫療、安全監控、數位家庭、娛樂、工廠自動化

等等。A 公司身為全球第一大工業電腦的領導廠，在網路應用領域的投入也相當

積極，將可作為產業 e 化應用的電腦運算平台定義為「ePlatform」，而在此平台

上進行加值、整合、客製化設計等各項服務，同時將自身定位為能提供「Trusted 

ePlatform Services」的全球領導品牌。A 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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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A 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 A 公司網站、公開說明書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 

1981 
公司成立定名，以應用桌上型電腦模組量測自動化系統為主要產品。

股本為新台幣 2000 仟元。 

1987 PC-Lab Card 產品行銷國內及國際市場。 

1991 
自行開發生產系列工業級 CPU Card 與 IPC Chassis 結合工業級 PC 之完

整系列產品，形成個人電腦在工業自動化應用之晚整系統組件供應商。 

1993 
榮獲第二屆國家磐石獎。並通過 ISO-9001 認證。 

開發完成 AWS-850/860 二型工業級 PC Workstation 

1994 正式投資德國公司，握有 100%之股權。拓展海外銷售據點。 

1995 
榮獲經濟部第四屆產業科技優等獎。成立品保實驗室，提昇產品品質。 

ADAM-4000 系列產品榮獲經濟部頒發之台灣精品獎。 

1996 
公開發行核准。在日本、英國、法國等地設立子公司，握有 100%股權。 

PPC-102 系列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 

1998 

在荷蘭、德國、維京群島等地設立子公司，握有 100%股權。 

美國子公司握有股權增至 100%。 

通過 ISO 14001 環保標準認證。榮獲經濟部工業局之優良示範廠商 

1999 12/31 股票上市掛牌 

2002 
獲准經濟部技術處執行創新研發中心營運計畫「崁入式系統研發中心」 

獲微軟崁入式 ODM 為一 Gold-Level 合作伙伴 

2003 智慧型網路資料收集模組 ADAM-6000 系列產品榮獲台灣精品獎 

2005 

宣布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相互持股方式，成立策略聯盟。雙

方將在品質、製造、與產品開發等方面合作，並將成立新的合資企業。 

TREK-755 榮獲 Embedded Control Europe 金牌獎。 

2007 於德國慕尼黑設立歐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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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一一一一）、）、）、）、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 

SONY 公司因為 2001 年運送至荷蘭的 Play Station 遊戲機，鎘含量超過法定

限制，而被荷蘭禁止輸入，SONY 開始透過公司的全球採購系統，對供應商的採

購行為提出禁止與限用物質之技術文件條款： SS-00259 Sony Technical 

Standard4；Sony 同時也鼓勵供應商加入 Sony 的 Green Partner（綠色夥伴），若不

配合的供應商，日後將接不到訂單。 

2004 年初，SONY 向 A 公司採購 CPU Card，並希望 A公司能成為 Sony Green 

Partner 的一員。因此，A 公司所販售給 SONY 的產品必須符合它所制訂的環保

採購規範；此外，產品所使用的材料與零組件也必須向 SONY 審核通過的 AVL

（Approved Vender List）供應商購買，若採用非在 AVL 裡的供應商，則必須要

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給 SONY，證明產品是無鉛或不含有害物質。所以，A 公司

真正開始感受的環保壓力與趨勢是因為客戶端的需求，SONY 則是最早開始向 A

公司要求的客戶，在執行上也很嚴格與徹底。 

實際上，SONY 對 A 公司採購的數量其實佔整體的比例很少，大約不到 3%。

主要的產品是 CPU Card，公司只要針對該產品無鉛化後再賣給 SONY。2004 年

6 月左右便取得 SONY 認證為 Green Partner。當時的產出已經有一到兩成是由無

鉛的製程生產而來，足夠滿足 SONY 的訂單。 

（（（（二二二二）、）、）、）、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 

A 公司高層所感受的壓力來自客戶端，在公司內部其實一直有在觀察環保的

趨勢，但在競爭者還沒開始動作、上游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與零組件還沒準備好

時，公司內部決議暫時不主動出擊，T 廠長說： 

「「「「公司決策層和執行面的人都不會主動要去處理環保的議題公司決策層和執行面的人都不會主動要去處理環保的議題公司決策層和執行面的人都不會主動要去處理環保的議題公司決策層和執行面的人都不會主動要去處理環保的議題，，，，因為整個台因為整個台因為整個台因為整個台

灣供應體系都沒動的情況下灣供應體系都沒動的情況下灣供應體系都沒動的情況下灣供應體系都沒動的情況下，，，，不會自己先去增加成本不會自己先去增加成本不會自己先去增加成本不會自己先去增加成本，，，，而而而而是會隨時是會隨時是會隨時是會隨時 Study

相關的議題相關的議題相關的議題相關的議題，，，，但不會主動先去做但不會主動先去做但不會主動先去做但不會主動先去做，，，，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 Waiting，，，，看誰先做了看誰先做了看誰先做了看誰先做了，，，，也也也也

都沒問題後都沒問題後都沒問題後都沒問題後，，，，我們再做決定我們再做決定我們再做決定我們再做決定。。。。」」」」 

自從 SONY 向 A 公司施加環保壓力後，公司決策層認為客戶對綠色產品的

需求會慢慢浮現，其中又以日本最為積極。因此，公司認為哪家廠商能夠第一個

宣佈能完成綠色製程，在產業中會具有指標性意義，此外，A 公司是工業電腦的

領導廠商，因此決策層不再是以觀望的態度來面對環保議題，開始主動出擊。 

                                                
4SONY 於 2001 年推動 Green Partner System 綠色夥伴系統，並提出「SONY SS-00259 技術標準」，

對全球環境及生態系統產生顯著影響的物質予以規範，並要求其供應商的零部件、材料及產品符

合其環保性之要求，以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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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2004 年底，歐盟的 ROHS 與 WEEE 等指令之執行日期與規範已明確被制訂。

WEEE 與 RoHS 指令分別在 2005 年 8 月、2006 年 7 月正式實施。歐盟的環保指

令對台灣的供應商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尤其 A 公司面對了更大的壓力，除了所

販售的產品要滿足 RoHS 指令才可以輸出到歐洲外，A 公司以自有品牌在歐洲進

行生產與銷售，因此產品也必須符合 WEEE 的規範，在歐盟建立回收體系。 

A 公司所銷往歐盟的產品目前已經超過 25%，先前在歐洲各國也已經投資成

立了許多子公司，並已經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所以面對歐盟的 RoHS 與 WEEE

等指令，其環保壓力比當初 SONY 對公司的要求還沈重。T 廠長提到： 

「「「「公司內部剛開始是針對公司內部剛開始是針對公司內部剛開始是針對公司內部剛開始是針對 SONY 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並沒有全面性的執行並沒有全面性的執行並沒有全面性的執行並沒有全面性的執行。。。。但但但但在在在在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的指令出來後的指令出來後的指令出來後的指令出來後，，，，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所所所所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行了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行了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行了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行了。。。。其實壓力其實壓力其實壓力其實壓力

是蠻大的是蠻大的是蠻大的是蠻大的，，，，因為它有時效性因為它有時效性因為它有時效性因為它有時效性，，，，並不是只要在歐盟指令所規定的日期前完並不是只要在歐盟指令所規定的日期前完並不是只要在歐盟指令所規定的日期前完並不是只要在歐盟指令所規定的日期前完成成成成

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很多國際大公司都開始很多國際大公司都開始很多國際大公司都開始很多國際大公司都開始 Follow 歐盟的指令歐盟的指令歐盟的指令歐盟的指令，，，，但都要求供應商至少但都要求供應商至少但都要求供應商至少但都要求供應商至少

要提早半年達到指令的要求要提早半年達到指令的要求要提早半年達到指令的要求要提早半年達到指令的要求。」。」。」。」 

（（（（四四四四）、）、）、）、A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A 公司最初所面對的壓力是源自供應鏈上客戶端的要求，接著是公司內部的

高層也開始意識到綠色產品趨勢的勢在必行，在歐盟的環保指令出爐後，公司必

須全面性開始的落實綠色製程與生產綠色產品，否則將面臨無法將產品輸出至歐

洲的結果。A 公司主要的壓力來源為政府法規、其次為顧客、接著才是公司內部

的壓力。A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如圖 4-1 所示： 

 

 

 

 

 

 

 

 

 

 

圖圖圖圖 4- 1、、、、A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箭號粗細表示壓力箭號粗細表示壓力箭號粗細表示壓力箭號粗細表示壓力

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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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在 2004 年 6 月之前，A 公司對於法規的規範、產品的認證方式還不夠瞭解，

仍處於摸索的階段，所以也不敢有什麼大動作，僅先針對提供給 SONY 的產品

與製程進行的認證。在法規、顧客與公司內部的環保壓力下，公司於 2004 年 3

月到 6 月正式開始籌備相關事宜，召集了公司所有的高層人員進行數次的會議討

論，以制定策略與執行作法。T 廠長提到在當初的幾次會議中，所討論到關於此

次問題的共識： 

「「「「其實這是屬於製程條件的變革其實這是屬於製程條件的變革其實這是屬於製程條件的變革其實這是屬於製程條件的變革。。。。製程條件的變革會牽扯到電製程條件的變革會牽扯到電製程條件的變革會牽扯到電製程條件的變革會牽扯到電子業耗材的子業耗材的子業耗材的子業耗材的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很多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很多，，，，例如產品的材料替換後的狀況例如產品的材料替換後的狀況例如產品的材料替換後的狀況例如產品的材料替換後的狀況、、、、

維修的問題等等維修的問題等等維修的問題等等維修的問題等等，，，，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定會提高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定會提高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定會提高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定會提高，，，，不像以前很多的不像以前很多的不像以前很多的不像以前很多的 case，，，，

都是為了要降低成本都是為了要降低成本都是為了要降低成本都是為了要降低成本。。。。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因為其實不因為其實不因為其實不因為其實不

只要求只要求只要求只要求 End Product，，，，還包含裡面的還包含裡面的還包含裡面的還包含裡面的 Component，，，，大多都還沒大多都還沒大多都還沒大多都還沒 Ready。。。。對我對我對我對我

們來說們來說們來說們來說，，，，這次是一個屬於製程這次是一個屬於製程這次是一個屬於製程這次是一個屬於製程 Spec，，，，而不是產品的而不是產品的而不是產品的而不是產品的 Spec，，，，工廠的製程必須工廠的製程必須工廠的製程必須工廠的製程必須

推翻以往在生產產品過程中推翻以往在生產產品過程中推翻以往在生產產品過程中推翻以往在生產產品過程中 In Process 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這種東西就是會增加成本這種東西就是會增加成本這種東西就是會增加成本這種東西就是會增加成本，，，，

耗材和耗材和耗材和耗材和 Component 的成本也會增加的成本也會增加的成本也會增加的成本也會增加。」。」。」。」 

在幾次的高層會議後，公司針對此議題提出了應對方式，決議由 COO 擔任

督導與贊助主管的角色（The Executive Sponsor），成立綠色專案團隊，A 公司稱

此團隊為 Green Team。同時，也制定出此專案的專案憲章（Chapter），明確指出

此專案的使命，並制定出可衡量的目標。專案的目標分三個階段完成：第一個階

段是在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2 月之間完成把無鉛製程及無鉛零件確認；第二

階段到 2005 年 6 月，進行產線的試產及驗證；第三階段則是自 2005 年 7 月起，

將關鍵零件導入及承接試產訂單。S 課長提到： 

「「「「我們公司最初想法是由我們公司最初想法是由我們公司最初想法是由我們公司最初想法是由 QA（（（（Quality Assursnce））））部門來執行部門來執行部門來執行部門來執行 Green Team，，，，

但礙於當初但礙於當初但礙於當初但礙於當初 QA 部門的人力與物力都不足部門的人力與物力都不足部門的人力與物力都不足部門的人力與物力都不足，，，，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 QS（（（（Quality Service））））部部部部

門甚至只有一位專員門甚至只有一位專員門甚至只有一位專員門甚至只有一位專員，，，，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只是像以往只是像以往只是像以往只是像以往一樣一樣一樣一樣，，，，只要做定期只要做定期只要做定期只要做定期的稽核的稽核的稽核的稽核動作是沒動作是沒動作是沒動作是沒

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但這次要重新開發一個比較大型的專案但這次要重新開發一個比較大型的專案但這次要重新開發一個比較大型的專案但這次要重新開發一個比較大型的專案，，，，需要進行的工作不若以需要進行的工作不若以需要進行的工作不若以需要進行的工作不若以

往往往往 QA 部門所處理的事物單純部門所處理的事物單純部門所處理的事物單純部門所處理的事物單純，，，，幾乎要動員公司所有的部門才能完成應該幾乎要動員公司所有的部門才能完成應該幾乎要動員公司所有的部門才能完成應該幾乎要動員公司所有的部門才能完成應該

要做的改變要做的改變要做的改變要做的改變，，，，若只交給若只交給若只交給若只交給 QA 部門來負責就可能會應付不過來部門來負責就可能會應付不過來部門來負責就可能會應付不過來部門來負責就可能會應付不過來。。。。因此決議成因此決議成因此決議成因此決議成

立立立立由由由由跨部門跨部門跨部門跨部門成員所組成成員所組成成員所組成成員所組成的的的的 Green Team。。。。」」」」 

A 公司的部分研發專案會有所謂的合約書（Contract Book），此合約書用來

描訴如何達到專案憲章所定的目標之方式，並由團隊成員共同簽署，視為達到目

標的一種承諾。由於公司還在摸索的階段，所以 Green Team 在成立前並沒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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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合約書，而是採邊開會邊修正的方式，再依照會議所公告的內容去執行，從

做中去學。 

四四四四、、、、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一一一一）、）、）、）、Project Manager 

2004 年 8 月正式成立 Green Team，以營運長 COO 為首，但當時的 COO 不

久後便離開了 A 公司，因此由 CTO 代理 COO 的職務，擔任此團隊的督導與贊

助主管角色。團隊成員包含產品事業部（PD）、採購（PUR）、生產（MEG）、品

保（QA）、維修（RMA）、資訊控制中心（DCC）。並由 CTO 指派當時服務於

RMA（維修部門）的吳副理擔任此專案團隊的 leader，吳副理便代表 CTO 管理

整個 Green Team。吳副理是交大控制工程研究所畢業，1996 年加入研華，擔任

此專案經理時已在研華服務了九年。S 課長提到 CTO 指派 RMA 的吳副理擔任

Project Manager 的原因： 

「「「「這個專案應該是要由這個專案應該是要由這個專案應該是要由這個專案應該是要由 QA 部門的部門的部門的部門的成員成員成員成員來擔任來擔任來擔任來擔任 Green Team 的的的的 leader，，，，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以功能別來看以功能別來看以功能別來看以功能別來看，，，，這樣的工作原本就該是屬於這樣的工作原本就該是屬於這樣的工作原本就該是屬於這樣的工作原本就該是屬於 QA 部門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部門的工作，，，，但礙但礙但礙但礙於人力於人力於人力於人力

的不足的不足的不足的不足，，，，只好再只好再只好再只好再找比較適合的人選找比較適合的人選找比較適合的人選找比較適合的人選。。。。當初的當初的當初的當初的 RMA 是掛在我們公司的品保體是掛在我們公司的品保體是掛在我們公司的品保體是掛在我們公司的品保體

系裡系裡系裡系裡，，，，屬於整個品保體系屬於整個品保體系屬於整個品保體系屬於整個品保體系，，，，老闆都是直接對老闆都是直接對老闆都是直接對老闆都是直接對 CTO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當初當初當初當初 QA 主管正好主管正好主管正好主管正好

是離職空缺的時後是離職空缺的時後是離職空缺的時後是離職空缺的時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都是由都是由都是由都是由 CTO 在在在在代理代理代理代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QA 沒辦沒辦沒辦沒辦

法銜接這個專案法銜接這個專案法銜接這個專案法銜接這個專案，，，，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CTO 就挑選屬於品保體系的就挑選屬於品保體系的就挑選屬於品保體系的就挑選屬於品保體系的 RMA 裡的裡的裡的裡的 Leader，，，，從從從從

中挑選一個比較有經驗中挑選一個比較有經驗中挑選一個比較有經驗中挑選一個比較有經驗、、、、精明的人精明的人精明的人精明的人來擔來擔來擔來擔任任任任 Green Team 的的的的 Leader。。。。」」」」 

CTO 指派吳副理擔任團隊的 Project Manager 後，吳副理開始發通知給公司

裡與此專案相關的部門，向它們要求參與 Green Team 的成員，因此 Green Team

的成員都是由吳副理所指定來參與的。比較特別的是，吳副理所指派的成員很多

在公司的職位都比他還高，不過吳副理可以說是由技術長 Support 他擔任

Leader，也因此才能管理此團隊；此外，A 公司的文化也是可以讓吳副理擔任

Leader 的原因，關於 A 公司的文化，S 課長提到： 

「「「「原則上在公司裡不是以官位原則上在公司裡不是以官位原則上在公司裡不是以官位原則上在公司裡不是以官位、、、、官階為導向官階為導向官階為導向官階為導向，，，，而是以功能與而是以功能與而是以功能與而是以功能與 Job 為導向的為導向的為導向的為導向的。。。。

就算我的階級比你低就算我的階級比你低就算我的階級比你低就算我的階級比你低，，，，但這個專案上我是但這個專案上我是但這個專案上我是但這個專案上我是 Project Leader，，，，所有人都要聽從所有人都要聽從所有人都要聽從所有人都要聽從

Leader 的指揮的指揮的指揮的指揮。。。。在溝通協調的階段在溝通協調的階段在溝通協調的階段在溝通協調的階段，，，，都沒有官階的問題都沒有官階的問題都沒有官階的問題都沒有官階的問題，，，，但其實最後要形但其實最後要形但其實最後要形但其實最後要形

成公司的成公司的成公司的成公司的 Policy 時時時時，，，，還是要經過還是要經過還是要經過還是要經過 CTO 或或或或 COO 的簽核的簽核的簽核的簽核，，，，況且公司內部大概況且公司內部大概況且公司內部大概況且公司內部大概

沒有人的沒有人的沒有人的沒有人的 Power 比比比比 CTO 或或或或 COO 來的大來的大來的大來的大，，，，所以重點不在於所以重點不在於所以重點不在於所以重點不在於 Project Leader

的的的的 Power，，，，重點在於背後那隻推手的力量是夠的重點在於背後那隻推手的力量是夠的重點在於背後那隻推手的力量是夠的重點在於背後那隻推手的力量是夠的。。。。我們任何我們任何我們任何我們任何 Green Team 的的的的

公告都必須要簽核到公告都必須要簽核到公告都必須要簽核到公告都必須要簽核到 CTO 或或或或 COO，，，，基本上這個吳副理是做溝通基本上這個吳副理是做溝通基本上這個吳副理是做溝通基本上這個吳副理是做溝通、、、、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Co Work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讓這些事情形成一個決策讓這些事情形成一個決策讓這些事情形成一個決策讓這些事情形成一個決策，，，，然後提報給然後提報給然後提報給然後提報給 CTO 或或或或 COO 做做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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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簽核的動作一個簽核的動作一個簽核的動作一個簽核的動作。。。。基本上被授權為基本上被授權為基本上被授權為基本上被授權為 Project Leader，，，，就有責任去看每個成員就有責任去看每個成員就有責任去看每個成員就有責任去看每個成員

的想法是否符合的想法是否符合的想法是否符合的想法是否符合 Green Team 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的精神。。。。」」」」 

吳副理的管理風格以協調為主，透過軟性的溝通去說服其他的人聽從他的想

法與意見。若吳副理認為若別人的意見才是對的，他也會欣然接受。S 課長提到

吳副理處理事情的方式： 

「「「「當團隊的當團隊的當團隊的當團隊的討論遇到部門間的討論遇到部門間的討論遇到部門間的討論遇到部門間的衝突時衝突時衝突時衝突時，，，，吳副理就會去協調來達成共識吳副理就會去協調來達成共識吳副理就會去協調來達成共識吳副理就會去協調來達成共識，，，，比比比比

較少較少較少較少以專案經理身份來直接以專案經理身份來直接以專案經理身份來直接以專案經理身份來直接仲裁仲裁仲裁仲裁，，，，有爭議的話就是協調有爭議的話就是協調有爭議的話就是協調有爭議的話就是協調與與與與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讓有意見讓有意見讓有意見讓有意見

的單位的單位的單位的單位都能達到都能達到都能達到都能達到滿意滿意滿意滿意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我們曾經有發生過就是對我們曾經有發生過就是對我們曾經有發生過就是對我們曾經有發生過就是對綠色製程導綠色製程導綠色製程導綠色製程導

入的方法有意見入的方法有意見入的方法有意見入的方法有意見，，，，在第一次開會有爭議後在第一次開會有爭議後在第一次開會有爭議後在第一次開會有爭議後，，，，各自各自各自各自先回去收集資訊先回去收集資訊先回去收集資訊先回去收集資訊；；；；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又有爭議又有爭議又有爭議又有爭議，，，，回去再收集回去再收集回去再收集回去再收集；；；；第三次的時後吳副理才第三次的時後吳副理才第三次的時後吳副理才第三次的時後吳副理才有可能決定其中一個部門有可能決定其中一個部門有可能決定其中一個部門有可能決定其中一個部門

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然後再以投票表決然後再以投票表決然後再以投票表決然後再以投票表決。。。。」」」」 

（（（（二二二二）、）、）、）、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 

吳副理在組織 Green Team 時，考量實際需要執行部門有哪些，以及需要哪

些部門來支援 Green Team 的作業，以形成有足夠資源與能力的專案團隊。正式

的 Green Team 組織如圖 4-2 所示，PD、PUR、MFG、QA、RMA 部門為執行單

位，DCC 與 Legal 為支援單位；Green Team 的成員與職位如表 4-2 所示。 

 

 

 

 

 

 

 

 

 

 

圖圖圖圖 4- 2、、、、A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Green Team 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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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Green Team 成員與職位成員與職位成員與職位成員與職位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與職位與職位與職位與職位 

CTO（技術長） 

由 CTO 代理 COO 職務。CTO 不會主動去處理 Green Team

的相關事宜，而是指派吳副理為 PM，但任何 Green Team

的公告都必須要簽核到 CTO，才會公告為公司的 Policy。 

Project Manager

（專案經理） 

吳副理花超過 50％以上的工作時間於此專案團隊，並對

CTO 負責。原在 RMA 部門的工作分給該部門其他成員。  

PD（產品部門） 

至少四位參加 

A 公司的 PD 有四大事業群，分別為網路暨通訊電腦

（INC）、工業自動化（IA）、（崁入式電腦）EC 與（產業

應用電腦）AC。每個事業群都要派一個 PM 的 Leader 參加

Green Team，如果派來的層級不夠，吳副理會再發 MAIL

到各事業群的 VP（Vice President），請 VP 換人來參加此團

隊。職位至少為協理級。約 20％的工作時間投入於此專案。 

PUR（採購部門） 

至少一位參加 

由採購部門當時的副總親自參與 Green Team。超過 10％的

工作時間投入於此專案。 

MFG（工廠） 

至少兩位參加 

由工廠裡的兩個單位來參加，分別是工廠的 PM 與工廠的

品管（IQC），兩位都是工程師。各廠廠長在 Green Team 的

初期有參與，但後來是由執行面的 PM 與品管工程師參與。

約 20％的工作時間投入於此團隊。 

QA（品管部門） 

至少一位參加 
由當時的課長參加。10%的工作時間投入與此專案。 

RMA（維修中心） 

至少一位參加 
吳副理即是 RMA 部門的代表。 

DCC 

（資訊控制中心） 
一位專員參與。超過 10%的工作時間投入與此專案。 

Legal（法務部） 一位律師參與。不超過 5%的工作時間投入於此專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由表 4-2 可以發現，吳副理所領導的 Green Team 成員，有些部門由高階的

經理來參與，有些部門由中階的成員參與。例如，PD 部門由每個事業群都派一

位 PM 的 leader 參與此專案、採購部門由副總親自參與；工廠的部份則是由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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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工程師參與、DCC 部門也是交由執行的專員來參與。每個部門參與此團

隊的成員在公司的職位都不太相同，甚至有點差距。 

與理論比較，第一個主要的差異在於 Project Manager 在公司的職位比團隊

成員中某些人高、比某些人低，但是吳副理在公司已經有九年的工作經驗，且團

隊中參與人數較多的部門為 PD 與採購部門，所參與的成員皆是高階經理，這樣

的組織比較接近重量級團隊的組織；第二個主要的差異在於只有 Project Manager

投入此專案的時間超過 50%，且大多是負責協調、溝通與傳達資訊的任務，其他

參與的成員最多不會花超過 20%的工作時間於此專案，這樣的情形比較接近輕量

級團隊成員所投入的時間。 

實際上，吳副理當初挑選專案成員時，是以各功能部門的需要來挑選，而不

是以職位的高低來決定各部門的參與成員。以 PD 部門來說，在公司裡是屬於比

較分散的部門，共分為四大事業群，再以其中的 ECG 為例，ECG 底下至少有七、

八組的產品，而一個組裡面就至少有三到四個 PM，而平時這七、八個組是獨立

運作的。S 課長提到： 

「「「「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 ECG 內第一組內第一組內第一組內第一組 PM 的的的的 Leader 可能就是經理了可能就是經理了可能就是經理了可能就是經理了，，，，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PM 的的的的 Leader 也是經理或副理也是經理或副理也是經理或副理也是經理或副理，，，，但是基本上他們互不相管轄但是基本上他們互不相管轄但是基本上他們互不相管轄但是基本上他們互不相管轄。。。。整個整個整個整個 ECG 要要要要

形成共同的決策時形成共同的決策時形成共同的決策時形成共同的決策時，，，，若只派了其中一組若只派了其中一組若只派了其中一組若只派了其中一組 PM 的的的的 Leader 去參加去參加去參加去參加 Green Team，，，，

雖然他是經理雖然他是經理雖然他是經理雖然他是經理，，，，可是其它組若有意見可是其它組若有意見可是其它組若有意見可是其它組若有意見，，，，這個決策就會行不通這個決策就會行不通這個決策就會行不通這個決策就會行不通。。。。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PD 部部部部

門參與門參與門參與門參與 Green Team 的層級一定要夠高的層級一定要夠高的層級一定要夠高的層級一定要夠高，，，，因為參加的雖然是經理因為參加的雖然是經理因為參加的雖然是經理因為參加的雖然是經理，，，，但在他們但在他們但在他們但在他們

在整個在整個在整個在整個 PD 部門裡面的影響力與決定權是不大的部門裡面的影響力與決定權是不大的部門裡面的影響力與決定權是不大的部門裡面的影響力與決定權是不大的，，，，甚至比不上工廠裡的課甚至比不上工廠裡的課甚至比不上工廠裡的課甚至比不上工廠裡的課

長可以在工廠內發揮的影響力長可以在工廠內發揮的影響力長可以在工廠內發揮的影響力長可以在工廠內發揮的影響力，，，，這就是導致這就是導致這就是導致這就是導致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PD 部門的層級需要到協部門的層級需要到協部門的層級需要到協部門的層級需要到協

理以上來參加理以上來參加理以上來參加理以上來參加，，，，否則同一事業群的其他組否則同一事業群的其他組否則同一事業群的其他組否則同一事業群的其他組 PM 不會信服不會信服不會信服不會信服。。。。」」」」 

同樣的，工廠部門大多分別由工廠的 PMC 與 IQC 兩個單位的工程師參加

Green Team，吳副理的主要考量還是以工廠的運作為主。PMC 在工廠的責任是

確定能夠順利接收由 R＆D 所制定的 BOM（Bill Of Material）表，然後能夠看

得懂裡面的內容，取得正確的材料的需求在交給採購，然後買料進來做生產的動

作；IQC 則是工廠的監督單位，在入料時依照 R＆D 與採購所提供的資訊作綠色

產品的檢驗。因此這兩個單位在工廠端是屬於在實際的執行上，需要花費比較多

時間與改變比較多的單位。S 課長提到 MFG 的特性： 

「「「「MFG 若是由愈高的層級去參與若是由愈高的層級去參與若是由愈高的層級去參與若是由愈高的層級去參與 Green Team，，，，反而在工廠內會推動的愈辛反而在工廠內會推動的愈辛反而在工廠內會推動的愈辛反而在工廠內會推動的愈辛

苦苦苦苦。。。。由比較低的層級去由比較低的層級去由比較低的層級去由比較低的層級去，，，，表示他們在小表示他們在小表示他們在小表示他們在小 Group 裡的組織運作是很健全的裡的組織運作是很健全的裡的組織運作是很健全的裡的組織運作是很健全的，，，，

所以不需要高層級去所以不需要高層級去所以不需要高層級去所以不需要高層級去。。。。若因為派來的職級太低而在部門內推不動若因為派來的職級太低而在部門內推不動若因為派來的職級太低而在部門內推不動若因為派來的職級太低而在部門內推不動，，，，反而表反而表反而表反而表

示這個部門運作有問題示這個部門運作有問題示這個部門運作有問題示這個部門運作有問題；；；；如果這個部門派去參加的是執行實務面的人如果這個部門派去參加的是執行實務面的人如果這個部門派去參加的是執行實務面的人如果這個部門派去參加的是執行實務面的人，，，，那那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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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務面的人回去有辦法推行這實務面的人回去有辦法推行這實務面的人回去有辦法推行這實務面的人回去有辦法推行，，，，就表示在所生存的就表示在所生存的就表示在所生存的就表示在所生存的 Group 裡是以工作為導裡是以工作為導裡是以工作為導裡是以工作為導

向向向向，，，，而且通行無礙而且通行無礙而且通行無礙而且通行無礙、、、、上下傳遞無礙上下傳遞無礙上下傳遞無礙上下傳遞無礙，，，，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MFG 派小兵小將來是對的派小兵小將來是對的派小兵小將來是對的派小兵小將來是對的，，，，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組織非常的健康組織非常的健康組織非常的健康組織非常的健康。；。；。；。；況且當這些小兵小將處理況且當這些小兵小將處理況且當這些小兵小將處理況且當這些小兵小將處理不好不好不好不好，，，，CTO 馬上會痛罵廠長馬上會痛罵廠長馬上會痛罵廠長馬上會痛罵廠長，，，，

那為何沒被罵那為何沒被罵那為何沒被罵那為何沒被罵，，，，因為都落實的很好因為都落實的很好因為都落實的很好因為都落實的很好。。。。這就是表示在我們公司裡小系統也可這就是表示在我們公司裡小系統也可這就是表示在我們公司裡小系統也可這就是表示在我們公司裡小系統也可

以自主運作的很好以自主運作的很好以自主運作的很好以自主運作的很好，，，，當一個公司每件事情都需要高職層來參與時當一個公司每件事情都需要高職層來參與時當一個公司每件事情都需要高職層來參與時當一個公司每件事情都需要高職層來參與時，，，，那這個那這個那這個那這個

公司的經營管理肯定在經營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問題公司的經營管理肯定在經營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問題公司的經營管理肯定在經營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問題公司的經營管理肯定在經營管理上出了很大的問題。。。。」」」」 

從 Green Team 的組織架構來看，很明顯的可以發現並不是公司全部的部門

皆參與 Green Team。例如，公司的業務、人資、行銷部門就不在 Green Team 的

組織裡面。未納入其他部門的考量與應該選擇哪些部門加入的考量相同，吳副理

還是以實際在運作上會需要執行與改變的部門為優先考量，再加入支援性的部

門。以業務部門來說，雖然賣到歐洲的產品需要通過歐盟的法規，直覺上負責歐

洲業務的人員應該參與 Green Team，但其實歐洲業務只需要知道與產品有關的

相關環保資訊就可以了，然後在去向他們的客戶說明。S 課長提到： 

「「「「業務若參與業務若參與業務若參與業務若參與 Green Team 所需要得到的只是產品資訊所需要得到的只是產品資訊所需要得到的只是產品資訊所需要得到的只是產品資訊，，，，這些資訊都會經由這些資訊都會經由這些資訊都會經由這些資訊都會經由

DCC 部門公告讓需要的部門取得部門公告讓需要的部門取得部門公告讓需要的部門取得部門公告讓需要的部門取得，，，，因此業務的參與對實際推動專案並不會因此業務的參與對實際推動專案並不會因此業務的參與對實際推動專案並不會因此業務的參與對實際推動專案並不會

有太大的幫助有太大的幫助有太大的幫助有太大的幫助。。。。吳副理在這樣的考量下捨棄部分的部門吳副理在這樣的考量下捨棄部分的部門吳副理在這樣的考量下捨棄部分的部門吳副理在這樣的考量下捨棄部分的部門，，，，希望能以最少的希望能以最少的希望能以最少的希望能以最少的

人力投入來達到最大的功效人力投入來達到最大的功效人力投入來達到最大的功效人力投入來達到最大的功效。。。。」」」」 

跨部門的專案團隊一定會遇到需要一起開會的問題，而 Green Team 一次開

會都會有 15、16 位成員參加。吳副理在需要開會之前會發通知到各部門，各部

門所指派的成員就必須再開會當天到公司的總部進行會議，如果有不能來的成員

就必須找職位相當的代理人來參與，以確保各部門都能參與會議中所需要討論的

議題。 

（（（（三三三三）、）、）、）、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A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如表 4-3 所示。 

表表表表 4- 3、、、、A 公司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團隊形成 

1. SONY Green Partner、歐盟 RoHS 等環保壓力驅動。 

2. 公司高層決議由 COO 主導成立 Green Team 因應環

保議題。包括吸收相關法規與資訊，以及製程與材

料的轉變。 
專案 

團隊 

團隊結構 

1. 由代理 COO 的 CTO 指派 RMA 的吳副理為 Green 

Team 的專案經理。 

2. Green Team 中的 PD、PUR、MFG、QA、RMA 為

執行單位，DCC 與 Legal 為支援單位。 

3. 團隊運作為輕量級團隊的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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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一一一一）、）、）、）、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 

二十一世紀開始，許多先進國家比以往更重視環境保護與生活品質，也較以

往願意花更多的錢於維護環保、維護環境品質，紛紛開始針對輸入品制定環保的

規範。其中，以歐盟的 WEEE、RoHS 與 EuP 指令率先公諸於世後，世界上其他

的大國紛紛跟進，制定類似的法令來要求海外的輸入品，特別是使用量、消耗量

皆大的電子電機產品，例如日本法令規範禁止未來產品含有 29 種有毒物質，而

日本的廠商更希望在法令執行前一年即達到標準。T 廠長提出這樣的趨勢所造成

的影響： 

「「「「其實第三世界的國家就不會很在意環保的問題其實第三世界的國家就不會很在意環保的問題其實第三世界的國家就不會很在意環保的問題其實第三世界的國家就不會很在意環保的問題，，，，一定是高所得或高文明一定是高所得或高文明一定是高所得或高文明一定是高所得或高文明

的國家才願意多花錢去維護環保的國家才願意多花錢去維護環保的國家才願意多花錢去維護環保的國家才願意多花錢去維護環保。。。。但其實成本都會轉嫁到供應商但其實成本都會轉嫁到供應商但其實成本都會轉嫁到供應商但其實成本都會轉嫁到供應商，，，，若供應若供應若供應若供應

商的能力還沒商的能力還沒商的能力還沒商的能力還沒 Ready 前前前前，，，，每個供應商都不願意做阿每個供應商都不願意做阿每個供應商都不願意做阿每個供應商都不願意做阿！！！！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如果你是 End User，，，，

你會願意多花錢去買環保產品嗎你會願意多花錢去買環保產品嗎你會願意多花錢去買環保產品嗎你會願意多花錢去買環保產品嗎，，，，除非你自己除非你自己除非你自己除非你自己的道德或環保意識很高的道德或環保意識很高的道德或環保意識很高的道德或環保意識很高，，，，不不不不

然基本上很難然基本上很難然基本上很難然基本上很難。。。。而且無鉛的產品而且無鉛的產品而且無鉛的產品而且無鉛的產品相較於原來有鉛的產品相較於原來有鉛的產品相較於原來有鉛的產品相較於原來有鉛的產品有焊點強度不夠的有焊點強度不夠的有焊點強度不夠的有焊點強度不夠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若是用在航太或醫療的若是用在航太或醫療的若是用在航太或醫療的若是用在航太或醫療的，，，，你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你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你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你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到到到到

時發生墜機的意外說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時發生墜機的意外說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時發生墜機的意外說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時發生墜機的意外說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 

在各國法規與國際大廠商紛紛制定相關的限定使用物質規定、產品回收再利

用的要求等等相關措施，難免讓以供應為主的台灣廠商看得眼花撩亂、無所適

從。A 公司以自有品牌行銷至全世界，也供應重要零組件給國際品牌大廠，因此

會面臨到許多的環保規範，而台灣的政府機關與法人單位也注意台灣廠商所面臨

到的環保壓力，因此工研院的環安中心、電檢中心、環管協會、外貿協會、中衛

發展中心等等，或多或少針對環保議題進行探討，或成立環保服務團隊來協助台

灣廠商。A 公司加入了由經濟部首次跨單位的大規模輔導活動團，成員包括濟部

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國際貿易局、中小企業處、技術處等政府部門，以及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等公會代表，另包括新力、惠 

普、西門子等國際採購辦公室，以及華碩、台灣松下、明基、英業達等中心廠廠

商，還有工研院環安中心、中衛發展中心、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等輔導單位。 

除了從經濟部「RoHS」服務團所辦的課程、研討會取得相關的法規、技術

與製程的知識外，A 公司與許多的上游供應商也會合作，共同研究與調整產品製

程。與供應商合作所會遇到問題是產品與製程機密問題，T 廠長提到此問題： 

「「「「與供應商合作會牽扯到一些製程的機密與供應商合作會牽扯到一些製程的機密與供應商合作會牽扯到一些製程的機密與供應商合作會牽扯到一些製程的機密，，，，或他們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太多或他們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太多或他們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太多或他們不願意提供給我們太多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因為他要賣你東西就一定會保護自己因為他要賣你東西就一定會保護自己因為他要賣你東西就一定會保護自己因為他要賣你東西就一定會保護自己，，，，以免他們的產品成本被我們以免他們的產品成本被我們以免他們的產品成本被我們以免他們的產品成本被我們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但我們與他們有達成協議但我們與他們有達成協議但我們與他們有達成協議但我們與他們有達成協議，，，，只要賣給我們的產品能讓我們在製程轉只要賣給我們的產品能讓我們在製程轉只要賣給我們的產品能讓我們在製程轉只要賣給我們的產品能讓我們在製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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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上能運作的很順利就好換上能運作的很順利就好換上能運作的很順利就好換上能運作的很順利就好，，，，不用對我們說明產品的成分為何不用對我們說明產品的成分為何不用對我們說明產品的成分為何不用對我們說明產品的成分為何，，，，只要只要只要只要能能能能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給我們最佳的製程參數給我們最佳的製程參數給我們最佳的製程參數給我們最佳的製程參數即可即可即可即可。。。。一旦達成協議一旦達成協議一旦達成協議一旦達成協議，，，，我們也會與合作的供應商長我們也會與合作的供應商長我們也會與合作的供應商長我們也會與合作的供應商長

期合作期合作期合作期合作。。。。」」」」 

在綠色產品開發所需要的知識方面，Green Team 決議以自行研發無鉛的材

料來替代原來有鉛的材料為主，若有技術上的困難或現有知識不足的情況，可以

透過聘請外部顧問的方式，請工研院材料所的技術顧問進行指導。T 廠長提到： 

「「「「請工研院的技術顧問有個好處請工研院的技術顧問有個好處請工研院的技術顧問有個好處請工研院的技術顧問有個好處，，，，他們除了對歐盟他們除了對歐盟他們除了對歐盟他們除了對歐盟 RoHS 的指令很瞭解外的指令很瞭解外的指令很瞭解外的指令很瞭解外，，，，

通常也對通常也對通常也對通常也對 SONY 的環保規範相當熟悉的環保規範相當熟悉的環保規範相當熟悉的環保規範相當熟悉，，，，因此由他們來指導我們開發綠色材因此由他們來指導我們開發綠色材因此由他們來指導我們開發綠色材因此由他們來指導我們開發綠色材

料料料料，，，，可以幫可以幫可以幫可以幫助助助助我們的無鉛材料一次通過許多規範的要求我們的無鉛材料一次通過許多規範的要求我們的無鉛材料一次通過許多規範的要求我們的無鉛材料一次通過許多規範的要求。。。。」」」」 

（（（（2）、）、）、）、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 

最初 Green Team 在第一階段時，主要由 Project Manager 吳副理一個人去上

課，參加工研院所開的許多相關課程，初步瞭解相關的法規與產品環保檢驗標

準，順便瞭解同業的執行進度。吳副理每次上課後都會舉行專案會議，將所學的

新知識傳達給 Green Team 所有的成員；此時，各部門除了核心的成員外，也會

請在部門內實際執行的人員一起來參加，讓公司全體都知道何謂 RoHS。除了法

規與公司規範的相關知識外，一些技術、製程與檢驗方面的課程，吳副理也會請

Green Team 某些部門的成員一起去上課，通常是執行面的部門，例如工廠、採

購、QA 與 PD 部門的成員，其中又以實際執行的工程師參加居多；法規面的課

程大多則是團隊的核心成員與吳副理一起去上課。 

除了參加 Green Team 的成員外，Green Team 成員會帶回所吸收的知識以傳

達給部門中需要的人員，包括工廠的工程師、PD 的研發人員、採購的採購專員

與 QA 的檢驗人員等等。此外，由於各部門在遇到無法利用現有知識解決問題

時，也會與供應商、外部技術顧問合作，與他們合作的成員即是知識吸收的成員，

主要以實際執行的工程師為主。 

（（（（3）、）、）、）、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A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吸收之內容與成員如表 4-4 所示。 

表表表表 4- 4、、、、A 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容與成員容與成員容與成員 

吸收

內容 

1. 吸收來源：經濟部「RoHS」服務團、供應商、外部技術

顧問（工研院材料所） 

2. 吸收內容：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標準與技術、

環保法規與國際大廠規範。 

知

識 

吸

收 吸收

人員 

1.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以吳副理和核心團隊成員為主。 

2. 技術相關知識：以吳副理與各部門實際執行工程師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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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 

（（（（一一一一）、）、）、）、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Green Team 從外界學習的知識主要分為兩個部份，其中一個部份為各國相

關環保法規與國際大廠的環保規範。除了吳副理與核心成員參與外部的課程與研

討會外，每次吸收新的外部法規或規範後，Green Team 都會隨即於公司總部召

開專案會議，邀請各部門相關的人員參與。吳副理也會聘請工研院環安中心的顧

問一同進行專案會議，顧問會針對會議進行的方向、討論的議題與所做的決策給

予適當的意見，也主動向 Green Team 即時更新最新的資訊，以免團隊的決議落

後於外在的法規或新檢驗標準的變化。每次開完會議後，吳副理便會將新的資訊

與討論的規範整合為公司內部的規定，交由 CTO 簽核後給 DCC 發佈，成為公司

內部有效的規範。 

Green Team 從外界學習知識的第二個部分在於材料研發、製程改變與檢驗

技術的學習。每次專案團隊會議除了討論相關的法規外，各執行部門的代表都會

在會議中提出於部門內執行的問題與困難，很多困難無法由各部門獨自解決。所

以，除了透過跨部門的協調合作外，各部門會各自聘請技術顧問來解決製程或研

發上的問題，因為 Green Team 所訂出的目標是有時間限制的，必需趕在客戶所

要求的期限內完成，所以聘請外部的技術部分是最快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T 廠

長提到： 

「「「「專案專案專案專案開始執行開始執行開始執行開始執行後後後後，，，，吳副理和核心團隊成員就會吳副理和核心團隊成員就會吳副理和核心團隊成員就會吳副理和核心團隊成員就會 Maintain 這些當初定出來這些當初定出來這些當初定出來這些當初定出來

的的的的 Schedule，，，，在不同的階段就要在不同的階段就要在不同的階段就要在不同的階段就要達到達到達到達到 Green Team 所定的所定的所定的所定的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再由再由再由再由

DCC 與吳副理統計資料與吳副理統計資料與吳副理統計資料與吳副理統計資料。。。。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 100 個產品要支援無鉛個產品要支援無鉛個產品要支援無鉛個產品要支援無鉛，，，，若若若若現在現在現在現在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6%達到無鉛達到無鉛達到無鉛達到無鉛，，，，那那那那下個月就要變下個月就要變下個月就要變下個月就要變 20%、、、、30％％％％這樣循序漸進這樣循序漸進這樣循序漸進這樣循序漸進，，，，在時間裡面在時間裡面在時間裡面在時間裡面

要完成所有的細節要完成所有的細節要完成所有的細節要完成所有的細節。。。。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時間上的壓力對各部門來說是蠻大的時間上的壓力對各部門來說是蠻大的時間上的壓力對各部門來說是蠻大的時間上的壓力對各部門來說是蠻大的，，，，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

工廠部門工廠部門工廠部門工廠部門，，，，除了請工研院材料所的顧問來幫助我們做無鉛材料的轉換外除了請工研院材料所的顧問來幫助我們做無鉛材料的轉換外除了請工研院材料所的顧問來幫助我們做無鉛材料的轉換外除了請工研院材料所的顧問來幫助我們做無鉛材料的轉換外，，，，

由於許多材料都改用無鉛的東西由於許多材料都改用無鉛的東西由於許多材料都改用無鉛的東西由於許多材料都改用無鉛的東西，，，，所以我們還會請供應我們無鉛材料的供所以我們還會請供應我們無鉛材料的供所以我們還會請供應我們無鉛材料的供所以我們還會請供應我們無鉛材料的供

應商到廠內與我們一起應商到廠內與我們一起應商到廠內與我們一起應商到廠內與我們一起 Tune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讓原來的製程可以順利地轉到無鉛製讓原來的製程可以順利地轉到無鉛製讓原來的製程可以順利地轉到無鉛製讓原來的製程可以順利地轉到無鉛製

程程程程。。。。技術和製程的改變是我們工廠另外去找工研院的顧問幫忙技術和製程的改變是我們工廠另外去找工研院的顧問幫忙技術和製程的改變是我們工廠另外去找工研院的顧問幫忙技術和製程的改變是我們工廠另外去找工研院的顧問幫忙，，，，所以是需所以是需所以是需所以是需

要付費的要付費的要付費的要付費的；；；；在在在在供應商的部份供應商的部份供應商的部份供應商的部份，，，，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我們向他們採買我們向他們採買我們向他們採買我們向他們採買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是不用額外是不用額外是不用額外是不用額外

付付付付費用給供應商費用給供應商費用給供應商費用給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要負責讓他們的產品在我的的無鉛製程中能順利要負責讓他們的產品在我的的無鉛製程中能順利要負責讓他們的產品在我的的無鉛製程中能順利要負責讓他們的產品在我的的無鉛製程中能順利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 

與供應商合作並學習他們的知識時，除了要求提供相關的製程參數與製程經

驗外，A 公司的採購部門會要求供應商附上原料的 SGS 檢驗報告5，證明符合

                                                
5 SGS 檢驗報告是由台灣檢驗科技公司所提供的 RoHS 驗證及 RoHS 符合性報告服務，整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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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 指令的限用物質要求，有附檢驗報告才會向他們進行採購。若是等待的時

間太長，原料供應商遲遲無法提供長程無鉛產品規劃藍圖（Roadmap），採購部

門就會與工廠協調，以盡快展開換料或更改設計，甚至更換原料供應商。 

A 公司當初有 12 個事業部，因此 Green Team 從產品面也在評估無鉛製程的

先後轉換時間，主要會從客戶的需求、產品營收比重、供應商的配合程度與生產

的良率來設定先後順序。因此 Green Team 和執行部門與外部知識的互動程度，

對於將產品轉換成綠色產品的影響力是很明顯的。 

（（（（二二二二）、）、）、）、內部內部內部內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Green Team 除了透過與外部知識的互動來學習與整合知識外，每次的專案

會議也都會討論如何提升內部製程、作業流程、研發和檢驗技術等等，以最有效

率的作業方式來達到專案所訂定的目標規劃。因此，核心團隊的成員、專案經理

與外部顧問需在會議中共同討論如何將各部門做最適當的分工，有效率地創造出

新的內部知識。各部門的知識創造如下頁的表 4-5 所示。 

在各部門的執行過程中，吳副理會到各部門去觀察實際的執行狀況，若遇到

現場有問題就當場開會討論解決，避免將問題擱置到下次的專案會議才討論。S

課長提到： 

「「「「吳副理偶爾會到各部門走動吳副理偶爾會到各部門走動吳副理偶爾會到各部門走動吳副理偶爾會到各部門走動，，，，若發現實際若發現實際若發現實際若發現實際執行執行執行執行的狀況與開會的決的狀況與開會的決的狀況與開會的決的狀況與開會的決議有出議有出議有出議有出

入入入入，，，，或者與吳副理心中的想法有出入或者與吳副理心中的想法有出入或者與吳副理心中的想法有出入或者與吳副理心中的想法有出入，，，，就會在現場開會討論或進行指導就會在現場開會討論或進行指導就會在現場開會討論或進行指導就會在現場開會討論或進行指導，，，，

不過這是偶爾拉不過這是偶爾拉不過這是偶爾拉不過這是偶爾拉，，，，大概平均兩到三個月一次大概平均兩到三個月一次大概平均兩到三個月一次大概平均兩到三個月一次。。。。通常初期會到採購部門比較通常初期會到採購部門比較通常初期會到採購部門比較通常初期會到採購部門比較

多多多多，，，，因為採購掌握了與供應商互動的那一塊因為採購掌握了與供應商互動的那一塊因為採購掌握了與供應商互動的那一塊因為採購掌握了與供應商互動的那一塊，，，，那一塊需要調查有害物質那一塊需要調查有害物質那一塊需要調查有害物質那一塊需要調查有害物質，，，，

以及在採買時要去區分有鉛或無鉛的原物料以及在採買時要去區分有鉛或無鉛的原物料以及在採買時要去區分有鉛或無鉛的原物料以及在採買時要去區分有鉛或無鉛的原物料，，，，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一開始會一開始會一開始會一開始會 Focus 在採購在採購在採購在採購，，，，

採購會把採購會把採購會把採購會把 Mail 發給供應商發給供應商發給供應商發給供應商，，，，出現問題就會與供應商討論出現問題就會與供應商討論出現問題就會與供應商討論出現問題就會與供應商討論，，，，例如有些供應商例如有些供應商例如有些供應商例如有些供應商

不願意做配合不願意做配合不願意做配合不願意做配合，，，，這時候吳副理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這時候吳副理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這時候吳副理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這時候吳副理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可能透過法務部的協可能透過法務部的協可能透過法務部的協可能透過法務部的協

助或幫忙供應商檢驗的方式來要求供應商完成證明文件助或幫忙供應商檢驗的方式來要求供應商完成證明文件助或幫忙供應商檢驗的方式來要求供應商完成證明文件助或幫忙供應商檢驗的方式來要求供應商完成證明文件。。。。」」」」 

在團隊運作與公司各部門的互動上，公司的文化會是以團隊所做出的決議為

主。根據團隊的協議在各部門執行後，可能在執行上會遇到問題，此時，仍是團

隊的決策為主。如果各部門在執行上真的有困難就會再開專案會議協調，只是這

樣的會議並不需要所有的部門來參加，只要相關部門參與即可。以團隊決議為主

的原因在於當初會議討論決策時，各單位都有派相對應的人來一起做決策，所以

參與團隊的成員應該把決策帶回原部門，說服原部門成員調整成符合團隊的決

                                                                                                                                       
檢測(產品面)與工廠檢查(系統面)服務，並針對廠商提供之測試報告進行查核以及 XRF 高風險區

測試，提供顧客具有符合 RoHS 指令之符合性報告，協助廠商判斷產品之 RoHS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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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因此在開會時，除了原來的成員外，各部門也會視需要指派在執行上遇到困

難的部門成員一起開會，進而順利解決問題。 

除了各部門與團隊的決策偶有衝突外，各部門在實際的運作上，也會發生部

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衝突。最常發生的部門衝突為 PD、採購與工廠間作業上的

衝突。衝突點在於原來的產品要轉換成綠色產品時，產品所使用到的料號應該要

區分為有鉛和無鉛的料號，但是 PD 部門的 PM 不太願意配合變更料號。因為，

PM 要請 R＆D 重新編新的 BOM 表，包含料號要發展成有鉛、無鉛的料號。A

公司的產品屬於少量多樣型的工業電腦，因此至少有一萬份以上的 BOM 表、十

萬筆以上的材料要重新編修，所以對 PD 部門的 R＆D 來說，工程會相當的浩大。

如果作業程序是由 PD 部門直接發需求請採購部門購買，可能還好解決，但實際

的作業流程是 PD 部門的 R＆D 提供 BOM 表，工廠部門視生產的情況取得他們

需要的 BOM 表，然後工廠在請採購部門採購原物料。S 課長提到衝突點在於： 

「「「「我們公司有所謂的我們公司有所謂的我們公司有所謂的我們公司有所謂的 10 庫和庫和庫和庫和 15 庫兩個材料倉庫的區分庫兩個材料倉庫的區分庫兩個材料倉庫的區分庫兩個材料倉庫的區分，，，，10 庫是儲放有鉛庫是儲放有鉛庫是儲放有鉛庫是儲放有鉛

的材料的材料的材料的材料，，，，或是不確定的材料或是不確定的材料或是不確定的材料或是不確定的材料，，，，15 庫儲放確定為無鉛材料庫儲放確定為無鉛材料庫儲放確定為無鉛材料庫儲放確定為無鉛材料，，，，所以我們是針對所以我們是針對所以我們是針對所以我們是針對

15 庫做管理庫做管理庫做管理庫做管理，，，，當一個料號進來當一個料號進來當一個料號進來當一個料號進來，，，，15 庫一定會檢查是否含鉛庫一定會檢查是否含鉛庫一定會檢查是否含鉛庫一定會檢查是否含鉛，，，，10 庫就不一定庫就不一定庫就不一定庫就不一定

會檢查會檢查會檢查會檢查。。。。我們採買系統是依照我們採買系統是依照我們採買系統是依照我們採買系統是依照 BOM 表表表表，，，，但但但但 BOM 表上面不會帶出庫存的位表上面不會帶出庫存的位表上面不會帶出庫存的位表上面不會帶出庫存的位

置置置置，，，，但公司的管理卻是利用庫存的位置去管理有鉛和無鉛的材料但公司的管理卻是利用庫存的位置去管理有鉛和無鉛的材料但公司的管理卻是利用庫存的位置去管理有鉛和無鉛的材料但公司的管理卻是利用庫存的位置去管理有鉛和無鉛的材料，，，，那那那那 10 庫庫庫庫

和和和和 15 庫又統一叫做材料庫庫又統一叫做材料庫庫又統一叫做材料庫庫又統一叫做材料庫，，，，所以會有問題是在採購拿所以會有問題是在採購拿所以會有問題是在採購拿所以會有問題是在採購拿 BOM 表去採買料件表去採買料件表去採買料件表去採買料件

時時時時，，，，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東西是要有鉛還是無鉛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東西是要有鉛還是無鉛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東西是要有鉛還是無鉛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東西是要有鉛還是無鉛，，，，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BOM 表上所列的材料表上所列的材料表上所列的材料表上所列的材料

料號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料號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料號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料號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的料號，，，，等到採購去等到採購去等到採購去等到採購去向向向向 PD 部門確認每個料件是部門確認每個料件是部門確認每個料件是部門確認每個料件是

要有鉛或無鉛後要有鉛或無鉛後要有鉛或無鉛後要有鉛或無鉛後，，，，採購才會下訂單給廠商採購才會下訂單給廠商採購才會下訂單給廠商採購才會下訂單給廠商。。。。採購後有鉛的材料的入採購後有鉛的材料的入採購後有鉛的材料的入採購後有鉛的材料的入 10 庫庫庫庫、、、、

無鉛的材料入無鉛的材料入無鉛的材料入無鉛的材料入 15 庫庫庫庫，，，，從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區分從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區分從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區分從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區分。。。。 

在工廠接到訂單要開立工單時在工廠接到訂單要開立工單時在工廠接到訂單要開立工單時在工廠接到訂單要開立工單時，，，，由工單去撈由工單去撈由工單去撈由工單去撈 BOM 表表表表，，，，撈出這些材料去採買撈出這些材料去採買撈出這些材料去採買撈出這些材料去採買

的第一時間的第一時間的第一時間的第一時間，，，，並無法區分有鉛或無鉛的材料並無法區分有鉛或無鉛的材料並無法區分有鉛或無鉛的材料並無法區分有鉛或無鉛的材料。。。。公司自己的產品若是無鉛的公司自己的產品若是無鉛的公司自己的產品若是無鉛的公司自己的產品若是無鉛的

產品會有產品會有產品會有產品會有-E 的識別的識別的識別的識別，，，，所以只要產品是有所以只要產品是有所以只要產品是有所以只要產品是有-E 的就是確定要用無鉛材料的就是確定要用無鉛材料的就是確定要用無鉛材料的就是確定要用無鉛材料，，，，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部份就不會有爭議部份就不會有爭議部份就不會有爭議部份就不會有爭議，，，，採購就會全部下採購就會全部下採購就會全部下採購就會全部下 15 庫的單庫的單庫的單庫的單。。。。但是問題在於有些產品是但是問題在於有些產品是但是問題在於有些產品是但是問題在於有些產品是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E 的的的的，，，，也就是有鉛的產品也就是有鉛的產品也就是有鉛的產品也就是有鉛的產品，，，，此時採購就很頭痛此時採購就很頭痛此時採購就很頭痛此時採購就很頭痛，，，，不知道要買有鉛還是不知道要買有鉛還是不知道要買有鉛還是不知道要買有鉛還是

無鉛的無鉛的無鉛的無鉛的，，，，因為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是一樣的因為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是一樣的因為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是一樣的因為有鉛和無鉛的料號是一樣的，，，，所以有鉛的產品再買料時會有所以有鉛的產品再買料時會有所以有鉛的產品再買料時會有所以有鉛的產品再買料時會有

困擾困擾困擾困擾，，，，在採買的時後無法辨識要買有鉛還是無鉛的材料在採買的時後無法辨識要買有鉛還是無鉛的材料在採買的時後無法辨識要買有鉛還是無鉛的材料在採買的時後無法辨識要買有鉛還是無鉛的材料。。。。 

照理來說照理來說照理來說照理來說，，，，一一一一 Item 就應該要有一就應該要有一就應該要有一就應該要有一個料號個料號個料號個料號，，，，就算是同樣一個就算是同樣一個就算是同樣一個就算是同樣一個 Item，，，，有鉛的和有鉛的和有鉛的和有鉛的和

無鉛的也應該有不同的料號來做區分無鉛的也應該有不同的料號來做區分無鉛的也應該有不同的料號來做區分無鉛的也應該有不同的料號來做區分，，，，如果單純只以儲放的倉庫來做區如果單純只以儲放的倉庫來做區如果單純只以儲放的倉庫來做區如果單純只以儲放的倉庫來做區

分分分分，，，，會有很大的風險會有很大的風險會有很大的風險會有很大的風險，，，，因為供應商可能會送錯材料因為供應商可能會送錯材料因為供應商可能會送錯材料因為供應商可能會送錯材料，，，，將有鉛的材料誤送為將有鉛的材料誤送為將有鉛的材料誤送為將有鉛的材料誤送為

無鉛的材料給我們無鉛的材料給我們無鉛的材料給我們無鉛的材料給我們，，，，然後我們就把他放到然後我們就把他放到然後我們就把他放到然後我們就把他放到 15 庫去庫去庫去庫去。。。。所以若所以若所以若所以若沒從根源的料號沒從根源的料號沒從根源的料號沒從根源的料號

改起改起改起改起，，，，這樣的風險是會一直存在的這樣的風險是會一直存在的這樣的風險是會一直存在的這樣的風險是會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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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5、、、、各部門的知識創造各部門的知識創造各部門的知識創造各部門的知識創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    

PD 

（產品部門） 

PD 部門的 PM 是投入此專案對多的成員。在設計開發初期必

須確認零組件和原料是否符合法規的要求。此外，執行上最困

難的是 PD 部門必須負責變更料號與重新修 BOM 表（Bill of 

Material）。PM 要將產品 BOM 表裡所有的料號用程式重新修

正，讓料號可以區分為無鉛和有鉛，不能它們混在一起，造成

後續作業的困擾。執行上的困難在於一個產品的 BOM 表有幾

百個，整個公司又有上千個產品，因此如何做好 BOM 表的修

正、料號的編修，是 PD 部門的重要任務。 

PUR 

（採購部門） 

工廠取得產品的 BOM 表後，向採購部門提出需求，由採購部

負責與上游供應商購買，並要求供應商提供每項原料的 SGS

檢驗報告，保證所供應材料符合限用物質規定。 

MFG 

（工廠） 

PMC：在工廠的責任是確定能夠順利接收由 PD 部門所制定的

BOM 表，然後能夠看得懂裡面的內容，取得正確的材料的需

求在交給採購，然後買料進來做生產的動作。 

IQC：是工廠的監督單位，在入料時依照 PD 部門的 R＆D 與

採購所提供的資訊做綠色產品的檢驗。 

RMA 

（維修中心） 

主要是配合歐盟的 WEEE 的指令，所以 RMA 的重點在於回收

機制與據點的建立，向當地的廠商簽署回收的合約。 

DCC 

（資訊控制中

心） 

與吳副理配合，負責記錄專案會議的討論議題與決議，並交由

CTO 簽核後，公告於公司的網路上，所有的部門都要依照所公

告的內容來執行。 

Legal（法務部） 

採購部門要求供應商提供 SGS 檢驗報告，但檢驗的費用高，

一般的供應商不願意去做。此時，法務部會與採購部合作，要

求無法提供 SGS 檢驗報告的供應商簽署自我申明書。法務部

的功能主要在保護公司，如果供應商所提供的原材料不合格，

供應商需付全部的責任，所以需要法務部擬定相關的合約書和

申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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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 課長的陳述可知，衝突點在於採購和工廠都希望 PD 部門的 R＆D 能夠

從新編修所有的 BOM 表與料號，這樣才不會照成後續作業上的麻煩，採購在採

買上就不會錯亂，工廠管理也不會有問題，但相對 PD 部門的工程就會相當浩大，

在各部門自身利益不相同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在 Green Team 的會議討論裡面發

生多次的爭執。S 課長提到這件事情最後的解決方式： 

「「「「這件事情一直爭執不休這件事情一直爭執不休這件事情一直爭執不休這件事情一直爭執不休。。。。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在會議上把自己的利害關係提出來在會議上把自己的利害關係提出來在會議上把自己的利害關係提出來在會議上把自己的利害關係提出來，，，，最後最後最後最後

做決議的關鍵人物應該是做決議的關鍵人物應該是做決議的關鍵人物應該是做決議的關鍵人物應該是 CTO。。。。CTO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BOM 表的部份先不全部的大風表的部份先不全部的大風表的部份先不全部的大風表的部份先不全部的大風

吹吹吹吹，，，，所以沒有把整個料號系統改掉所以沒有把整個料號系統改掉所以沒有把整個料號系統改掉所以沒有把整個料號系統改掉，，，，因為當初認為這樣做因為當初認為這樣做因為當初認為這樣做因為當初認為這樣做 Loading 會比較會比較會比較會比較

輕輕輕輕，，，，若要一次做大改變若要一次做大改變若要一次做大改變若要一次做大改變，，，，公司可能會承受不起公司可能會承受不起公司可能會承受不起公司可能會承受不起。。。。不過現在看來不過現在看來不過現在看來不過現在看來，，，，當初是當初是當初是當初是想想想想

說要省一點事說要省一點事說要省一點事說要省一點事，，，，但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但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但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但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到現在的作業程序上都還有點到現在的作業程序上都還有點到現在的作業程序上都還有點到現在的作業程序上都還有點

混亂混亂混亂混亂。。。。當初的折衷方當初的折衷方當初的折衷方當初的折衷方式是請採購部門向供應商要式是請採購部門向供應商要式是請採購部門向供應商要式是請採購部門向供應商要 NPN 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NPN 是廠是廠是廠是廠

商的製造料號商的製造料號商的製造料號商的製造料號，，，，以廠商的製造料號來核對以廠商的製造料號來核對以廠商的製造料號來核對以廠商的製造料號來核對，，，，因為廠商的製造料號是有區分因為廠商的製造料號是有區分因為廠商的製造料號是有區分因為廠商的製造料號是有區分

有鉛料號與有鉛料號與有鉛料號與有鉛料號與無鉛料號無鉛料號無鉛料號無鉛料號，，，，只是到了我們公司就又便成相同的一個料號只是到了我們公司就又便成相同的一個料號只是到了我們公司就又便成相同的一個料號只是到了我們公司就又便成相同的一個料號。。。。當然當然當然當然

在多次的開會與溝通之後在多次的開會與溝通之後在多次的開會與溝通之後在多次的開會與溝通之後，，，，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共識後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共識後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共識後取得一定程度的妥協與共識後，，，，邊做邊修正邊做邊修正邊做邊修正邊做邊修正，，，，

這件事情就被正式化了這件事情就被正式化了這件事情就被正式化了這件事情就被正式化了。。。。後來公司的後來公司的後來公司的後來公司的 PLM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

完成後完成後完成後完成後，，，，供應商就會把資料上傳到供應商就會把資料上傳到供應商就會把資料上傳到供應商就會把資料上傳到 PLM 系統上面系統上面系統上面系統上面。。。。所以說當初有一段修正所以說當初有一段修正所以說當初有一段修正所以說當初有一段修正

的時期和對策的時期和對策的時期和對策的時期和對策，，，，也因為修正的時期需要各部門的人去操作也因為修正的時期需要各部門的人去操作也因為修正的時期需要各部門的人去操作也因為修正的時期需要各部門的人去操作，，，，所以會有比較所以會有比較所以會有比較所以會有比較

多的衝突點多的衝突點多的衝突點多的衝突點。。。。」」」」 

（（（（三三三三）、）、）、）、內內內內、、、、外部外部外部外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A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如表 4-6 所示。 

表表表表 4- 6、、、、A 公司專案團隊的內公司專案團隊的內公司專案團隊的內公司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 

外部知

識學習 

、整合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聘請工研院環安中心的外部顧問與 Green 

Team 互動。從外部吸收知識，創造屬於公司的專屬的知識。 

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工研院材料所與上游供應商與公司的工廠部

門、PD 部門合作。屬於從外部吸收知識，再藉由實做與整合

而達到創造新知識的過程。 

知

識 

創

造 
內部知

識創造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透過 Green Team 的會議，

不同部門提出經驗與方法提供給遇到問題的部門，藉由共同解

決問題而達到創造各部門知識創造的過程。 

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吳副理也會親自到各部門走動，以發現

問題並於現場共同解決問題，也是屬於共同解決問題的知識創

造過程。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各部門提出利益衝突點，透過會議的

多次討論並由 CTO 做裁決，利用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創造新

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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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 

每次 Green Team 的會議都會由吳副理搭配 DCC 的專員，共同將會議中所有

的討論、問題與決議記錄下來，裡面詳細記錄會議中所提到的項目何時需要完

成、並確定由哪個部門來執行，執行經由 DCC 彙整之後再交給 CTO 簽核，最後

回到 DCC 公告至各部門，各部門需依此公告執行。記錄的載體是透過文件，在

轉成電腦的檔案文件，透過 MAIL 與 PLM 系統公告給各部門。 

在各部門方面，知識蓄積動作會有兩道並行的程序，S 課長提到： 

「「「「以工廠部門來說以工廠部門來說以工廠部門來說以工廠部門來說，，，，工廠部門在製造並檢驗完產品後工廠部門在製造並檢驗完產品後工廠部門在製造並檢驗完產品後工廠部門在製造並檢驗完產品後，，，，工廠的監督單位工廠的監督單位工廠的監督單位工廠的監督單位 IQC

會出一份檢驗報告會出一份檢驗報告會出一份檢驗報告會出一份檢驗報告，，，，此報告說明產品是否有通過綠色產品的要求規範此報告說明產品是否有通過綠色產品的要求規範此報告說明產品是否有通過綠色產品的要求規範此報告說明產品是否有通過綠色產品的要求規範，，，，而報而報而報而報

告會同時交給廠長與總部的告會同時交給廠長與總部的告會同時交給廠長與總部的告會同時交給廠長與總部的 QA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由他們審核由他們審核由他們審核由他們審核。。。。也就是說工廠和總部都也就是說工廠和總部都也就是說工廠和總部都也就是說工廠和總部都

會有一份這樣的報告會有一份這樣的報告會有一份這樣的報告會有一份這樣的報告。。。。」」」」 

Green Team 的專案已在 2006 年 5 月結束，由於跨部門的合作，讓 A 公司順

利的達成專案的目標，也在歐盟 RoHS 指令實施前完成。所有當初 Green Team

的紀錄資料已彙整為一份因應歐盟 RoHS 的對策與作法，這些資料也移交給現在

的 QA 部門，由 QA 部門負責處理後續新的法令所該做的調整，例如中國的 RoHS

指令也在 2007 年 3 月實施。目前在 QA 部門的 S 課長提到：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 Green Team 已經幫公司完成歐盟已經幫公司完成歐盟已經幫公司完成歐盟已經幫公司完成歐盟 RoHS 的因應方式的因應方式的因應方式的因應方式，，，，公司上下也因為公司上下也因為公司上下也因為公司上下也因為

Green Team 的運作而瞭解到這些規範的重要性的運作而瞭解到這些規範的重要性的運作而瞭解到這些規範的重要性的運作而瞭解到這些規範的重要性，，，，但但但但 Green Team 最後並沒有最後並沒有最後並沒有最後並沒有

完整的弄成一套屬於公司內部的環保規範完整的弄成一套屬於公司內部的環保規範完整的弄成一套屬於公司內部的環保規範完整的弄成一套屬於公司內部的環保規範，，，，Green Team 所整理的規範全部都所整理的規範全部都所整理的規範全部都所整理的規範全部都

是是是是 Follow 歐盟的規定歐盟的規定歐盟的規定歐盟的規定，，，，不過已經建立一套不過已經建立一套不過已經建立一套不過已經建立一套 Green product 的的的的 S.O.P.，，，，也就是現也就是現也就是現也就是現

在的在的在的在的 QA 部門透過當初部門透過當初部門透過當初部門透過當初 Green Team 所留下與頒佈的文件資料所留下與頒佈的文件資料所留下與頒佈的文件資料所留下與頒佈的文件資料，，，，已足夠應付皆已足夠應付皆已足夠應付皆已足夠應付皆

下來新法規的出現下來新法規的出現下來新法規的出現下來新法規的出現。。。。我們我們我們我們QA現在再執行的中國現在再執行的中國現在再執行的中國現在再執行的中國ROHS，，，，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follow當初當初當初當初Green 

Team 的運作方式的運作方式的運作方式的運作方式，，，，也完成一份中國也完成一份中國也完成一份中國也完成一份中國 ROHS 可以當作公司的參考依據可以當作公司的參考依據可以當作公司的參考依據可以當作公司的參考依據。。。。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我應該會整理成一份我應該會整理成一份我應該會整理成一份我應該會整理成一份，，，，叫做全球叫做全球叫做全球叫做全球 ROHS 的趨勢和規範與公司的對策的趨勢和規範與公司的對策的趨勢和規範與公司的對策的趨勢和規範與公司的對策，，，，整理成整理成整理成整理成

一份並不難一份並不難一份並不難一份並不難，，，，只是現在專注在因應中國的只是現在專注在因應中國的只是現在專注在因應中國的只是現在專注在因應中國的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綜合上述，A 公司 Green Team 的知識蓄積方式整理於表 4-7 

表表表表 4- 7、、、、A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 

蓄積主體 以文件、人員與 PLM 系統為主。 

知識 

蓄積 蓄積活動 

透過 DCC（資訊控制中心）建檔。 

在工廠部門會有第三方監控單位製作產

品檢驗報告交給總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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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 

Green Team 的計畫在持續進行的過程中會適時地視主題與問題的需要、或

在法令更新與宣導的階段，拉不同部門進來參與，讓 Green Team 所創造的知識

能夠順利的傳遞，也讓相關部門知道應該會有哪些改變，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讓公

司全體都能知道什麼是「RoHS」，以及公司的策略為何。Green Team 主要是透過

DCC 公告專案會議上所討論出來的東西並發佈到各部門，各部門成員需要相關

的資訊便可以上 DCC 公告的網站查詢，由於網路的特性，也使得海外的工廠與

部門也能夠很快地接收的最新的資訊。 

除了公司內部的知識擴散外，S 課長提到了如何將知識擴散到顧客端的方

式： 

「「「「在顧客端我們會選擇性的通知在顧客端我們會選擇性的通知在顧客端我們會選擇性的通知在顧客端我們會選擇性的通知，，，，但通常是不會通知但通常是不會通知但通常是不會通知但通常是不會通知，，，，因為我們無法去預期因為我們無法去預期因為我們無法去預期因為我們無法去預期

客戶的反應客戶的反應客戶的反應客戶的反應，，，，我們也很難為單獨的客戶量身定做我們也很難為單獨的客戶量身定做我們也很難為單獨的客戶量身定做我們也很難為單獨的客戶量身定做。。。。比如說我們有分有鉛和無比如說我們有分有鉛和無比如說我們有分有鉛和無比如說我們有分有鉛和無

鉛的產品鉛的產品鉛的產品鉛的產品，，，，在專案執在專案執在專案執在專案執行的前半段行的前半段行的前半段行的前半段時期時期時期時期，，，，我們進來的料號還沒有做有鉛與無鉛我們進來的料號還沒有做有鉛與無鉛我們進來的料號還沒有做有鉛與無鉛我們進來的料號還沒有做有鉛與無鉛

的料號區分的料號區分的料號區分的料號區分，，，，因此可能發生同一個產品生產出來會有無鉛和有鉛的產品因此可能發生同一個產品生產出來會有無鉛和有鉛的產品因此可能發生同一個產品生產出來會有無鉛和有鉛的產品因此可能發生同一個產品生產出來會有無鉛和有鉛的產品。。。。我我我我

們公司的政策是無鉛的產品可以取代有鉛的產品出給客戶們公司的政策是無鉛的產品可以取代有鉛的產品出給客戶們公司的政策是無鉛的產品可以取代有鉛的產品出給客戶們公司的政策是無鉛的產品可以取代有鉛的產品出給客戶，，，，也就是說客戶雖也就是說客戶雖也就是說客戶雖也就是說客戶雖

然定的是有鉛的產品然定的是有鉛的產品然定的是有鉛的產品然定的是有鉛的產品，，，，我們可以出給他無鉛的我們可以出給他無鉛的我們可以出給他無鉛的我們可以出給他無鉛的，，，，但若客戶定的是無鉛的產品但若客戶定的是無鉛的產品但若客戶定的是無鉛的產品但若客戶定的是無鉛的產品，，，，

我們就只能出給他們無鉛的產品我們就只能出給他們無鉛的產品我們就只能出給他們無鉛的產品我們就只能出給他們無鉛的產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司不會另外通知顧客公司不會另外通知顧客公司不會另外通知顧客公司不會另外通知顧客

所拿到的產品到底是有鉛還是無鉛的所拿到的產品到底是有鉛還是無鉛的所拿到的產品到底是有鉛還是無鉛的所拿到的產品到底是有鉛還是無鉛的。。。。其實這樣的作法有時會造成部分客戶其實這樣的作法有時會造成部分客戶其實這樣的作法有時會造成部分客戶其實這樣的作法有時會造成部分客戶

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的抱怨，，，，因為有的顧客就是要有鉛的因為有的顧客就是要有鉛的因為有的顧客就是要有鉛的因為有的顧客就是要有鉛的。。。。 

公司的想法是認為走無鉛的產品是符合整個世界趨勢的公司的想法是認為走無鉛的產品是符合整個世界趨勢的公司的想法是認為走無鉛的產品是符合整個世界趨勢的公司的想法是認為走無鉛的產品是符合整個世界趨勢的，，，，有鉛的產品會逐漸有鉛的產品會逐漸有鉛的產品會逐漸有鉛的產品會逐漸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所以不做另外的公布所以不做另外的公布所以不做另外的公布所以不做另外的公布。。。。顧客當初下單時顧客當初下單時顧客當初下單時顧客當初下單時可能是三年前可能是三年前可能是三年前可能是三年前，，，，但隨著我們的但隨著我們的但隨著我們的但隨著我們的

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 Green product 的導入的導入的導入的導入，，，，顧客並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已經變成無鉛顧客並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已經變成無鉛顧客並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已經變成無鉛顧客並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已經變成無鉛，，，，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我們不會主動跟他說我們不會主動跟他說我們不會主動跟他說我們不會主動跟他說，，，，若顧客有發現我們才會另做解釋若顧客有發現我們才會另做解釋若顧客有發現我們才會另做解釋若顧客有發現我們才會另做解釋，，，，我們就按照我們就按照我們就按照我們就按照 Green 

Team 的的的的 Schedule 來逐步導入來逐步導入來逐步導入來逐步導入，，，，因為這是世界的趨勢因為這是世界的趨勢因為這是世界的趨勢因為這是世界的趨勢。。。。」」」」 

Green Team 的作業在 2006 年的五月就接近尾聲了，因為公司各部門所需做

的變動與協調大致上已底定，製造的產品也已經能符合歐盟法規的規範，在 CTO

的許可下，吳副理也算功成身退，回到 RMA 部門。吳副理在回到原部門工作前，

必須將在 Green Team 專案期間所吸收、創造與蓄積的知識交接給 QA 部門，之

後與環保法規相關的問題直接由 QA 部門來負責。吳副理以光碟片為載體儲存了

當初此專案所有的文件、資料、會議紀錄、各部門在執行上所遇到的問題、Green 

Team 專案建立的許多機制和原則、與工研院簽訂合約的內容與固定執行法規的

負責人等等資料。將這些資料交給現在的 S 課長，S 課長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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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他本身做了哪些事情當初他本身做了哪些事情當初他本身做了哪些事情當初他本身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他沒有特別去說明他沒有特別去說明他沒有特別去說明他沒有特別去說明，，，，就是交接光就是交接光就是交接光就是交接光

碟片給我碟片給我碟片給我碟片給我，，，，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去看以前的文件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去看以前的文件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去看以前的文件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去看以前的文件，，，，去找之前做的內容與當初去找之前做的內容與當初去找之前做的內容與當初去找之前做的內容與當初

為何這樣做的目的為何這樣做的目的為何這樣做的目的為何這樣做的目的。。。。有一些公告的會放在有一些公告的會放在有一些公告的會放在有一些公告的會放在 PLM 系統上面系統上面系統上面系統上面，，，，但所形成決策但所形成決策但所形成決策但所形成決策、、、、

決策公告決策公告決策公告決策公告之前的決策流程與工作計畫的內容是不會透過之前的決策流程與工作計畫的內容是不會透過之前的決策流程與工作計畫的內容是不會透過之前的決策流程與工作計畫的內容是不會透過 DCC 上傳到上傳到上傳到上傳到 PLM 系系系系

統的統的統的統的，，，，因為這些部分是不希望擴散到公司上下游的廠商因為這些部分是不希望擴散到公司上下游的廠商因為這些部分是不希望擴散到公司上下游的廠商因為這些部分是不希望擴散到公司上下游的廠商，，，，所以是放在光碟片所以是放在光碟片所以是放在光碟片所以是放在光碟片

裡面裡面裡面裡面。。。。也就是當初形成也就是當初形成也就是當初形成也就是當初形成 Action 的方式和文件都是在光碟裡的方式和文件都是在光碟裡的方式和文件都是在光碟裡的方式和文件都是在光碟裡；；；；如果是已經形成如果是已經形成如果是已經形成如果是已經形成

的決策的決策的決策的決策，，，，就會被放在就會被放在就會被放在就會被放在 PLM 系統上系統上系統上系統上，，，，可以在上面找到對應的資料可以在上面找到對應的資料可以在上面找到對應的資料可以在上面找到對應的資料。。。。」」」」 

Green Team 的知識擴散方式整理如表 4-8: 

表表表表 4- 8、、、、A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 

擴散對象 公司各部門成員 
知識 

擴散 擴散方式 
以專案會議、教育訓練、人員交接、資

料光碟與資訊系統擴散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九九九、、、、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目前 Green Team 的作業已經結束了，早期會需要 Green Team 是因為公司所

面臨的環保壓力比以往任何時點都來的大且明顯，綠色產品已經成為了一種趨

勢，國際品牌大廠商也趨之若鶩地跟從法令執行環保規範，避免產品無法銷往有

環保規範的國家，在商場的競爭中落後對手。A 公司以自有品牌行銷全世界，也

無可避免的會遇到相同的問題，在公司的製程和產品變革、供應商合作與 Cost 

Down 的心態，都會因為環保的規範而較以往有比較大幅的變革；製程要轉換到

無鉛的製程、與供應商的關係較以往緊密、在轉換綠色產品的初期各類成本一定

會增加，但對於公司卻是勢在必行的趨勢，所以決議由專案團隊的方式，制訂目

標並有效完成。雖然看似 Green Team 成功地完成使命，不過很少有任何任務或

專案是完美無缺的，從事後的觀點來看，S 課長提出當初有項決策應該是不妥的： 

「「「「先前先前先前先前提到提到提到提到 PD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工廠與採購部門間的衝突工廠與採購部門間的衝突工廠與採購部門間的衝突工廠與採購部門間的衝突，，，，最後由最後由最後由最後由 CTO 決定讓工廠和決定讓工廠和決定讓工廠和決定讓工廠和

採購部門讓步採購部門讓步採購部門讓步採購部門讓步，，，，暫時先讓暫時先讓暫時先讓暫時先讓 PD 部門不用重新部門不用重新部門不用重新部門不用重新 Create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BOM 表與重新將料表與重新將料表與重新將料表與重新將料

號編修區分為有鉛的料號和無鉛的料號號編修區分為有鉛的料號和無鉛的料號號編修區分為有鉛的料號和無鉛的料號號編修區分為有鉛的料號和無鉛的料號，，，，這樣的決策在當初看來的確是比較這樣的決策在當初看來的確是比較這樣的決策在當初看來的確是比較這樣的決策在當初看來的確是比較

省事省事省事省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實際上是繞了更大的圈，，，，到現到現到現到現在都還有點混亂在都還有點混亂在都還有點混亂在都還有點混亂。。。。由於由於由於由於

未區分料號未區分料號未區分料號未區分料號，，，，使得材料的庫存成本增加使得材料的庫存成本增加使得材料的庫存成本增加使得材料的庫存成本增加，，，，隨著生意愈做愈大隨著生意愈做愈大隨著生意愈做愈大隨著生意愈做愈大，，，，現在所需庫存現在所需庫存現在所需庫存現在所需庫存

的材料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的材料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的材料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的材料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而當初而當初而當初而當初未未未未趁著趁著趁著趁著 Green Team 的機會來重新編排的機會來重新編排的機會來重新編排的機會來重新編排

料號料號料號料號，，，，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材料更為混亂了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材料更為混亂了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材料更為混亂了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材料更為混亂了，，，，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

之增加之增加之增加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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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B 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 

一一一一、、、、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 

B 公司於 1965 年成立於台北市，初期以代理 Canon 的電子計算機業務為

主，之後陸續引進 Canon 影印機、印表機等高科技產品，成為 B 公司往後的發

展基礎。1971 年在台中加工區設立 B 公司工廠，是日本 Canon 集團 100%投資

事業，負責組裝各類照相機，高級單眼鏡頭也多由 B 公司供應，成為 Canon 重

要的海外生產基地。B 公司在 1995 年歡度 30 週年慶之時，成功的將股票發行上

市，並為國內第一家結合日本原廠資金的上市通路公司。 

B 公司在組裝整台照相機的年代，年營收曾達到 100 億元，近年則以產銷光

學元件為主，傳統照相機組裝及數位相機半成品為輔。在改以光學元件為主要業

務後，營收稍為降低。雖然照相機的附加價值率仍有約 24%，但光學元件卻逾四

成，因此雖然營收減少、但獲利仍然持續成長。2005 年的營收突破 200 億元，

財務資料如下表： 

表表表表 4- 9、、、、B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2005 年營業結果年營業結果年營業結果年營業結果 

單位：仟元 

項目 光電事業 其他 合計 

營業收入 19.671,940 1,048,782 20,720,722 

營業毛利 1,037,796 337,594 1,375,390 

營業費用 541,511 361,538 903,049 

營利利益 496,285 （23,944） 472,341 

稅前損益 429,699 327,491 802,190 

資料來源：B 公司 2005 公開說明書 

B 公司長期由日本母公司提供訂單、安排生產，最近正積極轉型，改變 30

多年來的營運模式，2007 年設置五大事業部，並開始承接本地廠商光學元件（鏡

頭等）訂單，訂出 2007 年目標 10 億元、後年挑戰 20 億元。其中第一事業部專

責承接日本母公司訂單。其餘四個事業部負責新興業務，包括第二事業部的投影

機、攝影機（大口徑）鏡頭元件；第三事業部的一般及車用監視器、電腦、PCB

基板代工等；第四事業部的手機、LED、太陽能聚焦及筆記本型電腦內建鏡頭等。

第五事業部則專攻模具成型業務。 

B 公司的簡要發展歷程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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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0、、、、B 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B 公司網站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 

1965 公司成立，開始代理銷售計算機。 

1977 
創下普通紙影印機銷售高潮，突破業界各家代理商每年台數業績，出

現一年銷售約一千台輝煌紀錄。 

1982 
引進電子式打字機與 CNC 週邊設備，尤以電子式打字機吸引多數外商

使用，取代了傳統式的電動打字。 

1988 

領先業界，開始銷售彩色影印機。 

引進彩印組合設立店頭式經營，進入百貨櫥窗，使原本專營辦公自動

化產品的產品，增加了與兒童、學生等各階層有接觸的機會。 

設立高雄、台中、天母等分公司擴大服務網路系統和地區精耕理念。 

1991 

整合內部組織設事業體制經營，各事業體的營運成果直接對董事會負

責。 

目標國際化，並籌劃 Canon 日本原廠投資經營。 

整合內部管理體系、編輯管理規章、會計制度、內部稽核制度。 

1995 正式於 84 年元月 16 日股票掛牌上市買賣。 

1997 投資設立 ABILITY USA.落實海外業務開發美國市場計畫。 

2000 
成立海外 BVI 公司，投資東莞精熙光機、東莞廣通，生產光電零組件、

皮套、馬達。 

2001 
與 Canon 香港合資投資台灣日佳資訊（股）公司，專營印表機、傳真

機、計算機、數位相機 等店頭商品之企劃與市場行銷。 

2002 
投資能率國際控股開曼公司，並轉投資設立能率國際控股香港公司，

且設立能率控股上海辦事處為大陸通路市場佈局開啟新頁。 

2005 

數位相機領域持續擴張以 ODM 代工為主要策略，其中位於中國東莞的

電子廠於 2005/6/17 正式完工投產，預估 2005 年數位相機出貨量可達

400 萬台，2008 年挑戰 1000 萬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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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一一一一）、）、）、）、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 

長期以來，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隨時代而變化。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同時、網

路科技蓬勃發展，全球化的時代儼然隨著網路頻寬的增加，拉近國與國之間的距

離，尤其是企業的供應鏈或價值鏈之改變。過去企業必須考量供應鏈的空間距

離、產品價格與文化差異等等因素，而現在空間距離與文化差異逐漸受到全球化

的力量而縮小，企業在選擇供應鏈的因素除了價格差異外，一個企業的企業社會

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逐漸被大家重視，成為全球各大企業尋找

合作伙伴的重要因素。 

B 公司提供優良的光學元件與數位相機等產品，透過 ODM、OEM 等方式與

全球知名廠商合作，除了擁有優良的技術與品質外，B 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

重視，也深受國際大廠的肯定。B 公司於 2000 年開始，公司的品管部門主動向

外部的檢驗單位提出 ISO 9001、ISO90026與 ISO140017等國際標準驗證，B 公司

希望能在國際大廠對公司提出要求前，事先做好有關環境管理的準備。系統品保

處的周經理提到： 

「「「「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必須要有遠見必須要有遠見必須要有遠見必須要有遠見。。。。如果在早期的時後如果沒有先如果在早期的時後如果沒有先如果在早期的時後如果沒有先如果在早期的時後如果沒有先 Ready 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這些東西，，，，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接不到單接不到單接不到單接不到單。。。。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公司跟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一樣公司跟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一樣公司跟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一樣公司跟一般中小企業可能不一樣，，，，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

數位相機數位相機數位相機數位相機幾乎都走在產業前面幾乎都走在產業前面幾乎都走在產業前面幾乎都走在產業前面，，，，我們就是要隨時在各方面都我們就是要隨時在各方面都我們就是要隨時在各方面都我們就是要隨時在各方面都 Ready 好好好好，，，，當客當客當客當客

人要求我們時人要求我們時人要求我們時人要求我們時，，，，就可以馬上應付客戶就可以馬上應付客戶就可以馬上應付客戶就可以馬上應付客戶、、、、符合符合符合符合要求要求要求要求，，，，我我我我們不們不們不們不能等客人來要求的能等客人來要求的能等客人來要求的能等客人來要求的

時後時後時後時後再來準備再來準備再來準備再來準備。。。。」」」」 

（（（（二二二二）、）、）、）、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 

當品管部門於 2003 年推動 ISO14001 的同時，B 公司開始與日本客戶 CASIO

合作。CASIO 與 B 公司合作之初，便開始要求 B 公司能注重環境管理，建立一

些有關環境管理的 ISO 標準。由於 B 公司先前已通過 ISO 9000 系列的標準，所

以 CASIO 希望 B 公司也能對於環境管理多加著墨。周經理提到： 

                                                
6 ISO 發源於工業界的管理系統模式，旨在建立一套運作程序，朝預定目標運行以確保機構能生

產優質的產品和提供理想的服務質素。其中 ISO9001 質量體系規定了質量管理體系要求，包括

開發設計、生產、安裝和服務的質量保證模式，用於組織證實其具備提供滿足顧客要求和適用的

法規要求的能力。ISO9001、ISO9002 及 ISO9003 是三種品保模式，這三個標準分別在於所需符

合的條文數目不同。ISO9001 有廿個條文要求；ISO9002 少一個設計方面的條文要求，所以適合

加工行業；ISO9003 則只有 ISO9001 內其中 16 個要求 。 

7 ISO14000 系列標準是為促進全球環境品質的改善而制定的。環境管理的目的，是建立一套系

統，協助企業有能力在生產、銷售、產品使用和廢棄後的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找出可能的環境

問題並加以改進，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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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後正好準備要推動我們那時後正好準備要推動我們那時後正好準備要推動我們那時後正好準備要推動 ISO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環境管理系統。。。。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那時後那時後那時後那時後

除了自己內部的要求外除了自己內部的要求外除了自己內部的要求外除了自己內部的要求外，，，，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客戶客戶客戶客戶端端端端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CASIO 希望我們從希望我們從希望我們從希望我們從 ISO14000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能多多去能多多去能多多去能多多去 Watch 這方面的訊息這方面的訊息這方面的訊息這方面的訊息。。。。」」」」 

除了與 CASIO 的合作外，SONY 於 2001 年之後開始要求供應商必須加入

SONY 的 Green Partner，逐漸淘汰未能符合要求的供應商，並向產品品質管理優

良的供應商接觸。B 公司在 2003 年開始與 SONY 合作，因此必須成為 Green 

Partner 的一員。SONY Green Partner 的要求與 CASIO 不同處在於其規範，CASIO

當初對於產品的要求只規定產品的含鉛量，大部分的要求類似於 ISO14000 系

列，比較是針對環境面，屬於比較大的環境污染議題；而 SONY 的要求規範是

禁止與限用物質之技術文件條款（SS-00259 Sony Technical Standard）。周經理提

到 SONY 的要求： 

「「「「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算是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算是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算是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算是 SONY，，，，其實當初其他大廠商也有其實當初其他大廠商也有其實當初其他大廠商也有其實當初其他大廠商也有

要推動環保規範要推動環保規範要推動環保規範要推動環保規範，，，，但都沒有像但都沒有像但都沒有像但都沒有像 SONY 這麼的有制度這麼的有制度這麼的有制度這麼的有制度，，，，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SONY 對我們的壓對我們的壓對我們的壓對我們的壓

力比較強烈力比較強烈力比較強烈力比較強烈。。。。SONY 有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有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有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有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裁掉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裁掉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裁掉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裁掉。。。。

原來原來原來原來 SONY 有三萬多家供應商有三萬多家供應商有三萬多家供應商有三萬多家供應商，，，，經過稽核後減少為一萬家經過稽核後減少為一萬家經過稽核後減少為一萬家經過稽核後減少為一萬家、、、、五千家五千家五千家五千家，，，，把不合把不合把不合把不合

格的都從供應商名單中去除格的都從供應商名單中去除格的都從供應商名單中去除格的都從供應商名單中去除，，，，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SONY 也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去管理供應也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去管理供應也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去管理供應也沒有那麼多人力資源去管理供應

商商商商。。。。SONY 會執行的這麼徹會執行的這麼徹會執行的這麼徹會執行的這麼徹底是底是底是底是因為它被罰過因為它被罰過因為它被罰過因為它被罰過，，，，加上組織規模也比較完整加上組織規模也比較完整加上組織規模也比較完整加上組織規模也比較完整，，，，

對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也有它獨到對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也有它獨到對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也有它獨到對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也有它獨到、、、、客觀與公正的方法去檢測客觀與公正的方法去檢測客觀與公正的方法去檢測客觀與公正的方法去檢測，，，，甚至坊間很甚至坊間很甚至坊間很甚至坊間很

多的規範檢測的方法其實也是多的規範檢測的方法其實也是多的規範檢測的方法其實也是多的規範檢測的方法其實也是 Follow SONY 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SONY 對於不同的東對於不同的東對於不同的東對於不同的東

西西西西，，，，像像像像塑膠塑膠塑膠塑膠、、、、金屬等都有不同的檢測方法金屬等都有不同的檢測方法金屬等都有不同的檢測方法金屬等都有不同的檢測方法，，，，SONY 在這方面有很多專家在日在這方面有很多專家在日在這方面有很多專家在日在這方面有很多專家在日

本整理這些東西本整理這些東西本整理這些東西本整理這些東西。。。。」」」」 

（（（（三三三三）、）、）、）、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B 公司於 2004 年順利取得 SONY Green Partner 的認證，同年，歐盟的 WEEE

與 RoHS 指令也逐漸明朗化，包括要求項目與執行的日期。雖然 B 公司已經通

過規範比 RoHS 指令還嚴格的 SONY SS-00259，但 RoHS 和 WEEE 指令只有定

下禁用的物質為何，以及規定產品需能夠回收、再使用與再循環，卻沒有說明廠

商如何達到上述的要求，因此對於 B 公司而言，還是有執行上的困難。周經理

提到： 

「「「「RoHS 只管產品只管產品只管產品只管產品的禁用物質含量不要超過標準的禁用物質含量不要超過標準的禁用物質含量不要超過標準的禁用物質含量不要超過標準，，，，但但但但 SONY 至少還會告訴我至少還會告訴我至少還會告訴我至少還會告訴我

們要怎麼控管製程們要怎麼控管製程們要怎麼控管製程們要怎麼控管製程。。。。我們只要我們只要我們只要我們只要 Follow SONY 的的的的 Checking List 與供應商的稽核與供應商的稽核與供應商的稽核與供應商的稽核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至少對我們來說至少對我們來說至少對我們來說至少對我們來說，，，，還知道要往什麼方向前進還知道要往什麼方向前進還知道要往什麼方向前進還知道要往什麼方向前進、、、、要注意什麼要注意什麼要注意什麼要注意什麼。。。。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RoHS

只丟一個東西只丟一個東西只丟一個東西只丟一個東西，，，，規定不能使用所限制的規定不能使用所限制的規定不能使用所限制的規定不能使用所限制的六項六項六項六項物質物質物質物質，，，，可是怎麼做卻沒說可是怎麼做卻沒說可是怎麼做卻沒說可是怎麼做卻沒說，，，，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就算通過了就算通過了就算通過了就算通過了 SONY 的規範的規範的規範的規範，，，，在執行在執行在執行在執行 RoHS 時還是會有很多困難時還是會有很多困難時還是會有很多困難時還是會有很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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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B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B 公司的主要環保壓力來源為公司內部對環境管理與企業責任的重視，以及

外部顧客 SONY 的要求。B 公司在環境管理與綠色產品方面的努力，自許能持

續走在業界的前面，當國際上有任何法規出現時，B 公司都能接近準備完善，所

以在政府法規方面，對 B 公司的壓力並沒有很強烈。B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如圖

4-3 所示： 

 

 

 

 

 

 

 

 

圖圖圖圖 4- 3、、、、B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三三三三、、、、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B 公司對於環境管理採取主動積極的策略。2003 年以前，公司透過品管中

心主動積極地申請各項驗證，全公司也配合品管中心的稽核與要求來做改善。品

管中心裡負責各項檢驗的推動單位為系統品保部（System Quality Assurance；簡

稱 SQA ），過去的 ISO9000 系列就是由 SQA 部門負責在公司內推動。SQA 於

2003 年起開始推動 ISO14000 系列，並在顧客端接收到 CASIO 與 SONY 對於環

境與產品的環保要求規範；2004 年初，歐盟的 RoHS 等環保指令也相繼出爐。

品管中心也開始察覺到，企業環境管理的生態將面臨到一次大幅度的改變。周經

理提到： 

「「「「就歐盟的就歐盟的就歐盟的就歐盟的 RoHS 指令來講指令來講指令來講指令來講，，，，它的要求會比較廣它的要求會比較廣它的要求會比較廣它的要求會比較廣，，，，針對針對針對針對禁禁禁禁限用物質進行限用物質進行限用物質進行限用物質進行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對我們而言對我們而言對我們而言對我們而言，，，，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會從哪裡開始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會從哪裡開始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會從哪裡開始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會從哪裡開始？？？？從採購端要採購什麼東西從採購端要採購什麼東西從採購端要採購什麼東西從採購端要採購什麼東西，，，，

是誰要告訴他要採購什麼樣的材料是誰要告訴他要採購什麼樣的材料是誰要告訴他要採購什麼樣的材料是誰要告訴他要採購什麼樣的材料？？？？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 R＆＆＆＆D，，，，那那那那 R＆＆＆＆D 要選用什麼材料要選用什麼材料要選用什麼材料要選用什麼材料

才能符合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才能符合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才能符合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才能符合禁限用物質的要求？？？？所以變成與所以變成與所以變成與所以變成與 R＆＆＆＆D 和採購都有關係和採購都有關係和採購都有關係和採購都有關係；；；；那業務的那業務的那業務的那業務的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今天客人要求我們的東西今天客人要求我們的東西今天客人要求我們的東西今天客人要求我們的東西，，，，業務是不是也要知道業務是不是也要知道業務是不是也要知道業務是不是也要知道，，，，業務必須跟客人談業務必須跟客人談業務必須跟客人談業務必須跟客人談

清楚說是要有禁用物質的還是沒有的產品清楚說是要有禁用物質的還是沒有的產品清楚說是要有禁用物質的還是沒有的產品清楚說是要有禁用物質的還是沒有的產品，，，，因為在因為在因為在因為在 2004 年初期年初期年初期年初期，，，，我們都是採我們都是採我們都是採我們都是採

混合式生產混合式生產混合式生產混合式生產，，，，所以當初還是有部分為有鉛製程所以當初還是有部分為有鉛製程所以當初還是有部分為有鉛製程所以當初還是有部分為有鉛製程，，，，有部分是無鉛製程有部分是無鉛製程有部分是無鉛製程有部分是無鉛製程，，，，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所以這

箭號粗細表示壓箭號粗細表示壓箭號粗細表示壓箭號粗細表示壓

力強度力強度力強度力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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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一定部分一定部分一定部分一定要跟客戶談清楚要跟客戶談清楚要跟客戶談清楚要跟客戶談清楚。。。。工廠執行端也要知道工廠執行端也要知道工廠執行端也要知道工廠執行端也要知道，，，，因為生產過程中不能混料因為生產過程中不能混料因為生產過程中不能混料因為生產過程中不能混料，，，，

那工廠如何去控管在製程中不能有被污染那工廠如何去控管在製程中不能有被污染那工廠如何去控管在製程中不能有被污染那工廠如何去控管在製程中不能有被污染？？？？」」」」 

當初品管中心在思考如何處理來自各方面的環保壓力時，發現這次的改變不

若以往單純，不是單單由一個單位（品管中心）就可以推動並落實到各部門；此

外，品管中心也認為這整個專案若實際執行，會遇到公司整體成本較以往上升的

問題，不若以往公司的許多專案都是為了降低成本而執行的。另外一個特性是雖

然知道成本在初期一定會增加，但如果不利用此機會測底的執行，未來可能會面

臨無單可接的情況。周經理提到問題的嚴重性： 

「「「「若若若若要執行整個要執行整個要執行整個要執行整個 Project，，，，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是個在初期會將成本拉高的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是個在初期會將成本拉高的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是個在初期會將成本拉高的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這是個在初期會將成本拉高的

Project。。。。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供應商會要求禁限用的產品要賣的比非禁限用的貴二到三成供應商會要求禁限用的產品要賣的比非禁限用的貴二到三成供應商會要求禁限用的產品要賣的比非禁限用的貴二到三成供應商會要求禁限用的產品要賣的比非禁限用的貴二到三成，，，，

主要是反應供應商所發費的檢測費主要是反應供應商所發費的檢測費主要是反應供應商所發費的檢測費主要是反應供應商所發費的檢測費，，，，尤其是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尤其是在早期，，，，很多供應商都還沒很多供應商都還沒很多供應商都還沒很多供應商都還沒 Ready

好的情況下好的情況下好的情況下好的情況下，，，，報價很混亂報價很混亂報價很混亂報價很混亂，，，，但我們是走在前面的公司但我們是走在前面的公司但我們是走在前面的公司但我們是走在前面的公司，，，，所以我們是勢在必行所以我們是勢在必行所以我們是勢在必行所以我們是勢在必行。。。。」」」」 

系統品保（SQA）是公司負責推動的單位，SQA 考慮到實際執行上的困難

與影響公司程度，立即感受到事情的嚴重性，並瞭解到不是由少數幾個單位就可

以徹底推動的。2003 年年底，SQA 部門便希望透過公司品保部門的最高主管，

向 B 公司的總經理請示，希望能成立跨部門的專案小組。B 公司在經過高層的會

議後，於 2003 年年底由董事長宣佈成立以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專案贊助者）

的「綠色產品推行委員會」，展開符合綠色產品之各項活動，包括對供應商全面

宣導、綠色產品之設計、綠色供應鏈等。 

此專案在成立之初，由品管中心訂出此專案的專案規章（Chapter），並也

詳細列出應該要執行的細項；負責制定規章的周經理提到： 

「「「「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後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後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後我們一開始執行的時後，，，，主要是針對主要是針對主要是針對主要是針對 SONY 和和和和 RoHS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可是我這邊可是我這邊可是我這邊可是我這邊

也還是持續有推很多方案也還是持續有推很多方案也還是持續有推很多方案也還是持續有推很多方案，，，，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ISO14000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因此在這個專案開始之前因此在這個專案開始之前因此在這個專案開始之前因此在這個專案開始之前，，，，

我們會我們會我們會我們會設定目設定目設定目設定目標標標標，，，，並隨並隨並隨並隨著每年新增的法規與顧客要求來著每年新增的法規與顧客要求來著每年新增的法規與顧客要求來著每年新增的法規與顧客要求來持續地持續地持續地持續地變更變更變更變更，，，，持續持續持續持續會會會會

去去去去 Update 我們的進度與目標我們的進度與目標我們的進度與目標我們的進度與目標。。。。我這邊設定的目標我這邊設定的目標我這邊設定的目標我這邊設定的目標、、、、方案都會有時程方案都會有時程方案都會有時程方案都會有時程，，，，然後細然後細然後細然後細

項展開項展開項展開項展開。。。。」」」」 

四四四四、、、、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一一一一）、）、）、）、Project Manager 

過去B公司的品管中心在推動ISO9000系列時，即是由品管中心的最高主管

江協理負責推動公司內有關的活動，並對公司的管理階層報告。2003年年底，品

管中心提議推動因應SONY與RoHS等環保議題的專案，B公司決議成立由總經理

擔任專案贊助者的跨部門團隊：「綠色產品推行委員會；簡稱綠色委員會」；總經

理直接任命品管中心的最高主管江協理擔任團隊管理代表的角色。周經理提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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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需要由部門的主管來擔任此專案的管理代表： 

「「「「這次的專案是屬於跨部門的活動這次的專案是屬於跨部門的活動這次的專案是屬於跨部門的活動這次的專案是屬於跨部門的活動，，，，公司所有的部門都納入此綠色委員會公司所有的部門都納入此綠色委員會公司所有的部門都納入此綠色委員會公司所有的部門都納入此綠色委員會

中中中中，，，，因此需要由層級較高的主管來擔任團隊因此需要由層級較高的主管來擔任團隊因此需要由層級較高的主管來擔任團隊因此需要由層級較高的主管來擔任團隊 Leader，，，，以利跨部門的溝通與合以利跨部門的溝通與合以利跨部門的溝通與合以利跨部門的溝通與合

作作作作。。。。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採購單位要與供應商討論進料的轉換採購單位要與供應商討論進料的轉換採購單位要與供應商討論進料的轉換採購單位要與供應商討論進料的轉換；；；；我們必須告知工廠的倉庫我們必須告知工廠的倉庫我們必須告知工廠的倉庫我們必須告知工廠的倉庫

需要分倉需要分倉需要分倉需要分倉，，，，不同的材料要重新分倉不同的材料要重新分倉不同的材料要重新分倉不同的材料要重新分倉，，，，不能讓綠色材料和非綠色材料混在一起不能讓綠色材料和非綠色材料混在一起不能讓綠色材料和非綠色材料混在一起不能讓綠色材料和非綠色材料混在一起；；；；

對對對對 R＆＆＆＆D 我們也是要與他們溝通我們也是要與他們溝通我們也是要與他們溝通我們也是要與他們溝通，，，，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R＆＆＆＆D 要開始用無鉛製程的材料要開始用無鉛製程的材料要開始用無鉛製程的材料要開始用無鉛製程的材料，，，，不不不不

能用含有能用含有能用含有能用含有 RoHS 限制的有害物質的材料限制的有害物質的材料限制的有害物質的材料限制的有害物質的材料，，，，這些都是需要跨部門合作的部份這些都是需要跨部門合作的部份這些都是需要跨部門合作的部份這些都是需要跨部門合作的部份，，，，

因此需要我們江協理出面來溝通因此需要我們江協理出面來溝通因此需要我們江協理出面來溝通因此需要我們江協理出面來溝通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綠色委員會除了由品管中心主管江協理擔任管理代表外，先前B公司所推動

的各項國際檢驗標準與環境管理系統之實際推動單位為品管中心裡的SQA部

門，因此江協理指定SQA部門的周經理擔任此團隊在實際運作上的Project 

Manager。江協理則扮演輔助周經理的角色，在需要做重大的決策或部門間有爭

議時，才由江協理親自解決；在團隊日常運作的業務上，江協理授權予周經理處

理，周經理也必須每週向江協理報告綠色委員會進行的狀況。因此，周經理在綠

色委員會的運作上，扮演重要的專案經理角色。 

周經理在綠色委員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溝通、協調各部門為主，並投入 100%

的工作時間於此專案，從最初的吸收綠色相關知識到擴散綠色知識等活動，周經

理幾乎全程參與，並隨時到各部門走動以瞭解執行的狀況與各單位的困難。周經

理提到她在此團隊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我也不太算這個其實我也不太算這個其實我也不太算這個其實我也不太算這個 Team 的的的的 Leader。。。。我比較像將資訊我比較像將資訊我比較像將資訊我比較像將資訊 Share 給各部門的給各部門的給各部門的給各部門的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時時時時常跟與各個部門進行觀念和執行上的常跟與各個部門進行觀念和執行上的常跟與各個部門進行觀念和執行上的常跟與各個部門進行觀念和執行上的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以以以以一個專案經一個專案經一個專案經一個專案經

理理理理來看的話來看的話來看的話來看的話，，，，此此此此專案團隊的成員有我們公司的副總專案團隊的成員有我們公司的副總專案團隊的成員有我們公司的副總專案團隊的成員有我們公司的副總、、、、處長等比我高階的人員處長等比我高階的人員處長等比我高階的人員處長等比我高階的人員，，，，

感覺有點奇怪感覺有點奇怪感覺有點奇怪感覺有點奇怪？？？？所以並沒有將我的名字掛在團隊之上所以並沒有將我的名字掛在團隊之上所以並沒有將我的名字掛在團隊之上所以並沒有將我的名字掛在團隊之上。。。。就我們公司組織架構就我們公司組織架構就我們公司組織架構就我們公司組織架構

來說來說來說來說，，，，我是在品保中心的我是在品保中心的我是在品保中心的我是在品保中心的 SQA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只是剛好有這個活動只是剛好有這個活動只是剛好有這個活動只是剛好有這個活動，，，，由我來做一個專由我來做一個專由我來做一個專由我來做一個專

案的推動案的推動案的推動案的推動。。。。我只是做一個中間的推動我只是做一個中間的推動我只是做一個中間的推動我只是做一個中間的推動、、、、執行人員執行人員執行人員執行人員，，，，比較高層的溝通還是由我比較高層的溝通還是由我比較高層的溝通還是由我比較高層的溝通還是由我

們們們們的的的的江協理來江協理來江協理來江協理來。。。。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比如說，，，，我這邊有些是事情是我這邊有些是事情是我這邊有些是事情是我這邊有些是事情是跨部門或比較大的決策跨部門或比較大的決策跨部門或比較大的決策跨部門或比較大的決策，，，，就必就必就必就必

須由他們高層的人來做溝通須由他們高層的人來做溝通須由他們高層的人來做溝通須由他們高層的人來做溝通；；；；我比較偏向執行和推動的層次我比較偏向執行和推動的層次我比較偏向執行和推動的層次我比較偏向執行和推動的層次，，，，所以我並沒有所以我並沒有所以我並沒有所以我並沒有

掛在上面掛在上面掛在上面掛在上面。。。。原先第一版的組織圖有原先第一版的組織圖有原先第一版的組織圖有原先第一版的組織圖有，，，，後來就慢慢比較不需要後來就慢慢比較不需要後來就慢慢比較不需要後來就慢慢比較不需要，，，，所以在調回來所以在調回來所以在調回來所以在調回來。。。。」」」」 

（（（（二二二二）、）、）、）、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 

B 公司在成立綠色委員會之初，品管中心提議應該要讓公司所有的部門都參

與此團隊。品管中心認為有必要讓全公司瞭解推動此專案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此

外，專案在推動上也勢必會需要各個部門的合作與協助。因此，B 公司也決議讓

綠色委員會的成員包含每個部門，在團隊實際的運作上，有些部門為執行單位，

有些部門為輔助單位。營運中心、行銷業務、資訊管理處、品管中心、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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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製造中心為執行單位，其餘的部門為輔助單位。B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的

組織如圖 4-4 所示： 

 

 

 

 

 

 

 

 

 

 

圖圖圖圖 4- 4、、、、B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 1 

資料來源：B 公司提供 

除了 B 公司全部的部門外，各部門底下也有相關的單位參與此專案。綠色

委員會在周經理（Project Manager）以下分成三階；第一階是由各部門的主管為

代表，擔任各部門的組長，負責部門內部的推動與擔任對外的窗口；第二階為各

部門內的單位代表人員，擔任推動幹事，職位大多為處長或經理，負責單位內部

的推動與擔任對外的窗口；第三階為各部門底下實際執行的人員，職位大多是工

程師。詳細的分工如圖 4-5 所示： 

 

 

 

 

 

 

 

 

 

 

 

 

 

 

 

圖圖圖圖 4- 5、、、、B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委員會組織圖 2 

資料來源：B 公司提供 



 75 

B 公司將綠色委員會在周經理以下分成三階，主要的原因在於整個團隊運作

時，並不需要每次開會都需要所有人員來參與，會因為階段性的任務、每次討論

的主題與課程安排的不同，所需要參加的人也會不一樣。周經理提到： 

「「「「在這個組織圖的第一階在這個組織圖的第一階在這個組織圖的第一階在這個組織圖的第一階各部門代表各部門代表各部門代表各部門代表有總經理有總經理有總經理有總經理、、、、副總副總副總副總、、、、協理與處長等擔任各協理與處長等擔任各協理與處長等擔任各協理與處長等擔任各

部門組長部門組長部門組長部門組長的的的的任務任務任務任務，，，，這些人大多這些人大多這些人大多這些人大多在在在在初期會來瞭解這整件事情初期會來瞭解這整件事情初期會來瞭解這整件事情初期會來瞭解這整件事情，，，，因為他們必須也因為他們必須也因為他們必須也因為他們必須也

要清楚整個過程要清楚整個過程要清楚整個過程要清楚整個過程，，，，才能在各部門內順利的推動才能在各部門內順利的推動才能在各部門內順利的推動才能在各部門內順利的推動，，，，比較細項的工作執行則是交比較細項的工作執行則是交比較細項的工作執行則是交比較細項的工作執行則是交

由各部門底下的人去做由各部門底下的人去做由各部門底下的人去做由各部門底下的人去做。。。。以教育訓練來說以教育訓練來說以教育訓練來說以教育訓練來說，，，，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Level 的人所需要的教育訓的人所需要的教育訓的人所需要的教育訓的人所需要的教育訓

練就不同練就不同練就不同練就不同，，，，目的是為了讓各部門目的是為了讓各部門目的是為了讓各部門目的是為了讓各部門的的的的各階層人員在實際執行時各階層人員在實際執行時各階層人員在實際執行時各階層人員在實際執行時，，，，能達到比較好能達到比較好能達到比較好能達到比較好

的效率和效果的效率和效果的效率和效果的效率和效果。。。。」」」」 

由圖 4-4 與圖 4-5，可以清楚的看到 B 公司綠色委員會的組成。於組織圖上

是由品管中心的最高主管擔任管理代表（名義上的 Project Manager），但實際在

運作上是由 SQA 部門的周經理來擔任 Project Manager；若以周經裡的角度出發，

可以發現她所負責管裡的團隊成員中，第一階的成員在公司的位階都比周經理還

高，第二階的成員職位與她相當，第三階成員的職位就在周經理之下。因此可以

發現此專案團隊是由公司的中階幹部帶頭，周經理同時往上也往下來推動此專

案。此團隊的結構看起來類似重量級的專案團隊，但在實際執行上卻比較接近輕

量級的專案團隊。 

綠色委員會每次的會議或教育訓練都是由各部門的代表來參與，每個部門或

各部門內的單位都會有個對應的窗口，由此代表負責傳達綠色委員會的訊息至各

部門內部。例如行銷業務中心內有四個業務部門，分別對應不同的客戶，但每個

業務部門都會有一個與綠色委員會的對應窗口。周經理提到： 

「「「「綠色委員會於早期開會時都會有十幾位來參與綠色委員會於早期開會時都會有十幾位來參與綠色委員會於早期開會時都會有十幾位來參與綠色委員會於早期開會時都會有十幾位來參與，，，，可能品保中心就有三到五可能品保中心就有三到五可能品保中心就有三到五可能品保中心就有三到五

位位位位，，，，包括我們協理包括我們協理包括我們協理包括我們協理；；；；製造中心可能兩到三個製造中心可能兩到三個製造中心可能兩到三個製造中心可能兩到三個；；；；業務可能也三到四個業務可能也三到四個業務可能也三到四個業務可能也三到四個；；；；營運中營運中營運中營運中

心分電子與機構就至少兩個了心分電子與機構就至少兩個了心分電子與機構就至少兩個了心分電子與機構就至少兩個了，，，，加上他們的助理和處長加上他們的助理和處長加上他們的助理和處長加上他們的助理和處長，，，，就有四個就有四個就有四個就有四個。。。。那產品那產品那產品那產品

研發和影像模組中心就比較不一定研發和影像模組中心就比較不一定研發和影像模組中心就比較不一定研發和影像模組中心就比較不一定，，，，要看要看要看要看 Case 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不過至少不過至少不過至少不過至少都三到四位都三到四位都三到四位都三到四位

來參加來參加來參加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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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如表 4-11 所示。 

表表表表 4- 11、、、、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團隊

形成 

1. 由 SONY Green Partner 與公司預應的環境策略驅動團隊形成。 

2. 品管中心認為 SONY 與 RoHS 的要求以非少數幾個單位能完

成，並需透過跨部門的合作。因此由品管中心主管上呈總經

理，成立跨部門的綠色產品推行委員會。 
專

案 

團

隊 團隊

結構 

1. 總經理為此專案的贊助者；品管中心的主管江協理擔任管理代

表；江協理在任命 SQA 部門的周經理為 project manager。 

2. 綠色委員會的成員包含 B 公司所有的部門，每個部門又分為

三階，各有代表擔任綠色委員會的窗口。 

3. 團隊運作為輕量級團隊的運作方式。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訪談整理 

五五五五、、、、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一一一一）、）、）、）、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 

B 公司在與 SONY 合作之前，間接從外界收集到 SONY SS-00259 的規範條

款，以及 SONY 在稽核供應商的所使用的 Checking List，主要分為工程、業務

與物流三大類進行稽核。此外，歐盟法規的指令也在當時有了明確的要求，其中

的 WEEE 與 RoHS 指令是最迫切的法規，因此綠色委員會必須同時取得許多相

關的知識。周經理提到： 

「「「「我們在初期所吸收的知識我們在初期所吸收的知識我們在初期所吸收的知識我們在初期所吸收的知識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是從是從是從是從客戶端那邊取得客戶端那邊取得客戶端那邊取得客戶端那邊取得。。。。我們事先會我們事先會我們事先會我們事先會收集與收集與收集與收集與

SS-00259 相關的知識相關的知識相關的知識相關的知識，，，，同時同時同時同時也也也也吸收其他國際大廠的規範吸收其他國際大廠的規範吸收其他國際大廠的規範吸收其他國際大廠的規範，，，，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NEC、、、、HP 或或或或

是是是是 IBM 等等大廠等等大廠等等大廠等等大廠，，，，根據它們所要求的作法進一步整合根據它們所要求的作法進一步整合根據它們所要求的作法進一步整合根據它們所要求的作法進一步整合，，，，然後去吸收它們的經然後去吸收它們的經然後去吸收它們的經然後去吸收它們的經

驗驗驗驗。。。。SONY 也會到我們工廠進行驗證也會到我們工廠進行驗證也會到我們工廠進行驗證也會到我們工廠進行驗證，，，，通過驗證後才能拿到通過驗證後才能拿到通過驗證後才能拿到通過驗證後才能拿到 Green Partner 的的的的

證書證書證書證書；；；；所以有時候也會從所以有時候也會從所以有時候也會從所以有時候也會從 SONY 對我們的要求中對我們的要求中對我們的要求中對我們的要求中，，，，吸收到許多相關知識吸收到許多相關知識吸收到許多相關知識吸收到許多相關知識。。。。此此此此

外外外外，，，，我們也會接觸許多外部單位我們也會接觸許多外部單位我們也會接觸許多外部單位我們也會接觸許多外部單位，，，，當初我們先後參加了工研院環安中心當初我們先後參加了工研院環安中心當初我們先後參加了工研院環安中心當初我們先後參加了工研院環安中心、、、、台台台台

灣產業基金會等外部單灣產業基金會等外部單灣產業基金會等外部單灣產業基金會等外部單位所舉辦的研討會位所舉辦的研討會位所舉辦的研討會位所舉辦的研討會，，，，從中取得因應從中取得因應從中取得因應從中取得因應 SONY SS-00259 與與與與

RoHS 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的知識。。。。另外我們還特別另外我們還特別另外我們還特別另外我們還特別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的顧問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的顧問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的顧問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的顧問，，，，替我們輔導替我們輔導替我們輔導替我們輔導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RoHS 指令的要求指令的要求指令的要求指令的要求。。。。」」」」 

除了客戶端與歐盟的規範外，各部門可能在執行上會遇到與研發、製程或檢

驗有關的技術問題，綠色委員會會在各部門實際執行之前，聘請外部的講師與專

家為需要的部門進行輔導。這個部份的知識吸收是不定時的，綠色委員會透過人

脈，不定期地請專家給各部門上課。例如，請到與 WEEE 有關的專家，就會說

明與產品有關的拆解方式，並讓產品設計著重於容易拆解、分離、更新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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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產品的回收；若是請到外部的驗證單位或化學實驗室，就會獲得與產品檢驗

相關的知識；請到綠色設計的專家，就會為 R＆D 講解產品綠色設計的知識。周

經理提到： 

「「「「我通常都是認為這個課對他們會我通常都是認為這個課對他們會我通常都是認為這個課對他們會我通常都是認為這個課對他們會有幫助有幫助有幫助有幫助，，，，就會請就會請就會請就會請外面的外面的外面的外面的專家來為我們開專家來為我們開專家來為我們開專家來為我們開

課課課課，，，，並要求相關並要求相關並要求相關並要求相關的的的的部門來參與部門來參與部門來參與部門來參與。。。。通常也通常也通常也通常也不會等到各部門在執行遇到問題時才不會等到各部門在執行遇到問題時才不會等到各部門在執行遇到問題時才不會等到各部門在執行遇到問題時才

請專家請專家請專家請專家，，，，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各部門平時就很忙各部門平時就很忙各部門平時就很忙各部門平時就很忙，，，，可能也不會可能也不會可能也不會可能也不會在事前在事前在事前在事前注意到這些注意到這些注意到這些注意到這些會有哪些問會有哪些問會有哪些問會有哪些問

題題題題；；；；或者等他或者等他或者等他或者等他們們們們自己去瞭解法令在要求什麼時自己去瞭解法令在要求什麼時自己去瞭解法令在要求什麼時自己去瞭解法令在要求什麼時，，，，都都都都已經太慢了已經太慢了已經太慢了已經太慢了。。。。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當初在當初在當初在當初在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本來都會有本來都會有本來都會有本來都會有電鍍電鍍電鍍電鍍的製程的製程的製程的製程，，，，但是製程但是製程但是製程但是製程中中中中的六價鉻與鉛含量超過標的六價鉻與鉛含量超過標的六價鉻與鉛含量超過標的六價鉻與鉛含量超過標

準準準準，，，，這是我們事先就知道會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事先就知道會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事先就知道會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事先就知道會面臨的問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請與請與請與請與此相關的技術專家為此相關的技術專家為此相關的技術專家為此相關的技術專家為 R＆＆＆＆

D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告訴告訴告訴告訴他們如何改變產品他們如何改變產品他們如何改變產品他們如何改變產品的的的的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外觀設計外觀設計，，，，或改變電鍍使用的材料或改變電鍍使用的材料或改變電鍍使用的材料或改變電鍍使用的材料，，，，以達以達以達以達

到禁限用物質的要求到禁限用物質的要求到禁限用物質的要求到禁限用物質的要求。。。。」」」」 

（（（（二二二二）、）、）、）、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 

綠色委員會初期的首要任務即是吸收許多與綠色產品有關的法規，剛開始主

要的吸收人員為專案經理和兩位品保中心的人員，三位同時或分頭積極參與政府

機關或學術單位所舉辦的研討會，從外界吸收與 SONY SS-00259、歐盟法規等

相關的知識；參加研討會除了可以很快地吸收許多的法規要求外，周經理也可以

從中認識許多有經驗的專家，包括技術面和法規面的專家與學者。除了參加外部

的課程外，也會主動透過網路搜尋並收集相關的資訊。周經理提到： 

「「「「大部分與歐盟法規有關的知識與法規大部分與歐盟法規有關的知識與法規大部分與歐盟法規有關的知識與法規大部分與歐盟法規有關的知識與法規都是我自己從都是我自己從都是我自己從都是我自己從相關網站或相關網站或相關網站或相關網站或是是是是參加研討參加研討參加研討參加研討

會而一點一滴吸收的會而一點一滴吸收的會而一點一滴吸收的會而一點一滴吸收的。。。。政府真正開始有開一些相關課程是在政府真正開始有開一些相關課程是在政府真正開始有開一些相關課程是在政府真正開始有開一些相關課程是在 2004 年年底到年年底到年年底到年年底到

2005 年年年年，，，，2005 年工研院的產業學院有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經營管理課程年工研院的產業學院有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經營管理課程年工研院的產業學院有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經營管理課程年工研院的產業學院有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經營管理課程，，，，我我我我

有去參加並考試合格有去參加並考試合格有去參加並考試合格有去參加並考試合格，，，，所以我有綠色供應練輔導人員的資格所以我有綠色供應練輔導人員的資格所以我有綠色供應練輔導人員的資格所以我有綠色供應練輔導人員的資格；；；；後來塑膠中心後來塑膠中心後來塑膠中心後來塑膠中心

也也也也開開開開了了了了一個綠色供應鏈的課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課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課程一個綠色供應鏈的課程，，，，我也參加並得到合格的證書我也參加並得到合格的證書我也參加並得到合格的證書我也參加並得到合格的證書。。。。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我常常我常常我常常我常常

也會在也會在也會在也會在研討會或學校裡不小心認識許多專家研討會或學校裡不小心認識許多專家研討會或學校裡不小心認識許多專家研討會或學校裡不小心認識許多專家，，，，事後如果覺得這些老師的專長事後如果覺得這些老師的專長事後如果覺得這些老師的專長事後如果覺得這些老師的專長

是我們所需要的是我們所需要的是我們所需要的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就會請他們來為我們做一些講解或活動我就會請他們來為我們做一些講解或活動我就會請他們來為我們做一些講解或活動我就會請他們來為我們做一些講解或活動，，，，或者花點錢請或者花點錢請或者花點錢請或者花點錢請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來上課來上課來上課來上課。。。。」」」」 

在綠色委員會運作的初期，周經理希望全公司能對此專案建立上下一致的共

識，除了周經理本身從外界吸收相關的知識外，她也會將這些知識透過教育訓練

的方式，要求各部門的主管、也就是委員會的組長們一定要參加，讓各部門的主

管都對此專案有一致的共識並進一步認識法規。除了綠色委員會的組長外，周經

理也會要求各單位的推動代表（第二階）與執行人員（第三階）都要參加相關的

課程，讓他們也吸收相關的法規知識。與技術相關的知識方面，周經理不定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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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同技術主題的課程，同樣也會要求各相關部門成員來參與，確保各部門能

吸收到所需要的綠色知識。 

（（（（三三三三）、）、）、）、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吸收之內容與成員如表 4-12 所示。 

表表表表 4- 12、、、、B 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吸收內容 

1. 吸收來源：顧客端（SONY 等國際大廠）；

各界外部專家；工研院、台灣產經會、SGS

等外部單位。 

2. 吸收內容：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

標準與技術、環保法規與國際大廠規範。 知識 

吸收 

吸收人員 

1.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以周經理和兩位品保

中心人原先從外部吸收相關知識，再由他們

對綠色委員會的各階人員進行教育訓練。 

2. 技術相關知識：周經理與各部門實際執行的

工程師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六六六、、、、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 

（（（（一一一一）、）、）、）、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B 公司在與 SONY 合作之前，已經由品管中心推動，先後取得 ISO9000 系

列與 SGS GPMS8的證書，並正在申請 ISO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的證書，因此品管

中心已經與一位 SGS 的專家鄭顧問進行合作。透過 SGS 的研究專家來為 B 公司

進行有關 SONY 與 RoHS 指令的法令與規範之輔導。除了外部的顧問外，品管

中心也積極吸收 NEC、HP 或是 IBM 等國際大廠的規範，瞭解國際大廠在企業

責任與環境管理的走向與趨勢，再根據它們所要求的項目與作法進一步整合為公

司內部的法規知識。 

在與顧客合作時，除了對於顧客的要求進行事前的收集和準備外，當與新的

顧客合作時，綠色委員會中各部門的執行人員都會有任務要去收集與整合顧客、

供應商的資訊。周經理提到： 

「「「「當新客戶進來時當新客戶進來時當新客戶進來時當新客戶進來時，，，，在新的合約審查後在新的合約審查後在新的合約審查後在新的合約審查後，，，，我我我我們會先去看客戶的要求規格是什們會先去看客戶的要求規格是什們會先去看客戶的要求規格是什們會先去看客戶的要求規格是什

麼麼麼麼，，，，然後協同然後協同然後協同然後協同業務一起拜訪顧客業務一起拜訪顧客業務一起拜訪顧客業務一起拜訪顧客，，，，確實瞭解顧客對產品的環保需求確實瞭解顧客對產品的環保需求確實瞭解顧客對產品的環保需求確實瞭解顧客對產品的環保需求；；；；採購的採購的採購的採購的

                                                
8台灣檢驗科技公司（SGS）的 GPMS 標準是針對歐盟電機電子產品之環保指令所做之因應，在

政府推動之「寰淨計畫」中， 有關「綠色產品管理系統─危害物質過程管理要求」Green Product 

ManagementSystem－ Requirements for 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GPMS-HSPM)

部分而擬訂之標準。其功能可供企業內部建立管理體系與制度之參考，亦可作為第二者與第三者

驗證依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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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也需要與我們的供應商聯繫部份也需要與我們的供應商聯繫部份也需要與我們的供應商聯繫部份也需要與我們的供應商聯繫，，，，確認是否已經有符合的材料可以供貨確認是否已經有符合的材料可以供貨確認是否已經有符合的材料可以供貨確認是否已經有符合的材料可以供貨；；；；工工工工

廠廠廠廠 PM 也要確定廠內的製程是也要確定廠內的製程是也要確定廠內的製程是也要確定廠內的製程是否能達到要求否能達到要求否能達到要求否能達到要求；；；；我們會從這幾個部門的人員從我們會從這幾個部門的人員從我們會從這幾個部門的人員從我們會從這幾個部門的人員從

外部學習外部學習外部學習外部學習知識後知識後知識後知識後，，，，各部門再經過調整後各部門再經過調整後各部門再經過調整後各部門再經過調整後，，，，才才才才來確認是否能接下這個單來確認是否能接下這個單來確認是否能接下這個單來確認是否能接下這個單。。。。」」」」 

一個中心廠企業能否製造符合規範的產品，企業能否做好供應鏈管理是很重

要的因素之疑。B 公司負責與供應商接觸的部門為營運中心的採購部，因此在綠

色委員會中，採購部也是與周經理合作最密切的一個部門。周經理會要求採購部

向供應商提出產品需經過檢驗的要求，並要求供應商簽署保證函，但是在初期因

為雙方在認知上有落差，因此在執行上會有困難；此時，必須有效地整合供應商

的知識。綠色委員會要求資訊管理處的 IT 人員加強供應商管理的網路平台，特

別是針對綠色原物料供應的標準與項目部份，讓供應商能透過平台瞭解公司的要

求項目為何，也讓供應商更新他們執行的進度、以及能提供符合標準的材料為

何。所以供應商是與 B 公司的綠色委員會成員合作，透過邊做邊學習的方式，

整合雙方的知識以符合綠色產品的要求。周經理提到： 

「「「「我們的採購部門很辛苦我們的採購部門很辛苦我們的採購部門很辛苦我們的採購部門很辛苦，，，，他們必須面對這麼多的供應商他們必須面對這麼多的供應商他們必須面對這麼多的供應商他們必須面對這麼多的供應商，，，，至少有一千多家至少有一千多家至少有一千多家至少有一千多家。。。。

為了讓雙方面都能夠為了讓雙方面都能夠為了讓雙方面都能夠為了讓雙方面都能夠 Share 彼此的想法與能力彼此的想法與能力彼此的想法與能力彼此的想法與能力，，，，所以需要有一個平台來與供所以需要有一個平台來與供所以需要有一個平台來與供所以需要有一個平台來與供

應商互動應商互動應商互動應商互動。。。。幾乎大部分的供應商在經過與我們邊做邊學的歷程後幾乎大部分的供應商在經過與我們邊做邊學的歷程後幾乎大部分的供應商在經過與我們邊做邊學的歷程後幾乎大部分的供應商在經過與我們邊做邊學的歷程後，，，，都能符合都能符合都能符合都能符合

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我們的要求，，，，我們在工廠與我們在工廠與我們在工廠與我們在工廠與 R＆＆＆＆D 的部份也能夠順利的使用符合標準的材的部份也能夠順利的使用符合標準的材的部份也能夠順利的使用符合標準的材的部份也能夠順利的使用符合標準的材

料料料料。。。。不過當初也是有少部分的不過當初也是有少部分的不過當初也是有少部分的不過當初也是有少部分的供應商沒能夠跟上來供應商沒能夠跟上來供應商沒能夠跟上來供應商沒能夠跟上來，，，，而被我們更換掉而被我們更換掉而被我們更換掉而被我們更換掉。」。」。」。」 

（（（（2）、）、）、）、內部內部內部內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B 公司的研發技術與品質要求在業界維持領先，尤其是數位相機系列產品，

因此也希望在處理環境管理與綠色產品等環保議題時，也能執行的比較早、比較

完善。當 B 公司領先業界處理環保議題時，由於當初許多規範還不是很清楚，

更不用說在執行上的細節，所以綠色委員會在初期所訂定的目標會比較理想化，

並沒有考量公司內部在執行上的困難。綠色委員會在遇到各部門無法達到目標

後，便需要常透過開會來解決問題。周經理舉例： 

「「「「因為我們執行的比較早因為我們執行的比較早因為我們執行的比較早因為我們執行的比較早，，，，有些我們比較理想化有些我們比較理想化有些我們比較理想化有些我們比較理想化，，，，可是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不一定做得到可是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我們會退而求其次我們會退而求其次我們會退而求其次我們會退而求其次，，，，分階段進行分階段進行分階段進行分階段進行。。。。例如剛開始需要透過資訊管理中心將料號例如剛開始需要透過資訊管理中心將料號例如剛開始需要透過資訊管理中心將料號例如剛開始需要透過資訊管理中心將料號

重新編碼重新編碼重新編碼重新編碼，，，，區分符合標準和未符合的材料料號區分符合標準和未符合的材料料號區分符合標準和未符合的材料料號區分符合標準和未符合的材料料號，，，，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R＆＆＆＆D 和工廠和工廠和工廠和工廠選料混亂選料混亂選料混亂選料混亂；；；；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SONY 要求我們的供應商要提供保證函要求我們的供應商要提供保證函要求我們的供應商要提供保證函要求我們的供應商要提供保證函、、、、物質成分表與檢測報告等等物質成分表與檢測報告等等物質成分表與檢測報告等等物質成分表與檢測報告等等，，，，

這個部份我們這個部份我們這個部份我們這個部份我們也也也也會請會請會請會請 IT 人員也去人員也去人員也去人員也去 Survey 新的系統新的系統新的系統新的系統，，，，並並並並要求新系統能夠與現要求新系統能夠與現要求新系統能夠與現要求新系統能夠與現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連結連結連結連結。。。。光是這個部份就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光是這個部份就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光是這個部份就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光是這個部份就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所以在執行上是不像訂目所以在執行上是不像訂目所以在執行上是不像訂目所以在執行上是不像訂目

標這麼簡單的標這麼簡單的標這麼簡單的標這麼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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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委員會是屬於跨部門的團隊，而跨部門的好處在於人員的合作、協調與

溝通，以利創造新的內部知識與有效完成專案目標。在跨部門的合作過程中，也

常常會因為各部門觀念的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此外，各部門原來就有繁忙

的份內工作，若是此專案特別加重某些部門的工作，很有可能衝突就會因此而

生，此時綠色團隊的專案經理與輔助專案經裡的管理代表江協理，必須視情況分

別擔任跨部門溝通與協調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公司決定成立綠色委員會

時，認為全公司上下都必須要一起進行此專案，所以此專案並沒有績效的評估來

獎勵特別辛苦或績效好的部門與人員。周經理舉例指出當初內部在執行上的困

難： 

「「「「我們初期還沒將供應商所供應的材料區分為有鉛與無鉛的料號我們初期還沒將供應商所供應的材料區分為有鉛與無鉛的料號我們初期還沒將供應商所供應的材料區分為有鉛與無鉛的料號我們初期還沒將供應商所供應的材料區分為有鉛與無鉛的料號。。。。我們將料我們將料我們將料我們將料

號區分為有鉛與無後鉛號區分為有鉛與無後鉛號區分為有鉛與無後鉛號區分為有鉛與無後鉛，，，，不同料號在倉庫不同料號在倉庫不同料號在倉庫不同料號在倉庫的位置也區分好後的位置也區分好後的位置也區分好後的位置也區分好後，，，，工廠端就要依工廠端就要依工廠端就要依工廠端就要依

不同的料號不同的料號不同的料號不同的料號，，，，透過採購部門用不同的訂單去跟供應商下單透過採購部門用不同的訂單去跟供應商下單透過採購部門用不同的訂單去跟供應商下單透過採購部門用不同的訂單去跟供應商下單，，，，這樣一來採購的這樣一來採購的這樣一來採購的這樣一來採購的

數量就減少了數量就減少了數量就減少了數量就減少了，，，，過去可能買一百個材料每單位是過去可能買一百個材料每單位是過去可能買一百個材料每單位是過去可能買一百個材料每單位是 50 元元元元，，，，現在因為區分有鉛和現在因為區分有鉛和現在因為區分有鉛和現在因為區分有鉛和

無鉛無鉛無鉛無鉛，，，，若各買若各買若各買若各買 50 個個個個，，，，可能每單位需要以可能每單位需要以可能每單位需要以可能每單位需要以 80 元向供應商購買元向供應商購買元向供應商購買元向供應商購買，，，，因此採購部和因此採購部和因此採購部和因此採購部和

財務部就需要協調財務部就需要協調財務部就需要協調財務部就需要協調，，，，讓財務部增加採購部的採購金額讓財務部增加採購部的採購金額讓財務部增加採購部的採購金額讓財務部增加採購部的採購金額。。。。 

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在於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在於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在於另外一個衍生的問題在於，，，，有有有有些供應商在我們還沒重編料號之前就已經些供應商在我們還沒重編料號之前就已經些供應商在我們還沒重編料號之前就已經些供應商在我們還沒重編料號之前就已經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無鉛的產品給我們無鉛的產品給我們無鉛的產品給我們無鉛的產品給我們，，，，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和我們都不知道和我們都不知道和我們都不知道和我們都不知道。。。。當我們開始要求供應商後當我們開始要求供應商後當我們開始要求供應商後當我們開始要求供應商後，，，，供供供供

應商應商應商應商檢驗出原檢驗出原檢驗出原檢驗出原來他的材料來他的材料來他的材料來他的材料是符合標準的是符合標準的是符合標準的是符合標準的，，，，我們自己也會在檢驗一次我們自己也會在檢驗一次我們自己也會在檢驗一次我們自己也會在檢驗一次，，，，也發現也發現也發現也發現

新的材料與過去所提供的材料成分都新的材料與過去所提供的材料成分都新的材料與過去所提供的材料成分都新的材料與過去所提供的材料成分都相同相同相同相同，，，，所以那家供應商過去所提供給我所以那家供應商過去所提供給我所以那家供應商過去所提供給我所以那家供應商過去所提供給我

們的材料是可以編成我們新的無鉛料號們的材料是可以編成我們新的無鉛料號們的材料是可以編成我們新的無鉛料號們的材料是可以編成我們新的無鉛料號。。。。問題在於過去問題在於過去問題在於過去問題在於過去它它它它所提供的材料是以所提供的材料是以所提供的材料是以所提供的材料是以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過去的料號來編過去的料號來編過去的料號來編過去的料號來編，，，，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沒有區分有鉛和無鉛，，，，而且不而且不而且不而且不只一家供應商有此情形只一家供應商有此情形只一家供應商有此情形只一家供應商有此情形，，，，

所以我們要求工廠將倉庫現有的材料全盤清查所以我們要求工廠將倉庫現有的材料全盤清查所以我們要求工廠將倉庫現有的材料全盤清查所以我們要求工廠將倉庫現有的材料全盤清查。。。。當初幾乎將整個倉庫翻過當初幾乎將整個倉庫翻過當初幾乎將整個倉庫翻過當初幾乎將整個倉庫翻過

來來來來，，，，一個一個重新用檢驗儀器重新檢驗一個一個重新用檢驗儀器重新檢驗一個一個重新用檢驗儀器重新檢驗一個一個重新用檢驗儀器重新檢驗，，，，工廠驗了兩三個月才將材料區分為工廠驗了兩三個月才將材料區分為工廠驗了兩三個月才將材料區分為工廠驗了兩三個月才將材料區分為

有鉛有鉛有鉛有鉛、、、、無鉛無鉛無鉛無鉛。。。。衝突點在於工廠必須花費很大的心力去執行這整件事衝突點在於工廠必須花費很大的心力去執行這整件事衝突點在於工廠必須花費很大的心力去執行這整件事衝突點在於工廠必須花費很大的心力去執行這整件事，，，，可可可可是如是如是如是如

果不做的話果不做的話果不做的話果不做的話，，，，原來倉庫裡的材料可能就不敢使用原來倉庫裡的材料可能就不敢使用原來倉庫裡的材料可能就不敢使用原來倉庫裡的材料可能就不敢使用，，，，就必須轉售或列為就必須轉售或列為就必須轉售或列為就必須轉售或列為損失損失損失損失，，，，

尤其我們是中心廠的公司尤其我們是中心廠的公司尤其我們是中心廠的公司尤其我們是中心廠的公司，，，，庫存的材料是非常多的庫存的材料是非常多的庫存的材料是非常多的庫存的材料是非常多的，，，，所以可能會造所以可能會造所以可能會造所以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成很大的成很大的成很大的

損失損失損失損失。。。。站在公司的站在公司的站在公司的站在公司的立場應該是要請工廠重新做檢驗立場應該是要請工廠重新做檢驗立場應該是要請工廠重新做檢驗立場應該是要請工廠重新做檢驗，，，，但工廠在執行上但工廠在執行上但工廠在執行上但工廠在執行上卻是很卻是很卻是很卻是很

辛苦的辛苦的辛苦的辛苦的。。。。」」」」 

各部門實際在執行上常常會與團隊的目標有衝突，以上只是其中的兩個例

子。此時，江協理與周經理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周經理時常會到各部門去瞭解

現場作業的情形，並現場做稽核，以瞭解各部門是否有按照綠色委員會所制定的

方式來運作。通常在工廠端比較會遇到與教育訓練或與當初向綠色委員會所做的

承諾不同之情形；遇到這樣的情形，周經理通常會在現場與執行人員、單位主管

進行溝通，有時也會討論要如何改進，如果再不能改進，周經理便會開缺失，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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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請他們改善並做確認。如果遇到需要層級比較高才能處裡的議題，例如工廠是

否需要從新檢驗倉庫裡的所有材料，周經理就必須上呈江協理，透過江協理的協

助，請各部門的主管來進行溝通，再由 B 公司的總經理做決策。 

當公司接到客戶的訂單是需要符合環保規範、或是客戶要求的產品要符合

RoHS 指令時，公司的 R＆D 部門開始需要選用符合標準的材料，並將所使用的

材料編成一張新的 BOM 表；此時，R＆D 所選的材料一定要經過確認是符合客

戶、或是法規標準才可以使用。周經理談到如何幫助 R＆D、甚至後續工廠在生

產時，如何避免使用錯誤的材料： 

「「「「因為綠色委員會的關係因為綠色委員會的關係因為綠色委員會的關係因為綠色委員會的關係，，，，初期我也會參與初期我也會參與初期我也會參與初期我也會參與 R＆＆＆＆D 的新產品開發流程的新產品開發流程的新產品開發流程的新產品開發流程，，，，R＆＆＆＆D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會會會會一起討論一起討論一起討論一起討論應該要選用的材料有哪些應該要選用的材料有哪些應該要選用的材料有哪些應該要選用的材料有哪些。。。。接著接著接著接著我會要求採購部門找合格的我會要求採購部門找合格的我會要求採購部門找合格的我會要求採購部門找合格的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購買符合標準的材料購買符合標準的材料購買符合標準的材料購買符合標準的材料；；；；R＆＆＆＆D 不需要擔心選用的材料是否符合標準不需要擔心選用的材料是否符合標準不需要擔心選用的材料是否符合標準不需要擔心選用的材料是否符合標準，，，，

這些屬於前段的部分這些屬於前段的部分這些屬於前段的部分這些屬於前段的部分，，，，我們都已經幫他想好並篩選好供應商我們都已經幫他想好並篩選好供應商我們都已經幫他想好並篩選好供應商我們都已經幫他想好並篩選好供應商，，，，並並並並且且且且編新的無編新的無編新的無編新的無

鉛料號給鉛料號給鉛料號給鉛料號給 R＆＆＆＆D 直接選直接選直接選直接選用用用用。。。。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遇到遇到遇到遇到客戶有特別的要求規格客戶有特別的要求規格客戶有特別的要求規格客戶有特別的要求規格，，，，例如說要求的例如說要求的例如說要求的例如說要求的

標準超過標準超過標準超過標準超過 RoHS 所限制的六項物質所限制的六項物質所限制的六項物質所限制的六項物質、、、、或是特殊額外的規格或是特殊額外的規格或是特殊額外的規格或是特殊額外的規格，，，，我們會幫我們會幫我們會幫我們會幫 R＆＆＆＆D

事先調查過事先調查過事先調查過事先調查過，，，，然後請採購去要求供應商的材料必須要檢測然後請採購去要求供應商的材料必須要檢測然後請採購去要求供應商的材料必須要檢測然後請採購去要求供應商的材料必須要檢測，，，，OK 了我們才會了我們才會了我們才會了我們才會

用這家供應商的材料用這家供應商的材料用這家供應商的材料用這家供應商的材料，，，，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R＆＆＆＆D 根本不用擔心根本不用擔心根本不用擔心根本不用擔心。。。。」」」」 

（（（（三三三三）、）、）、）、內內內內、、、、外部外部外部外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如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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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4 4 4----    13131313、、、、BBB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    

外部

知識

學習

整合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聘請外部顧問（SGS）與綠色委員會和各

部門互動，並整合國際大廠的相關規範，創造屬於公司的專屬的

知識。屬於吸收外部知識並整合為公司內部知識的過程。 

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邀請外界專家與教授，透過教育訓練，與研發和

工廠部門互動；透過網路平台與供應商合作，以邊做邊學的方式

學習。以吸收外部知識再透過實做與整合來達到知識創造過程。 

知

識 

創

造 
內部

知識

創造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綠色委員會分階段設定目標，

透過多次的跨部門會議，邊做邊調整執行方式。屬於共同解決問

題的知識創造過程。 

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周經理時常到各部門觀察，即時發現問題

並於現場共同解決。屬於共同解決問題的知識創造過程。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各部門提出利益衝突點，經由周經理和

江協理跨部門的協調，利用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創造新知識。 

事先創造新知識事先創造新知識事先創造新知識事先創造新知識：：：：各部門在實際執行時所需要的知識，周經理會

與他們合作，將部分知識能夠在執行前先取得。屬於共同解決問

題和實做與整合的知識創造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七七七、、、、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 

綠色委員會在推動的過程中，無論是會議、教育訓練、法令宣導或是技術面

的新知識，主要是透過文件電子檔與 IT 平台來蓄積所有的知識。各部門每次在

參加綠色委員會的跨部門會議時，都會有助理協同來開會，主要就是紀錄會議的

公告與討論事項，特別是與各部門相關的；此外，周經理在開會前就會準備好相

關的文件與資料，在會議中也會請助理進行會議記錄，將討論的事項與決議記錄

為文件電子檔。教育訓練與法令宣導的部份，周經理也會在事前準備好當次的上

課講義，同樣也由各部門一起來上課的助理記錄課程中與老師的互動內容，以文

件電子檔的方式儲存。技術面的新知識分為專家輔導和供應商互動兩方面，由專

家輔導各部門所創造的新知識由各部門自行儲存，但也會上傳至公司的 IT 平

台，分享給需要的部門；與供應商協同合作的部份主要是透過在 IT 平台上的互

動，與供應商分享產品開發資訊。 

上述中各部門所記錄的文件電子檔，都會公告到公司所建立的 IT 平台，以

利各部門查詢。周經理提到： 

「「「「除了各部門的會議記錄外除了各部門的會議記錄外除了各部門的會議記錄外除了各部門的會議記錄外，，，，我們主要是透過資訊系統來儲存和分享綠色委我們主要是透過資訊系統來儲存和分享綠色委我們主要是透過資訊系統來儲存和分享綠色委我們主要是透過資訊系統來儲存和分享綠色委

員會與各部門所創造的新知識員會與各部門所創造的新知識員會與各部門所創造的新知識員會與各部門所創造的新知識。。。。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 ERP 部分使用的部分使用的部分使用的部分使用的 SAP；；；；Lotus Notes

軟體幫助我們管理全公司軟體幫助我們管理全公司軟體幫助我們管理全公司軟體幫助我們管理全公司的的的的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整合式即時傳訊整合式即時傳訊整合式即時傳訊整合式即時傳訊、、、、行事曆和排程行事曆和排程行事曆和排程行事曆和排程等等等等功功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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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能能；；；；GSM、、、、GCM 軟體是與供應商協同合作的綠色供應鏈平台軟體是與供應商協同合作的綠色供應鏈平台軟體是與供應商協同合作的綠色供應鏈平台軟體是與供應商協同合作的綠色供應鏈平台；；；；另外還有一另外還有一另外還有一另外還有一

個個個個 PLM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上面有產品開發的資料上面有產品開發的資料上面有產品開發的資料上面有產品開發的資料，，，，我們會在這邊建程序書我們會在這邊建程序書我們會在這邊建程序書我們會在這邊建程序書、、、、承認書與承認書與承認書與承認書與

BOM 表都會在這裡表都會在這裡表都會在這裡表都會在這裡。。。。以上這些系統是可以互通的以上這些系統是可以互通的以上這些系統是可以互通的以上這些系統是可以互通的，，，，可以相互查詢可以相互查詢可以相互查詢可以相互查詢，，，，因此我們因此我們因此我們因此我們

將資料都儲存到所有這些系統上將資料都儲存到所有這些系統上將資料都儲存到所有這些系統上將資料都儲存到所有這些系統上。。。。」」」」 

綜合上述，B 公司綠色委員會的知識蓄積方式整理於表 4-14。 

表表表表 4- 14、、、、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 

蓄積主體 以文件電子檔、與資訊系統為主。 

知識 

蓄積 蓄積活動 

透過各部門會議人員與助理記錄成電子

檔。 

各部門將所學習的新知識上傳儲存於公

司的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八八八、、、、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 

綠色委員會在初期運作時，必須將所有相關法規與客戶要求的規定傳達給公

司各部門，在周經理與品保中心兩位人員吸收、學習完相關知識後，綠色委員會

針對不同層級的人員舉辦不同的教育訓練。周經理會視每次會議來參加的人員層

級不同，事前準備不一樣的課程資料，總經理、經理或現場操作人員所學習到的

知識不會完全一樣。B 公司在大陸的製造工廠方面，也有對應的 QA 負責單位，

同樣會開許多的教育訓練課程，將所有的法規與客戶要求等知識傳達給各公司。

除了教育訓練的課程外，當法規有新的變更時，周經理會透過 Lotus Notes 軟體，

將這些資訊 Email 給各部門的人員。綠色委員會將這些規定的知識擴散到公司海

內外的部門，除了可以讓大家瞭解外界的規範到底為何外，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凝

聚全公司對於此專案的共識。 

各單位參加綠色委員會的教育訓練課程人員，在此專案中稱為各部門、單位

的「種子師資」。周經理提到種子師資的制度： 

「「「「例如說現在在例如說現在在例如說現在在例如說現在在推推推推 RoHS，，，，我們就會針對我們就會針對我們就會針對我們就會針對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一直開課一直開課一直開課一直開課，，，，各單位都要各單位都要各單位都要各單位都要

派人來上課派人來上課派人來上課派人來上課。。。。每個單位都會設定種子師資每個單位都會設定種子師資每個單位都會設定種子師資每個單位都會設定種子師資，，，，這些種子師資除了一定這些種子師資除了一定這些種子師資除了一定這些種子師資除了一定要來上課要來上課要來上課要來上課

外外外外，，，，他們也是各部門與我對應的窗口他們也是各部門與我對應的窗口他們也是各部門與我對應的窗口他們也是各部門與我對應的窗口。。。。種子師資上完課後種子師資上完課後種子師資上完課後種子師資上完課後還要還要還要還要回去部門內做回去部門內做回去部門內做回去部門內做

一次教育訓練一次教育訓練一次教育訓練一次教育訓練，，，，這部分我們做的很徹底這部分我們做的很徹底這部分我們做的很徹底這部分我們做的很徹底，，，，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也也也也很嚴格很嚴格很嚴格很嚴格。。。。即使來上課的層即使來上課的層即使來上課的層即使來上課的層

級比較高級比較高級比較高級比較高，，，，回去也都一定要訓練他底下的幹部或組長回去也都一定要訓練他底下的幹部或組長回去也都一定要訓練他底下的幹部或組長回去也都一定要訓練他底下的幹部或組長，，，，然後這些組長在然後這些組長在然後這些組長在然後這些組長在去訓去訓去訓去訓

練他生產線的作業人員練他生產線的作業人員練他生產線的作業人員練他生產線的作業人員。。。。所以我們的教育訓練真的是花很多的時間所以我們的教育訓練真的是花很多的時間所以我們的教育訓練真的是花很多的時間所以我們的教育訓練真的是花很多的時間。」。」。」。」 

綠色委員會除了做好公司內部的教育訓練外，初期也花很多時間在做供應商

教育訓練。2003、2004 年時，台灣大部分的供應商對於 SONY 的規範或是 RoHS

指令都還不是很清楚，而 B 公司領先大部分的廠商開始要求供應商配合他們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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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委員會的時程，因此周經理認為如果要做好供應鏈管理，對供應商的教育訓練

也是不可或缺的。供應商教育訓練的方式是透過數次的宣導大會與供應商大會，

要求參加的對象包括在台灣與中國的一階供應商；第二階、第三階之後的供應商

若有興趣，也可以向綠色委員會報名參加。供應商大會主要宣導的內容除了法規

面的教育訓練外，綠色委員會也試著將公司的理念傳達給供應商。周經理提到： 

「「「「其實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跟供應商溝通其實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跟供應商溝通其實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跟供應商溝通其實一開始我們就一直跟供應商溝通，，，，我們公司的經營理念是共生共存我們公司的經營理念是共生共存我們公司的經營理念是共生共存我們公司的經營理念是共生共存，，，，

我們也希望供應商好我們也希望供應商好我們也希望供應商好我們也希望供應商好，，，，所以我們才會辦教育訓練或供應商說明會所以我們才會辦教育訓練或供應商說明會所以我們才會辦教育訓練或供應商說明會所以我們才會辦教育訓練或供應商說明會。。。。現在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我們

要開始導入要開始導入要開始導入要開始導入 RoHS，，，，我們不會直接我們不會直接我們不會直接我們不會直接就要求他要就要求他要就要求他要就要求他要符合我們的要符合我們的要符合我們的要符合我們的要求求求求，，，，會先透過供會先透過供會先透過供會先透過供

應商大會應商大會應商大會應商大會，，，，告訴它們何謂告訴它們何謂告訴它們何謂告訴它們何謂 RoHS、、、、材料要怎麼做檢材料要怎麼做檢材料要怎麼做檢材料要怎麼做檢驗驗驗驗，，，，甚至我們也會花錢請甚至我們也會花錢請甚至我們也會花錢請甚至我們也會花錢請

SGS 化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的的的的專家幫供應商上課專家幫供應商上課專家幫供應商上課專家幫供應商上課。。。。除了課程外除了課程外除了課程外除了課程外，，，，我們也會告訴它們現在我們也會告訴它們現在我們也會告訴它們現在我們也會告訴它們現在

要開始導入無鉛製程要開始導入無鉛製程要開始導入無鉛製程要開始導入無鉛製程，，，，而許多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要導入了而許多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要導入了而許多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要導入了而許多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要導入了，，，，你若不跟上來你若不跟上來你若不跟上來你若不跟上來，，，，

可能就會被淘汰可能就會被淘汰可能就會被淘汰可能就會被淘汰。。。。」」」」 

在知識擴散方面，綠色委員會非常積極且主動，並認為知識有效的擴散是能

夠做好此專案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此在供應鏈上，除了針對為數眾多的供應商

做教育訓練外，綠色委員會也會對顧客做教育訓練。在 B 公司與 SONY 合作後，

綠色委員會也會請業務人員向其他的客戶進行宣導，告訴他們 SONY 已經開始

在注重綠色產品的要求，這樣才能符合各國的規範，也才能將產品輸出到各國；

因此透過業務，向他們負責的顧客做宣導，告訴他們現在公司已經進行到什麼程

度、其他的顧客怎麼做。周經理提出對顧客做宣導的原因： 

「「「「我們也會幫我們的顧客著想我們也會幫我們的顧客著想我們也會幫我們的顧客著想我們也會幫我們的顧客著想。。。。有些客戶真的很奇怪有些客戶真的很奇怪有些客戶真的很奇怪有些客戶真的很奇怪，，，，在歐盟的客戶竟然對在歐盟的客戶竟然對在歐盟的客戶竟然對在歐盟的客戶竟然對

於自己國家所要求的規範都不瞭解於自己國家所要求的規範都不瞭解於自己國家所要求的規範都不瞭解於自己國家所要求的規範都不瞭解，，，，我們就會請業務向它們說明我們就會請業務向它們說明我們就會請業務向它們說明我們就會請業務向它們說明，，，，避免在法避免在法避免在法避免在法

令執行後不能販售產品令執行後不能販售產品令執行後不能販售產品令執行後不能販售產品；；；；與其等到他們被罰後來怪我們與其等到他們被罰後來怪我們與其等到他們被罰後來怪我們與其等到他們被罰後來怪我們，，，，不如我們早一點向不如我們早一點向不如我們早一點向不如我們早一點向

顧客宣導顧客宣導顧客宣導顧客宣導，，，，他們也會感謝我們他們也會感謝我們他們也會感謝我們他們也會感謝我們。。。。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如果不教育顧客如果不教育顧客如果不教育顧客如果不教育顧客，，，，對對對對我們在生產製造我們在生產製造我們在生產製造我們在生產製造

上也會造成困擾上也會造成困擾上也會造成困擾上也會造成困擾，，，，因為我們因為我們因為我們因為我們必須同時必須同時必須同時必須同時有不同的製程來滿足每有不同的製程來滿足每有不同的製程來滿足每有不同的製程來滿足每個顧客的需求個顧客的需求個顧客的需求個顧客的需求，，，，

所以不如早點對顧客做宣導所以不如早點對顧客做宣導所以不如早點對顧客做宣導所以不如早點對顧客做宣導，，，，我們自己在製程的轉換上也會比較順利我們自己在製程的轉換上也會比較順利我們自己在製程的轉換上也會比較順利我們自己在製程的轉換上也會比較順利，，，，達成達成達成達成

雙贏的情形雙贏的情形雙贏的情形雙贏的情形。。。。」」」」 

綠色委員會的知識擴散方式，整理如表 4-15: 

表表表表 4- 15、、、、B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 

擴散對象 
1. 公司各部門成員 

2. 供應商、顧客 
知識 

擴散 
擴散方式 

1. 公司內部：透過教育訓練與資訊系統 

2. 供應商：透過供應商大會、教育訓練與資訊系統 

3. 顧客：公司的業務對負責的顧客進行宣導與教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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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B 公司的綠色委員會組織到目前仍在運作，由於初期跨部門成員的共同努

力，B 公司現在對於新客戶或新法規的因應已經有一套處理的模式，所以現在比

較少需要各部門的成員一起進行開會討論，通常是某個國家又有新的指令出來，

才會需要在一起開會、教育訓練。例如，現在周經理在處理溫室氣體排放的要求

規範，她認為雖然溫室氣體的排放管制還沒有管制到電子電機產業，但政府未來

會要求，所以 B 公司一如往常，領先大部分的公司，率先處理溫室氣體排放的

管制。周經理提到： 

「「「「其實綠色委員會好像沒有特定的開始或結束此專案的日子其實綠色委員會好像沒有特定的開始或結束此專案的日子其實綠色委員會好像沒有特定的開始或結束此專案的日子其實綠色委員會好像沒有特定的開始或結束此專案的日子。。。。直到現在直到現在直到現在直到現在，，，，我我我我

偶爾都還會把他們徵召過來偶爾都還會把他們徵召過來偶爾都還會把他們徵召過來偶爾都還會把他們徵召過來，，，，例如上課例如上課例如上課例如上課、、、、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前一陣子也才剛去大陸前一陣子也才剛去大陸前一陣子也才剛去大陸前一陣子也才剛去大陸

工廠開課工廠開課工廠開課工廠開課，，，，像像像像 REACH9標籤也開始在標籤也開始在標籤也開始在標籤也開始在 Run 了了了了，，，，所以我們最近要求廠內所有的所以我們最近要求廠內所有的所以我們最近要求廠內所有的所以我們最近要求廠內所有的

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標示標籤都要變更了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標示標籤都要變更了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標示標籤都要變更了物質安全資料表的標示標籤都要變更了。。。。因為外界會一直要求新的東西進因為外界會一直要求新的東西進因為外界會一直要求新的東西進因為外界會一直要求新的東西進

來來來來，，，，所以綠色委員會沒有所謂的結束專案所以綠色委員會沒有所謂的結束專案所以綠色委員會沒有所謂的結束專案所以綠色委員會沒有所謂的結束專案。。。。我們公司會秉持著優良的企業責我們公司會秉持著優良的企業責我們公司會秉持著優良的企業責我們公司會秉持著優良的企業責

任任任任，，，，讓顧客相信我們的產品除了技術優良外讓顧客相信我們的產品除了技術優良外讓顧客相信我們的產品除了技術優良外讓顧客相信我們的產品除了技術優良外，，，，我們比顧客還重視產品的品質我們比顧客還重視產品的品質我們比顧客還重視產品的品質我們比顧客還重視產品的品質。。。。」」」」 

                                                
9 REACH：過去歐盟各國對化學品之登記、評估及管理有著不同的模式和制度，造成歐盟無法

正確地對危險物質進行控制。再者，現行法規將評估的責任加在政府相關機構身上，造成風險評

估進程緩慢，耗費巨大的資源，以致制度無法有效展開。因此，鑑於維護未來環境和人體健康，

同時保護歐盟內部市場的功能及產業的競爭力，歐盟首次於 2001 年 2 月推出歐盟新化學品政策

白皮書。經過兩年的修訂，歐盟執委會(Euro Ream Commission)根據評議意見對議案草案進行了

重大修正，於 2003 年 10 月 29 日完成 COM(2003)644 最終稿。此政策名為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為一化學品登記、評估及授權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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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C 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 

一一一一、、、、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 

C 公司在 1975 年創立初期以從事啞鈴、槓鈴生產及銷售為主。1976 年與美

商 IVANKO 合作生產舉重器材，三年內成為世界最大供應廠；1995 年起與美商

ROSS Fitness 合作製造 AIRBIKE，五年後世界著名健身器材公司在亞洲之 OEM

及 ODM 產品有 90%交給 C 公司生產。在從事這些代工器材的代工製造過程中，

C 公司也面臨到代工事業模式的成長瓶頸，於是決定自創品牌。 

除了持續地投入製造與研發，C 公司為了從 OEM 代工業務轉型為自有品牌

為主的企業，2000 年以極低的價格買下美國通路的 EPIX，經過一番整頓及重新

訂定員工薪資、獎金制度後，創立自有品牌「Vision」，EPIX 成為 C 公司在美國

負責研發設計及佈建通路的利器，而且迅速獲利。有了成功的通路購併經驗後，

C 公司陸續將此商業模式複製到其它市場，目前在美國、英國、德國、中國大陸、

台灣等地成立 7 家行銷公司。並透過通路將旗下自創的 JOHNSON、MATRIX、

VISION、HORIZON 四個品牌行銷世界六十餘國。 

C 公司創立自有品牌後即專注於健康及保健醫學科技事業發展。核心業務為

製造與持續研發重量訓練機科技、心肺復甦健身機等自有品牌、ODM 產品銷售

於世界各地，目前最主要的市場區分為美國市場與非美國區市場。C 公司被天下

雜誌 2006 年 1000 大製造業的排名為第 218 名，相較 2005 年的製造營收排名 261

名，營收排名再往前提昇 43 名；另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33.11%，達製造業 1000 大

之第 38 名；2006 年的合併營收計$3.48 億美元(新台幣 113 億)，兩岸工廠製造

營收達新台幣 84.7 億，合併營收相較 2005 年的$2.67 億美元成長 30.6%，兩岸

製造營收相較 2005 年新台幣 59 億，製造營收計成長 43.56%，經營成果有目共

睹。 

C 公司的簡要發展歷程如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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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6、、、、C 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C 公司年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 

1975 創立資本額新台幣肆佰萬元整，從事啞鈴、槓鈴生產及銷售。 

1976 與美商 IVENCO 合作，生產舉重器材，三年內成為世界最大供應廠。 

1995 

與美商 ROSS Fitness 合作製造 AIRBIKE，五年後世界著名健身器材公

司 UNIVERSAL、TUNTURI、SCHWINN、TURE、OMRON、MIZUNO 

等在亞洲 OEM 及 ODM 產品，90%在 C 公司生產。 

1998 榮獲台灣精品奬。產品在美國榮獲“Best Buy”殊榮 

1999 
建立量販店市場自有品牌“Horizon”。 

在全球 60 個國家擁有 65 家經銷商。並再次榮獲台灣精品奬殊榮。 

2000 

C 公司為海外投資控股目的，成立 JOHN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RP. LTD. (簡稱 JIH) ，間接投資美國品牌行銷公司 EPIX 

INC 及英國行銷公司 STYLE FITNESS UK LTD。 

榮獲第十一屆國家品質優良案例奬殊榮、第九屆國家發明奬法人組銅

牌奬、第三次台灣精品奬。 

2002 
建立俱樂部市場自有品牌「MATRIX」。 

取得美國 FDA 認証。並加入台灣區醫療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2003 
股票公開上市。 

天下雜誌台灣 1000 大製造業排名 398 名。 

2004 
天下雜誌台灣 1000 大製造業排名 358 名。 

日本行銷公司 JHT-Japan 設立。泰國行銷公司 JHT-Thailand 設立。 

2005 

天下雜誌台灣 1000 大製造業排名 261 名。榮獲台灣產品創新獎。 

義大利行銷公司 JHT-Italia 設立。馬來西亞行銷公司 JHT-Malaysia 設

立。 

2006 

天下雜誌台灣 1000 大製造業排名 218 名。入選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Vision 連續兩年蟬聯北美電跑和健身車最暢銷品牌。 

成立巴西行銷及製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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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一一一一）、）、）、）、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C 公司以自有品牌行銷於世界各國，主要的市場可區分為美國與非美國地

區，非美國地區包含歐洲、中國、日本、韓國與澳洲等國家。2000 年正式在歐

洲佈建通路，並透過通路將旗下四個品牌銷售於英國、德國等歐盟國家。成功的

進入歐盟市場後，隨之而來的便是要更熟悉當地的文化、政府與法規，歐盟三大

環保指令（WEEE、RoHS、EuP）在 2003 年之後陸續頒佈。WEEE 指令是最早

公布與執行的指令，於 2005 年 8 月開始執行。眾多在歐盟銷售電子電機產品的

廠商在 2004年就開始接觸到相關的法令訊息，C公司的歐洲業務在接收到WEEE

指令的規範後，也在 2004 年即時回報給台灣總部。 

由於 C 公司的產品不若較精密的消費性或工業用電機電子產品複雜，因此

WEEE 指令對於 C 公司來說比較好處理，只要讓當地消費者知道產品如何回收、

哪邊可以回收，並由當地的公司做好回收體系即可，在產品研發、設計的改變並

不需要太多。WEEE 指令對 C 公司而言，只是必需花費成本來建立方便消費者

的回收體系。研發部的黃協理表示： 

「「「「我們其實就是請國外的分公司直接做我們其實就是請國外的分公司直接做我們其實就是請國外的分公司直接做我們其實就是請國外的分公司直接做，，，，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總部總部總部總部這邊就是稍微改變一下這邊就是稍微改變一下這邊就是稍微改變一下這邊就是稍微改變一下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讓產品利於回收讓產品利於回收讓產品利於回收讓產品利於回收，，，，不不不不過其實改變很少過其實改變很少過其實改變很少過其實改變很少。。。。對我們來說真正比較有對我們來說真正比較有對我們來說真正比較有對我們來說真正比較有壓力壓力壓力壓力的的的的是是是是，，，，

實施日期在實施日期在實施日期在實施日期在 WEEE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之後之後之後之後的的的的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歐盟的 RoHS 指令於 2006 年 7 月執行，C 公司在處理 WEEE 指令的同時也

陸續接收到 RoHS 指令的規範。C 公司的產品線眾多，其中所使用的零組件更是

高達上萬件，要如何得知一件產品所含的有害物質是否過量，就是 C 公司所要

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此外，C 公司所使用的零組件來也來自於眾多的供應商，要

如何管制每件供應商所提供的材料，也是必須克服的難題。單從材料轉換的成本

而言，C 公司的資材部門估計，從原來的產品要轉換成符合 RoHS 規定的產品，

材料成本平均會增加大概 3 到 5％，其中主要是反應供應商的材料成本。 

（（（（二二二二）、）、）、）、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 

C 公司為自有品牌的公司，因此對於品牌與企業的形象格外重視，而品牌價

值有部份可以從產品的品質與創新呈現出來。C公司對於國際標準的驗證（如 ISO

系列）、國際環保法規的變動，都會有專員持續在公司內推動，事先掌握到法規

的趨勢，並提早符合法規的需求。魏工程師提到： 

「「「「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到外部環保壓力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到外部環保壓力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到外部環保壓力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到外部環保壓力，，，，像來自於顧客或是說我們像來自於顧客或是說我們像來自於顧客或是說我們像來自於顧客或是說我們

的經銷商的經銷商的經銷商的經銷商、、、、使用者那一端使用者那一端使用者那一端使用者那一端，，，，或者是說各國的規範或者是說各國的規範或者是說各國的規範或者是說各國的規範。。。。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主動去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主動去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主動去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主動去

符合國際上的法規需求符合國際上的法規需求符合國際上的法規需求符合國際上的法規需求，，，，這是我們這是我們這是我們這是我們公司比較主動的地方公司比較主動的地方公司比較主動的地方公司比較主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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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 

C 公司擁有自己的品牌，因此下游客戶端的壓力只有 ODM 的客戶群。以

ODM 的客戶來說，主要是為美國的知名大廠代工，不過美國當時並沒有像歐盟

採取強制的環保規範，因此 C 公司原有的產品線都還是能夠銷售至美國；而對

歐盟的 ODM 客戶來說，其實當地的廠商對於自己國家之規定並不會比較清楚，

有些廠商的反應比 C 公司還慢，幾乎都是在 C 公司已經準備完善時，才詢問產

品是否符合歐盟指令的標準。魏工程師提到： 

「「「「其實顧客那邊都在我們開始執行一到兩年其實顧客那邊都在我們開始執行一到兩年其實顧客那邊都在我們開始執行一到兩年其實顧客那邊都在我們開始執行一到兩年之後才來問我們之後才來問我們之後才來問我們之後才來問我們，，，，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對我們來對我們來對我們來對我們來

說幾乎說幾乎說幾乎說幾乎都沒有問題都沒有問題都沒有問題都沒有問題。。。。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完整的產品零組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完整的產品零組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完整的產品零組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完整的產品零組件或成品所需之件或成品所需之件或成品所需之件或成品所需之

RoHS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客戶端有需要的話客戶端有需要的話客戶端有需要的話客戶端有需要的話，，，，隨時可以提供給他們隨時可以提供給他們隨時可以提供給他們隨時可以提供給他們。。。。」」」」 

（（（（四四四四）、）、）、）、C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C 公司所面臨到的環保壓力為歐盟的 WEEE 與 RoHS 指令，以及公司內部

對於環保規範的重視。由於歐盟的每一個指令都有明確的執行日期，因此 C 公

司也必須在時間的壓力下，完成各項繁複的程序與做好綠色供應鏈管理，來達到

法規的要求。在自有品牌的打造與行銷方面，C 公司認為要先從製造優良的產品

開始做起，如果 C 公司的產品未能符合歐盟的環保指令而不能於當地販售，對 C

公司所建立的品牌形象將會有極大的衝擊，因此 C 公司對於各國所規定的法規

都會密切注意，並持續改善產品的製程以能提早達到所要求的標準。C 公司的環

保壓力來源如圖 4-6 所示： 

 

 

 

 

 

 

 

 

 

圖圖圖圖 4- 6、、、、C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三三三三、、、、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C 公司於 2004 年開始陸續接收到歐洲業務所提供的環保規範，公司研發部

的魏工程師也早在 2003 年就開始注意到歐盟的動作。魏工程師平時在公司所要

負責的業務就是法規的認證與產品的驗證，因此他開始與歐洲業務配合，透過各

箭號粗細箭號粗細箭號粗細箭號粗細

表示壓力表示壓力表示壓力表示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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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管道將各國法規面的資訊收集齊全，在研讀資料的同時，也不定期的向各部門

主管與高階主管進行簡報，讓公司上下的同仁也能即時瞭解到相關的規定。整個

2004 年還是由魏工程師一個人負責與此相關的業務。 

到了 2005 年年初，魏工程師和他底下的工程師對於法規有詳細的瞭解後，

發現歐盟環保指令所要求的項目，對公司在技術與運作上所需要做的改變其實難

度不高，不過卻對公司非常的重要。公司如果決定慢一點才開始進行調整，那可

能會影響到所有輸出到歐洲的產品線；再者，雖然執行上並不難，但許多執行上

的作業與很多部門的工作都相關，因此需要各部門的配合才可以順利完成。魏工

程師覺得需要讓公司瞭解其重要性、並成立跨部門的專案團隊，才能順利的在法

令實施日期前，讓產品符合標準。魏工程師提到當初他如何推動並成立一個跨部

門的團隊： 

「「「「公司內部真正開始對法規有大動作差不多是在公司內部真正開始對法規有大動作差不多是在公司內部真正開始對法規有大動作差不多是在公司內部真正開始對法規有大動作差不多是在 2005 年的年的年的年的 3、、、、4 月月月月。。。。我們公我們公我們公我們公

司若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司若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司若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司若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 Team，，，，其實只要讓主管或其實只要讓主管或其實只要讓主管或其實只要讓主管或公司老闆知道這個東西對公司老闆知道這個東西對公司老闆知道這個東西對公司老闆知道這個東西對

公司的影響和重要性公司的影響和重要性公司的影響和重要性公司的影響和重要性，，，，老闆都會非常願意支持你去成立這樣子的老闆都會非常願意支持你去成立這樣子的老闆都會非常願意支持你去成立這樣子的老闆都會非常願意支持你去成立這樣子的 Team。。。。我當我當我當我當

初是先讓公司的初是先讓公司的初是先讓公司的初是先讓公司的 R＆＆＆＆D 和和和和 SALES 部門先知道這些訊息部門先知道這些訊息部門先知道這些訊息部門先知道這些訊息，，，，因為產品要銷售出因為產品要銷售出因為產品要銷售出因為產品要銷售出

去去去去，，，，業務是最直接面對客戶的業務是最直接面對客戶的業務是最直接面對客戶的業務是最直接面對客戶的，，，，再來就是再來就是再來就是再來就是設計產品的設計產品的設計產品的設計產品的 R＆＆＆＆D，，，，所以我先讓他所以我先讓他所以我先讓他所以我先讓他

們們們們了解了解了解了解；；；；當業務端知道這些當業務端知道這些當業務端知道這些當業務端知道這些對日後的銷售非常重要對日後的銷售非常重要對日後的銷售非常重要對日後的銷售非常重要、、、、非常有影響之後非常有影響之後非常有影響之後非常有影響之後，，，，他就他就他就他就

會在我背後幫忙推動會在我背後幫忙推動會在我背後幫忙推動會在我背後幫忙推動；；；；R＆＆＆＆D 這一端受到業務端的壓力後這一端受到業務端的壓力後這一端受到業務端的壓力後這一端受到業務端的壓力後，，，，他也會主動去找他也會主動去找他也會主動去找他也會主動去找

替代的物料替代的物料替代的物料替代的物料、、、、或是修改設計的方向來去符合這樣的需求或是修改設計的方向來去符合這樣的需求或是修改設計的方向來去符合這樣的需求或是修改設計的方向來去符合這樣的需求。。。。接著接著接著接著就是要處理我就是要處理我就是要處理我就是要處理我

們龐大的供應商們龐大的供應商們龐大的供應商們龐大的供應商，，，，所以我也要請資材部門與我們合作所以我也要請資材部門與我們合作所以我也要請資材部門與我們合作所以我也要請資材部門與我們合作。。。。其他的部門也都類似其他的部門也都類似其他的部門也都類似其他的部門也都類似，，，，

大家慢慢形成共識後大家慢慢形成共識後大家慢慢形成共識後大家慢慢形成共識後，，，，當初當初當初當初 R＆＆＆＆D、、、、業務業務業務業務、、、、資材資材資材資材等幾個主管都決議等幾個主管都決議等幾個主管都決議等幾個主管都決議、、、、也認為也認為也認為也認為

需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需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需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需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團隊因此成形團隊因此成形團隊因此成形團隊因此成形。。。。」」」」 

當初 C 公司成立此專案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盡快步上 RoHS 指令的軌道，因

為初期在做評估時，認為要在 2005 年就將全部的產品轉換成都符合標準，還是

有一定的難度。不同的品牌、產品銷售到不同的地區，有些國家仍不需要轉換，

所以此專案的首要目標是讓銷售歐盟地區的重點機種先全部切換，其他產品在零

組件的供應都沒問題時，再進行轉換。研發部黃協理也提到成立專案團隊的必要

性： 

「「「「在在在在 WEEE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的的的的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如果符合如果符合如果符合如果符合 WEEE 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標籤沒做好標籤沒做好標籤沒做好標籤沒做好、、、、一些回收所一些回收所一些回收所一些回收所

需的文件沒辦法弄好的話需的文件沒辦法弄好的話需的文件沒辦法弄好的話需的文件沒辦法弄好的話，，，，在當地市場販售產品在當地市場販售產品在當地市場販售產品在當地市場販售產品是會有困難的是會有困難的是會有困難的是會有困難的，，，，因為業務要因為業務要因為業務要因為業務要

負責讓客戶所拿到的產品是可以符合法令規範的負責讓客戶所拿到的產品是可以符合法令規範的負責讓客戶所拿到的產品是可以符合法令規範的負責讓客戶所拿到的產品是可以符合法令規範的；；；；RoHS 規範出來後規範出來後規範出來後規範出來後，，，，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發現產品裡面很多的金屬件發現產品裡面很多的金屬件發現產品裡面很多的金屬件發現產品裡面很多的金屬件、、、、電子元件電子元件電子元件電子元件都要符合都要符合都要符合都要符合 RoHS 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因此在時間因此在時間因此在時間因此在時間

的壓力下的壓力下的壓力下的壓力下，，，，我們必須盡快知道我們必須盡快知道我們必須盡快知道我們必須盡快知道公司公司公司公司有哪些動作要開始進行有哪些動作要開始進行有哪些動作要開始進行有哪些動作要開始進行、、、、有哪些成本可能有哪些成本可能有哪些成本可能有哪些成本可能

會增加會增加會增加會增加、、、、物料的切換計畫等等物料的切換計畫等等物料的切換計畫等等物料的切換計畫等等。。。。最初都從研發單位開始做起最初都從研發單位開始做起最初都從研發單位開始做起最初都從研發單位開始做起，，，，但後來發現但後來發現但後來發現但後來發現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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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位無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個單位無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個單位無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個單位無法完成所有的工作，，，，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做跨部門協調與溝通的專案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做跨部門協調與溝通的專案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做跨部門協調與溝通的專案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做跨部門協調與溝通的專案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專案來執行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專案來執行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專案來執行所以我們成立一個專案來執行。。。。」」」」 

四四四四、、、、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一一一一）、）、）、）、Project Manager 

C 公司綠色產品的推動主要是由公司的研發部負責。最初執行面的工作在研

發部比較多，而且研發部的魏工程師在公司內就是負責產品之測試、並在公司內

推動環保法規。魏工程師在 C 公司的職位是研發部的高級工程師，從逢甲大學

研究所畢業後就在 C 公司服務，至 2007 年已經第八年。魏工程師在研發部負責

的工作常會接觸到相關的環保法令與產品的檢驗，因此在效率的考量下，從最初

的法令吸收開始，都是由他在負責，也因為他持續在公司內部推動，研發部主管

也支持他成立跨部門的專案團隊。當時的研發部主管黃協理授權魏工程師為此專

案的專案經理。黃協理提到魏工程師的任務： 

「「「「魏魏魏魏先生主要就是要研讀和先生主要就是要研讀和先生主要就是要研讀和先生主要就是要研讀和學習與法規相關的資料學習與法規相關的資料學習與法規相關的資料學習與法規相關的資料，，，，進一步瞭解所有的法規進一步瞭解所有的法規進一步瞭解所有的法規進一步瞭解所有的法規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知道判斷產品是否符合規範的標準知道判斷產品是否符合規範的標準知道判斷產品是否符合規範的標準知道判斷產品是否符合規範的標準、、、、在法規下公司要做到什麼程度在法規下公司要做到什麼程度在法規下公司要做到什麼程度在法規下公司要做到什麼程度，，，，

他必須要做解讀然後跟公司內部做教育訓練他必須要做解讀然後跟公司內部做教育訓練他必須要做解讀然後跟公司內部做教育訓練他必須要做解讀然後跟公司內部做教育訓練。。。。」」」」 

魏工程師也提及當初在綠色專案團隊成立後，他所要負責的工作： 

「「「「一開始都是我個人的工作比較多一開始都是我個人的工作比較多一開始都是我個人的工作比較多一開始都是我個人的工作比較多，，，，我要先去接觸我要先去接觸我要先去接觸我要先去接觸相相相相關的訊息關的訊息關的訊息關的訊息、、、、去瞭解去瞭解去瞭解去瞭解、、、、去去去去

受訓受訓受訓受訓，，，，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應應應應該要怎麼做該要怎麼做該要怎麼做該要怎麼做、、、、各個部門該怎麼運作各個部門該怎麼運作各個部門該怎麼運作各個部門該怎麼運作、、、、連結連結連結連結。。。。一開始我可能一開始我可能一開始我可能一開始我可能

要花要花要花要花 60%的的的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時間在這此專案時間在這此專案時間在這此專案時間在這此專案，，，，到了後期大概只需要到了後期大概只需要到了後期大概只需要到了後期大概只需要 20%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後面後面後面後面

我只要去我只要去我只要去我只要去 Control 進度進度進度進度、、、、跨部門溝通跨部門溝通跨部門溝通跨部門溝通、、、、並並並並 Monitor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這些所需要的投入時這些所需要的投入時這些所需要的投入時這些所需要的投入時

間就比較少間就比較少間就比較少間就比較少。。。。」」」」 

魏工程師在專案團隊的運作上主要還是扮演協調、溝通與擴散知識的角色為

主。他隨時要注意國際上有哪些法規要開始實施，然後透過專案會議將法規所影

響的層面傳達給各部門。魏工程師本身不會到各部門去瞭解實際執行的狀況，只

要在每次的專案會議上做好協調的角色、扮演各部門間的橋樑，讓跨部門團隊的

運作能更順利，就是他主要的任務。 

（（（（二二二二）、）、）、）、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 

專案團隊的專案贊助者（Sponsor）是魏工程師在研發部的主管黃協理。黃

協理在綠色專案團隊裡輔助專案經理能夠更順利地推動，跨部門的合作難免會產

生部門間的衝突，當魏工程師無法獨立解決時，就會請黃協理進行協助或指導，

有時也會需要黃協理親自與各部門主管進行協調與溝通，加快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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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成立此綠色專案團隊是經由各部門主管同意後而形成的，因此在大家有

相同的共識後，各部門需派出有能力且適當的人員與魏工程師合作，除了擔任專

案團隊的核心成員外，也是各部門與魏工程師配合、聯繫的窗口。每個部門不一

定只有一位代表參與此專案，也不一定需要是部門的主管；有的部門只有只派一

位，有的部門卻指派兩到三位，每個部門需要多少人員、需要多高的職位來參與

綠色專案團隊，主要是看該部門所負責的任務有多少，如果需要負責的項目比較

廣，就會有一個以上的成員參與團隊。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如圖 4-7 所

示： 

 

 

 

 

 

 

 

 

 

 

圖圖圖圖 4- 7、、、、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綠色專案團隊成員在專案不同階段的運作中，所需負責的任務和工作量皆不

相同，最初各部門成員會覺得此專案是多出來的工作，蠻多部門對此專案的運作

有所抱怨，都覺得自己的部門的工作比較多。其實每個部門工作量多寡是階段性

的，而且每個部門都要知道其他部門所做的工作為何、也要能順利地將工作接給

其他部門繼續運作，因此團隊運作初期讓各部門成員有相同共識是魏工程師的首

要任務。魏工程師提到： 

「「「「剛開始時大家的確有一些抱怨剛開始時大家的確有一些抱怨剛開始時大家的確有一些抱怨剛開始時大家的確有一些抱怨，，，，主要是認為工作主要是認為工作主要是認為工作主要是認為工作 Loading 的的的的分配不同分配不同分配不同分配不同，，，，所所所所

以我必須要告訴他們這是以我必須要告訴他們這是以我必須要告訴他們這是以我必須要告訴他們這是分階段性分階段性分階段性分階段性。。。。例如我會跟他們說例如我會跟他們說例如我會跟他們說例如我會跟他們說，，，，一開始是一開始是一開始是一開始是 R＆＆＆＆D、、、、

資材和品管要向供應商資材和品管要向供應商資材和品管要向供應商資材和品管要向供應商收集收集收集收集原物料的成分原物料的成分原物料的成分原物料的成分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收集完之後就是業務的工收集完之後就是業務的工收集完之後就是業務的工收集完之後就是業務的工

作作作作，，，，業務要負責處理客戶端的需求業務要負責處理客戶端的需求業務要負責處理客戶端的需求業務要負責處理客戶端的需求，，，，那時那時那時那時後後後後資材部門的資材部門的資材部門的資材部門的 Loading 就會比較輕就會比較輕就會比較輕就會比較輕。。。。

所以這個工作是有階段性的所以這個工作是有階段性的所以這個工作是有階段性的所以這個工作是有階段性的，，，，哪個部門在那個階段該負責什麼樣的工作哪個部門在那個階段該負責什麼樣的工作哪個部門在那個階段該負責什麼樣的工作哪個部門在那個階段該負責什麼樣的工作，，，，是是是是

沒辦法沒辦法沒辦法沒辦法改變改變改變改變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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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成員的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如表 4-17 所示： 

表表表表 4- 17、、、、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成員的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成員的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成員的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成員的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部門代表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部門代表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部門代表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部門代表職位與部門主要任務 

行銷業務 
業務經理與歐洲業務代表； 

與專案經理一起收集並更新歐盟法規、滿足客戶的要求 

資材部 
副理與專員； 

主要是與供應商溝通為主、教育供應商。 

品保部 
課長和副理； 

產品與材料的檢驗，測試是否符合環保規範。 

工廠 
副廠長； 

製程與用料的變更。 

研發部 
工程師； 

研發設計變更、選料變更、編新 BOM 表、產品測試。 

技術本部 

工程師； 

擔任協助產品從研發到生產間的橋樑。在研發設計的階段，技術本

部的工程師會幫忙尋找合適的材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由 C 公司的綠色專案組織來看，可以發現專案經理魏工程師的職位並沒有

較全部團隊成員高，當初主要的考量還是以各功能部門之需求為主。綠色專案團

隊開始運作的時間為 2005 年六月，從當時開始，每個禮拜開始有固定的專案會

議。由於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主要是以開會為主，平常在 C 公司內的專

案運作已經很習慣由不同職位的成員一起合作，因此也不會因為階級的關係而限

制專案成員在團隊中所能發揮的功能。此專案團隊比較像是資訊中心，由魏工程

師擔任專案經理，專案成員每週定期在會議中提出部門執行的狀況、遇到的困難

與尋求跨部門的支援，團隊在運作上類似於輕量級專案團隊。魏工程師提到 C

公司專案團隊的情形： 

「「「「我們公司的階級觀念不重我們公司的階級觀念不重我們公司的階級觀念不重我們公司的階級觀念不重，，，，尤其是跨部門的專案團隊合作尤其是跨部門的專案團隊合作尤其是跨部門的專案團隊合作尤其是跨部門的專案團隊合作。。。。在在在在專案上專案上專案上專案上不會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他他他他是經理是經理是經理是經理，，，，發言就會比較有發言就會比較有發言就會比較有發言就會比較有 Power，，，，主要還是以功能性和任務性為主主要還是以功能性和任務性為主主要還是以功能性和任務性為主主要還是以功能性和任務性為主，，，，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會會會會一起合作把東西做好一起合作把東西做好一起合作把東西做好一起合作把東西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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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如表 4-18 所示。 

表表表表 4- 18、、、、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團隊

形成 

1. 歐洲業務、外部檢測單位向研發部魏工程師反應歐盟環保法

規對公司的影響。 

2. 魏工程師吸收相關知識並瞭解事情對公司的重要性後，魏工

程師先從業務和研發部門開始推動，進一步擴散到全公司。

研發部、業務、資材部等幾個主管在瞭解重要性後，共同決

議需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來共同解決問題。 
專案 

團隊 

團隊

結構 

1. 研發部主管黃協理為此專案的贊助者；研發部的魏工程師為

專案經理。 

2. 綠色色專案團隊的成員包含行銷業務部、工廠、資材部、品

管部、研發部、技術本部。 

3. 綠色專案團隊類似於輕量級團隊之間。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訪談整理 

五五五五、、、、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一一一一）、）、）、）、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於 2005 年 6 月開始運作，在這之前，魏工程師與歐洲

業務早在 2003 年開始吸收與歐盟環保指令相關的資料，主要以法規面的知識為

主、技術面的知識也會從中學習。在法規面的知識吸收部分，魏工程師在歐盟開

始制定法令後，便開始從各相關的網站收集資料，主要的參考網站為歐盟的法令

宣告網站、以及台灣的工研院環安中心所建立之相關資訊網站。除了從網路上吸

收知識外，魏工程師會利用工作時間之餘，參與外部單位所開的相關課程，例如

塑膠中心所開設的綠色供應鏈課程，必須上滿六十個小時才可以拿到證書，因此

魏工程師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去上課學習。魏工程師提到他為何要花這麼多的時

間先吸收相關的知識： 

「「「「在在在在 2003 年到年到年到年到 2005 年成立綠色專案團隊之前年成立綠色專案團隊之前年成立綠色專案團隊之前年成立綠色專案團隊之前，，，，我幾乎都是在做知識吸收與我幾乎都是在做知識吸收與我幾乎都是在做知識吸收與我幾乎都是在做知識吸收與

學習的動作學習的動作學習的動作學習的動作。。。。因為我要向因為我要向因為我要向因為我要向公司內部建議成立一個專案組織公司內部建議成立一個專案組織公司內部建議成立一個專案組織公司內部建議成立一個專案組織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必須事先我必須事先我必須事先我必須事先

作一些準備動作作一些準備動作作一些準備動作作一些準備動作，，，，如果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自己不夠瞭解不夠瞭解不夠瞭解不夠瞭解，，，，那我就沒有辦法把大家集合起來那我就沒有辦法把大家集合起來那我就沒有辦法把大家集合起來那我就沒有辦法把大家集合起來，，，，請請請請

他們執行他們執行他們執行他們執行。。。。我會在我會在我會在我會在事前先做一些準備動作事前先做一些準備動作事前先做一些準備動作事前先做一些準備動作，，，，瞭解到一定程度後瞭解到一定程度後瞭解到一定程度後瞭解到一定程度後，，，，我才有辦法我才有辦法我才有辦法我才有辦法

去請他們配合去請他們配合去請他們配合去請他們配合，，，，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品管部門該配合哪些工作品管部門該配合哪些工作品管部門該配合哪些工作品管部門該配合哪些工作、、、、那那那那 R＆＆＆＆D 在設計上需要什麼在設計上需要什麼在設計上需要什麼在設計上需要什麼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簡化哪些設計符合環保設計等等簡化哪些設計符合環保設計等等簡化哪些設計符合環保設計等等簡化哪些設計符合環保設計等等。。。。」」」」 

魏工程師在研發部主要是負責安規認證的工作，所以與外部實驗室、認證單

位的接觸比較頻繁。外部單位有接受到國際上的新法規的訊息或要求時，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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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動的告知魏工程師，因此外部單位所提供的知識也是魏工程師吸收知識的主

要來源之一。外部的實驗室和驗證單位主要提供的知識為市場上的狀況、目前法

規標準研擬到什麼階段、何時公告法令、何時執行法令等相關資訊。魏工程師提

到這些外部單位： 

「「「「像像像像台灣檢驗科技台灣檢驗科技台灣檢驗科技台灣檢驗科技 SGS、、、、德國萊茵德國萊茵德國萊茵德國萊茵、、、、BV 立德國際立德國際立德國際立德國際、、、、電檢中心與塑膠中心等電檢中心與塑膠中心等電檢中心與塑膠中心等電檢中心與塑膠中心等

等等等等。。。。這些單位我平常在工作時都有來往這些單位我平常在工作時都有來往這些單位我平常在工作時都有來往這些單位我平常在工作時都有來往，，，，所以他們會主動給我一些相關的訊所以他們會主動給我一些相關的訊所以他們會主動給我一些相關的訊所以他們會主動給我一些相關的訊

息息息息。。。。它們會先跟我說它們會先跟我說它們會先跟我說它們會先跟我說，，，，現在歐盟現在歐盟現在歐盟現在歐盟已經再草擬一些法案已經再草擬一些法案已經再草擬一些法案已經再草擬一些法案，，，，希望讓我們知道希望讓我們知道希望讓我們知道希望讓我們知道。。。。如如如如

果我們果我們果我們果我們的生產工廠的生產工廠的生產工廠的生產工廠在法規已經確認要在法規已經確認要在法規已經確認要在法規已經確認要實行實行實行實行，，，，我們才接收到這些資訊就太慢我們才接收到這些資訊就太慢我們才接收到這些資訊就太慢我們才接收到這些資訊就太慢

了了了了，，，，所以實驗室有任何訊息時所以實驗室有任何訊息時所以實驗室有任何訊息時所以實驗室有任何訊息時，，，，就會很快的就會很快的就會很快的就會很快的 Pass 讓我們知道讓我們知道讓我們知道讓我們知道，，，，這時我們工廠這時我們工廠這時我們工廠這時我們工廠

這邊就會去評估這邊就會去評估這邊就會去評估這邊就會去評估，，，，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在執行上所需的技術知識由各部門內部自行學習，主要是研發部和技術本部

比較需要這方面的知識。魏工程師讓各部門瞭解法規面的知識後，各部門為了要

符合專案團隊的進度與要求，除了自行在內部做製程和技術的改變外，也會與合

適的外部單位合作，例如在檢驗的技術方面，就是與外部的實驗室或驗證單位合

作；在研發選料的時後，技術本部的工程師就會與供應商合作。 

（（（（二二二二）、）、）、）、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 

魏工程師認為公司內部的主管都應該對於 RoHS 指令為何、對公司的影響為

何，都應該有所認識與瞭解，在各部門主管都瞭解後，魏工程師才能夠順利地在

公司內推動。2005 年 6、7 月前，魏工程師和業務人員除了自己吸收相關的法規

知識外，也常常向各部門主管進行多次的簡報，讓公司高層瞭解法規面的要求為

何、對公司生產成本的影響是多少、以及各部門應該做哪些事情來應對。在綠色

專案團對成立後，魏工程師的首要任務也是要讓這些成員對 RoHS 指令有相同的

共識與瞭解。魏工程師提到： 

「「「「我要先讓公司各部門主管和參與專案團隊的成員先瞭解我要先讓公司各部門主管和參與專案團隊的成員先瞭解我要先讓公司各部門主管和參與專案團隊的成員先瞭解我要先讓公司各部門主管和參與專案團隊的成員先瞭解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取得取得取得取得

大家的共識之後大家的共識之後大家的共識之後大家的共識之後，，，，我們再把這個工作擴散到整個公司裡面我們再把這個工作擴散到整個公司裡面我們再把這個工作擴散到整個公司裡面我們再把這個工作擴散到整個公司裡面。。。。這個工作是要整這個工作是要整這個工作是要整這個工作是要整

個公司一起運作的個公司一起運作的個公司一起運作的個公司一起運作的，，，，所以需要得到老闆的認同所以需要得到老闆的認同所以需要得到老闆的認同所以需要得到老闆的認同，，，，所以我有所以我有所以我有所以我有 pass 一些訊息上去一些訊息上去一些訊息上去一些訊息上去，，，，

由我們的協理由我們的協理由我們的協理由我們的協理、、、、副總去跟總經理溝通協調副總去跟總經理溝通協調副總去跟總經理溝通協調副總去跟總經理溝通協調。。。。 

我會要我會要我會要我會要求專案團隊的核心成員對歐盟的指令也必須了解求專案團隊的核心成員對歐盟的指令也必須了解求專案團隊的核心成員對歐盟的指令也必須了解求專案團隊的核心成員對歐盟的指令也必須了解，，，，這些核心成員吸收這些核心成員吸收這些核心成員吸收這些核心成員吸收

相關的法規知識後相關的法規知識後相關的法規知識後相關的法規知識後，，，，回到各部門還要對部門內的成員進行教育訓練回到各部門還要對部門內的成員進行教育訓練回到各部門還要對部門內的成員進行教育訓練回到各部門還要對部門內的成員進行教育訓練，，，，讓各部讓各部讓各部讓各部

門的成員都能瞭解公司上下現在對門的成員都能瞭解公司上下現在對門的成員都能瞭解公司上下現在對門的成員都能瞭解公司上下現在對 RoHS 指令的重視程度指令的重視程度指令的重視程度指令的重視程度。。。。」」」」 

技術面的知識就不需要所有綠色專案團隊成員都去吸收與學習。在專案會議

上大家會一起討論產品的製程、選用的零組件與材料應該要做哪些的轉變，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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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設計和研發部分所需要吸收的新知識，由 R＆D 和技術本部的工程師尋找替代

的作法或新發法。魏工程師提到： 

「「「「我讓我讓我讓我讓 R＆＆＆＆D 和技術本部的人瞭解了法規的要求與標準後和技術本部的人瞭解了法規的要求與標準後和技術本部的人瞭解了法規的要求與標準後和技術本部的人瞭解了法規的要求與標準後，，，，技術本部和技術本部和技術本部和技術本部和 R＆＆＆＆D

那邊會去找一些那邊會去找一些那邊會去找一些那邊會去找一些 Solution。。。。他們會去找外部相關的單位或是廠商來合作他們會去找外部相關的單位或是廠商來合作他們會去找外部相關的單位或是廠商來合作他們會去找外部相關的單位或是廠商來合作，，，，通通通通

常他們會供應商的合作會比較多常他們會供應商的合作會比較多常他們會供應商的合作會比較多常他們會供應商的合作會比較多。。。。」」」」 

（（（（三三三三）、）、）、）、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吸收之內容與成員如表 4-19 所示。 

表表表表 4- 19、、、、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吸收內容 

吸收來源：網站、外部認證單位與化學實驗室、

外部綠色供應練課程 

吸收內容：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環保檢驗標

準、環保法規。 
知識 

吸收 

吸收人員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專案經理、專案團對核心

成員、各部門主管與公司高層、各事業部成員。 

技術相關知識：R＆D 與技術本部工程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六六六、、、、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 

（（（（一一一一）、）、）、）、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魏工程師除了自己上網收尋歐盟法規的相關知識外，他也利用工作之餘到塑

膠中心上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課程並獲得證書。魏工程師將上網收集的資料與到外

部上課學習與法規相關之知識加以整合，整理成適合 C 公司內部在進行教育訓

練時所使用的資料、講義。此外，魏工程師平常在工作的業務上就會常常與外部

的檢測單位、化學實驗室接觸，這些外部單位本身就有專員在負責瞭解各國環保

法規的動向，一旦他們有了法規的最新消息或變動，也會主動的告知魏工程師，

更新魏工程師的資訊。魏工程師與外部單位在法規知識上有互動的是 SGS 台灣

檢驗科技公司與中衛中心。黃協理提到： 

「「「「魏先生對外面的測試機構比較熟魏先生對外面的測試機構比較熟魏先生對外面的測試機構比較熟魏先生對外面的測試機構比較熟，，，，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SGS 的人會跟他講最新的法規訊的人會跟他講最新的法規訊的人會跟他講最新的法規訊的人會跟他講最新的法規訊

息息息息。。。。我們平常就常與我們平常就常與我們平常就常與我們平常就常與 SGS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很多的產品都交給他們驗證很多的產品都交給他們驗證很多的產品都交給他們驗證很多的產品都交給他們驗證，，，，平時都會有好平時都會有好平時都會有好平時都會有好

幾個案子與他們一起進行幾個案子與他們一起進行幾個案子與他們一起進行幾個案子與他們一起進行。。。。與政府單位的合作就是中衛中心與政府單位的合作就是中衛中心與政府單位的合作就是中衛中心與政府單位的合作就是中衛中心。。。。所以我們在外所以我們在外所以我們在外所以我們在外

部還上蠻多法令的課程部還上蠻多法令的課程部還上蠻多法令的課程部還上蠻多法令的課程。。。。」」」」 

產品要能夠輸出到歐盟，其產品成分中的有害物質含量就要符合 RoHS 指令

的標準，因此中心廠進料檢驗與產品檢驗的技術就相當重要。產品在進行製造前

會先將供應商所供應的零組件和材料先進行檢驗分析，檢查其含量是超過限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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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質的標準，產品出貨前也還會在檢驗一次。檢驗的技術和設備原來在 C 公

司是不齊全的，因此品保部也會透過設備的購買，順便與設備廠商學習檢驗設備

的使用方式；此外，品保部的檢驗工程師也會與 SGS 檢驗科技合作，學習進料

檢驗與產品檢驗的技術。 

C 公司的產品線眾多，所使用的零組件更是高達上萬件，表示供應商的來源

也相當多。在這麼多的供應商中，常常會需要與供應商一起合作，才有辦法將產

品所使用的零組件轉換成符合 RoHS 的標準，但有部分的供應商其實對 RoHS 指

令並不瞭解，所以資材部就必須跟供應商溝通，而專案會議上也會討論出供應商

應該何時要能完全轉換為綠色產品。魏工程師提到： 

「「「「資材部與供應商協調的時後資材部與供應商協調的時後資材部與供應商協調的時後資材部與供應商協調的時後，，，，會讓供應商瞭解我們不是故意刻意要求你們會讓供應商瞭解我們不是故意刻意要求你們會讓供應商瞭解我們不是故意刻意要求你們會讓供應商瞭解我們不是故意刻意要求你們

的的的的。。。。原來的物料若不符合法規就真的不能用原來的物料若不符合法規就真的不能用原來的物料若不符合法規就真的不能用原來的物料若不符合法規就真的不能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我們盡量去跟供應我們盡量去跟供應我們盡量去跟供應我們盡量去跟供應

商溝通商溝通商溝通商溝通、、、、取得平衡取得平衡取得平衡取得平衡，，，，他轉換上若有什麼困難他轉換上若有什麼困難他轉換上若有什麼困難他轉換上若有什麼困難，，，，我們也會去幫他我們也會去幫他我們也會去幫他我們也會去幫他。。。。如果供應商如果供應商如果供應商如果供應商

有成本無法負荷的考量有成本無法負荷的考量有成本無法負荷的考量有成本無法負荷的考量，，，，我們也會考慮可以互相我們也會考慮可以互相我們也會考慮可以互相我們也會考慮可以互相 Cover 一點一點一點一點。」。」。」。」 

C 公司對供應商要求簽署產品的保證書，保證供應的產品是符合 RoHS 標準

的，也會給供應商一個期間進行製程與材料的轉換。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進到 C

公司後，品保部會在做一次檢驗，確定產品符合標準，如果未能符合，會再透過

資材部向供應商要求，請他們改善，無法改善的供應商可能就會被撤出 C 公司

的供應商名單中。王協理舉例說明： 

「「「「我們內部有一個烤漆廠我們內部有一個烤漆廠我們內部有一個烤漆廠我們內部有一個烤漆廠（（（（在生產部裡在生產部裡在生產部裡在生產部裡），），），），所有的製程都沒有問題所有的製程都沒有問題所有的製程都沒有問題所有的製程都沒有問題，，，，但是烤漆但是烤漆但是烤漆但是烤漆

廠會用到外部原料廠會用到外部原料廠會用到外部原料廠會用到外部原料，，，，就是漆就是漆就是漆就是漆，，，，當漆在經過製程中的高溫反應後會產生有害物當漆在經過製程中的高溫反應後會產生有害物當漆在經過製程中的高溫反應後會產生有害物當漆在經過製程中的高溫反應後會產生有害物

質質質質，，，，產品因此不能符合產品因此不能符合產品因此不能符合產品因此不能符合 RoHS 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我們要求供應商提供能夠符合標準的我們要求供應商提供能夠符合標準的我們要求供應商提供能夠符合標準的我們要求供應商提供能夠符合標準的

漆漆漆漆，，，，但原來的供應商覺得轉換的成本太大但原來的供應商覺得轉換的成本太大但原來的供應商覺得轉換的成本太大但原來的供應商覺得轉換的成本太大，，，，所以後來就被我們撤換掉了所以後來就被我們撤換掉了所以後來就被我們撤換掉了所以後來就被我們撤換掉了。」。」。」。」 

（（（（二二二二）、）、）、）、內部內部內部內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C 公司的產品以健身器材為主，所使用的零組件與材料並不若電子產業這麼

精密，在組裝上、製程上的調整也相對簡單。綠色專案團對在評估內部的技術與

製程時，覺得要符合 WEEE 與 RoHS 指令，其實在生產製造上並不需要大改變，

只有少部分的製程需要調整，而大部分製程的調整也只要找到適合的原料就可以

了，作法也不會改變。 

綠色專案團對各部門針對綠色產品的推動也各自做了調整。品管部需要採購

檢驗的儀器，當供應商的原物料進到 C 公司就進行檢驗、當公司產品要出貨前，

也會在做一次檢驗。工廠主要的調整在於製程與設備，因為在工廠再導入 RoHS

製程時會有過渡期，RoHS 和非 RoHS 的產品會同時生產，工廠必須將生產設備

和工具分開，在完全轉換成 RoHS 製程前要設定兩套製程。資材部就必須向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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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收集原物料的成分資料，對供應商進行教育與宣導 R＆D 在產品設計時，為了

考量 WEEE 指令，要讓產品利於消費者回收，所以設計時要顧慮做到產品簡易、

好拆解；R＆D 在產品設計時，也必須考慮到所選用的物料，以符合 RoHS 指令

的標準。業務可以在當地取得最新的法規，因此他會和魏工程師合作，共同收集

與瞭解法規的變動。 

綠色專案團隊在 2005 年 6 月正式啟動。6 月之前是由魏工程師在公司內部

做教育訓練的工作，當團隊正式啟動後，每個禮拜都有固定的專案會議，而 C

公司各部門必須跟隨著專案會議的決議進行部門內部的調整。專案會議所做出的

決議、所定出的各部門進度、與各部門該負責的項目，都是由部門代表（專案團

隊核心成員）與專案經理一起討論出來的，但是各部門在實際的運作上還是會碰

到困難，魏工程師提到： 

「「「「大部分問題在於時間上的彈性大部分問題在於時間上的彈性大部分問題在於時間上的彈性大部分問題在於時間上的彈性。。。。例如專案會議決定工廠要在三天內完成製例如專案會議決定工廠要在三天內完成製例如專案會議決定工廠要在三天內完成製例如專案會議決定工廠要在三天內完成製

程的調整程的調整程的調整程的調整，，，，但實際做才發現可能需要四天或五天但實際做才發現可能需要四天或五天但實際做才發現可能需要四天或五天但實際做才發現可能需要四天或五天，，，，這種臨時的狀況一發生這種臨時的狀況一發生這種臨時的狀況一發生這種臨時的狀況一發生，，，，

我們會趕緊去支援工廠我們會趕緊去支援工廠我們會趕緊去支援工廠我們會趕緊去支援工廠，，，，看問題出在那邊看問題出在那邊看問題出在那邊看問題出在那邊，，，，是不是人力不足或供應商無法配是不是人力不足或供應商無法配是不是人力不足或供應商無法配是不是人力不足或供應商無法配

合合合合，，，，其實都是一些小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小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小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小問題。。。。我們在執行上還是以專案團隊的決議為主我們在執行上還是以專案團隊的決議為主我們在執行上還是以專案團隊的決議為主我們在執行上還是以專案團隊的決議為主，，，，但在但在但在但在

做這個決議之前做這個決議之前做這個決議之前做這個決議之前，，，，各部門會提出自己的作法與看法各部門會提出自己的作法與看法各部門會提出自己的作法與看法各部門會提出自己的作法與看法。。。。像剛剛說的像剛剛說的像剛剛說的像剛剛說的，，，，這個工作這個工作這個工作這個工作

希望在三天內做完希望在三天內做完希望在三天內做完希望在三天內做完，，，，如果有部門有困難如果有部門有困難如果有部門有困難如果有部門有困難，，，，就應該要直接講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就應該要直接講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就應該要直接講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就應該要直接講需要多一點的時間，，，，

如果大家沒辦法允許把時間拉長如果大家沒辦法允許把時間拉長如果大家沒辦法允許把時間拉長如果大家沒辦法允許把時間拉長，，，，還是必須在三天完成的時後還是必須在三天完成的時後還是必須在三天完成的時後還是必須在三天完成的時後，，，，我們一樣還我們一樣還我們一樣還我們一樣還

是會決議三天內完成是會決議三天內完成是會決議三天內完成是會決議三天內完成，，，，有困難的部門就想辦法讓其它部門去支援他們有困難的部門就想辦法讓其它部門去支援他們有困難的部門就想辦法讓其它部門去支援他們有困難的部門就想辦法讓其它部門去支援他們。。。。」」」」 

除了透過專案會議解決問題外，各部門實際在執行遇到困難時，不會等到專

案會議才提出來討論該如何解決，有困難的部門會很快地尋求其他部門的幫忙。

例如剛開始的時後，資材部要向供應商收集產品的成分資料，因為供應商眾多，

以資材部有限的人力無法在短期內收集完成，所以資材部向 R＆D、品管部與技

術本部的同仁尋求幫忙。如果各部門都有人力上的問題，資材部才會向上反映，

再由綠色專案團隊召開臨時會議來解決問題 

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除了會碰到有部門無法達到團隊的要求外，各部門在運

作上常常也會有衝突發生，這些衝突也必須透過專案會議，讓各部門代表共同協

調問題，才能將衝突解決。王協理提到曾發生過的狀況： 

「「「「為了要檢驗供應商的產品是否符合為了要檢驗供應商的產品是否符合為了要檢驗供應商的產品是否符合為了要檢驗供應商的產品是否符合 RoHS 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以及公司產品出貨也要以及公司產品出貨也要以及公司產品出貨也要以及公司產品出貨也要

做檢驗做檢驗做檢驗做檢驗，，，，因此必須投資新的檢驗設備才能夠對產品做檢驗因此必須投資新的檢驗設備才能夠對產品做檢驗因此必須投資新的檢驗設備才能夠對產品做檢驗因此必須投資新的檢驗設備才能夠對產品做檢驗。。。。當初品保部和當初品保部和當初品保部和當初品保部和 R

＆＆＆＆D 都認為應該要由對方來購買設備都認為應該要由對方來購買設備都認為應該要由對方來購買設備都認為應該要由對方來購買設備，，，，大家都不想因為買了設備而多出工大家都不想因為買了設備而多出工大家都不想因為買了設備而多出工大家都不想因為買了設備而多出工

作作作作，，，，家上買設備又需要寫很多報告也很麻煩家上買設備又需要寫很多報告也很麻煩家上買設備又需要寫很多報告也很麻煩家上買設備又需要寫很多報告也很麻煩，，，，所以當初兩個單位互相推託所以當初兩個單位互相推託所以當初兩個單位互相推託所以當初兩個單位互相推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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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衝突在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過程中時常發生，而有效解決部門間衝突

的方式是持續的溝通與協調。當兩個部門有爭執時，如果在專案團隊的會議上無

法解決，有爭議的部門會各自請部門的主管再進行溝通協調。部門主管在進行協

調時，還是會回歸到單位的責任，以王協理提到的例子為例，最後還是由品保部

購買檢驗的儀器和設備，因為產品品質的要求原來就是品保部的責任。 

除了綠色專案團隊每週的固定會議外，C 公司的部門主管會議也是每週進

行，每個月還有一次全員參與的經營管理會議。因此當綠色專案團隊有遇到問題

或部門衝突的時後，專案經理會向上反應，如果不是很急迫性的問題，在部門主

管會議時，就會針對綠色專案團隊所遇到的問題進行溝通與協調。 

（（（（三三三三）、）、）、）、內內內內、、、、外部外部外部外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如表 4-20 所示。 

表表表表 4- 20、、、、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 

外部知識學習 

、整合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參加綠色供應鏈管理課程、

中衛中心的輔導課程，外部的檢測單外和化學實驗

室也會即時向 C 公司更新最新的法規資訊，由魏工

程師整合為適合 C 公司教育訓練與綠色產品標準

的規範。屬於吸收外部知識並整合為公司內部知識

的過程。 

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R＆D 和技術本部各自請外部的老

師針對特定的技術進行合作或上課；要求供應商提

供符合 RoHS 標準的產品。屬於吸收外部知識再透

過實做與整合來達到知識創造過程。 

知識 

創造 

內部知識創造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綠色專案團隊設

定綠色產品的轉換目標，固定每週一次的跨部門會

議，讓各部門邊做邊調整，共同解決問題。屬於共

同解決問題和實做與整合的方式創造新知識。 

各各各各部門間部門間部門間部門間私下合作解決問題私下合作解決問題私下合作解決問題私下合作解決問題：各部門執行上遇到困

難時，會即時尋求其他部門的協助，如果有資源上

的困難時，會召開臨時專案會議來共同解決。屬於

共同解決問題的知識創造過程。 

部門間衝突以溝通協調為解決方式部門間衝突以溝通協調為解決方式部門間衝突以溝通協調為解決方式部門間衝突以溝通協調為解決方式：各部門提出利

益衝突點，在專案會議進行溝通與協調，若無法解

決，會請各部門主管出面協調來解決問題。屬於共

同解決問題的知識創造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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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 

綠色專案團隊從 2005 年 6 月開始每週進行專案會議，魏工程師負責準備會

議所需要的資料，並將會議所做的討論與決策記錄下來，儲存成電子檔案後上傳

至公司內部的資訊系統，並發佈到各個部門；專案小組的核心成員也會把該部門

所負責的進度、執行狀況、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上傳至資訊系統。C 公司採用 IBM

的 Lotus NOTES 軟體。綠色專案團隊利用 NOTES 軟體在系統上開一個專區，每

次有新的會議資料或更新法規，魏工程師都可以上傳至專區；此外，該軟體也可

以透過分類，讓專案團隊的成員可以清楚地上傳各自部門內的知識，因此各個部

門的成員如果遇到問題，也可以連上此系統進行查詢。 

R＆D、技術本部與品保部各自學習與技術相關的知識，包括綠色產品研發、

用料變更、產品功能測試與產品限用物質含量測試等，都由部門內部的技術人員

或工程師以邊做邊學、向外部單位合作與上課的方式將技術知識儲存在人身上，

可以訴諸圖文的部分，還是會透過專案團隊的部門代表上傳至網站。 

綜合上述，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方式整理於表 4-21 所示。 

表表表表 4- 21、、、、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 

蓄積主體 以文件、人員與公司資訊系統網站為主。 

知識 

蓄積 蓄積活動 

專案經理負責記錄專案會議所討論的事

項，並上傳至資訊系統網站。專案團隊

的核心成員負責各自部門的知識儲存。 

技術知識由技術人員透過邊做邊學的方

式儲存於人的身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八八八、、、、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 

魏工程師在接收到外部檢測單位所提供的歐盟環保法規資訊後，將這些資訊

先讓公司的業務和 R＆D 人員瞭解現在的狀況，接著再由他們反映到各自部門的

主管，讓公司高層也瞭解到歐盟環保法規對 C 公司的影響，成立綠色專案團隊

後，再透過教育訓練和內部的資訊系統將相關的知識擴散至全公司。 

C 公司有為數龐大的供應商，因此要做好綠色供應鏈管理並不容易。首先，

C 公司要讓所有大或小的供應商都能瞭解 C 公司對於綠色產品推動的時程與方

式，因此綠色專案團隊決議除了要對公司內部做教育訓練外，也應該對供應商做

宣導。魏工程師與外部的檢測單位合作，一起對供應商宣導。魏工程師提到： 

「「「「我們與外部的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合作我們與外部的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合作我們與外部的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合作我們與外部的實驗室和認證單位合作，，，，共同辦過兩次供應商說明會共同辦過兩次供應商說明會共同辦過兩次供應商說明會共同辦過兩次供應商說明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外部實驗室本身就會開一些外部實驗室本身就會開一些外部實驗室本身就會開一些外部實驗室本身就會開一些 Seminar，，，，我就請他們把我就請他們把我就請他們把我就請他們把 Seminar 的地點跟時間的地點跟時間的地點跟時間的地點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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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我們配合我們配合我們配合我們，，，，移到我們公司來辦移到我們公司來辦移到我們公司來辦移到我們公司來辦，，，，為我們的供應商作宣導為我們的供應商作宣導為我們的供應商作宣導為我們的供應商作宣導。。。。那個時候我們是請那個時候我們是請那個時候我們是請那個時候我們是請

BV 立德國際來幫我們做立德國際來幫我們做立德國際來幫我們做立德國際來幫我們做，，，，這個部份我們也不需付費這個部份我們也不需付費這個部份我們也不需付費這個部份我們也不需付費，，，，因為要符合因為要符合因為要符合因為要符合 RoHS 就就就就

要做材料要做材料要做材料要做材料的檢測的檢測的檢測的檢測，，，，檢測就要收錢檢測就要收錢檢測就要收錢檢測就要收錢；；；；其實他們來我們公司做說明的時後其實他們來我們公司做說明的時後其實他們來我們公司做說明的時後其實他們來我們公司做說明的時後，，，，他也他也他也他也

會分一些自己的會分一些自己的會分一些自己的會分一些自己的 DM，，，，若有些供應商有需求的話若有些供應商有需求的話若有些供應商有需求的話若有些供應商有需求的話，，，，就會送件到他們那邊檢驗就會送件到他們那邊檢驗就會送件到他們那邊檢驗就會送件到他們那邊檢驗，，，，

所以在我們公司宣導對所以在我們公司宣導對所以在我們公司宣導對所以在我們公司宣導對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也有利也有利也有利也有利，，，，所以他們很樂意配合所以他們很樂意配合所以他們很樂意配合所以他們很樂意配合。」。」。」。」 

C 公司除了自有品牌的發展外，也為國際上的大廠代工。很多在歐洲的 ODM

客戶並不瞭解當地之環保法規，因此綠色專案團隊也會讓歐洲業務向當地客戶進

行宣導，讓歐洲客戶知道 C 公司的產品已經開始轉換為符合歐盟法規的產品，

避免客戶在歐盟法規實施後，面臨下架不得繼續販售以及罰款的情形。 

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整理如表 4-22。 

表表表表 4- 22、、、、C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 

擴散對象 

1. 公司全體成員 

2. 供應商 

3. 客戶 

知識 

擴散 

擴散方式 

1. 公司內部：透過專案會議、教育訓練、與資訊系統

向公司全體成員擴散知識。 

2. 顧客：業務對負責的顧客進行宣導 

3. 供應商：與外部檢測單位、實驗室合作舉辦供應商

說明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九九九、、、、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綠色專案團隊原來訂定在 2006 年 1 月前，就要將所有輸出到歐洲國家的產

品都能符合 RoHS 指令的標準，不過在實際的作業上，公司內部對產品在品質上

的測試無法如期完成，部分供應商也還沒那麼快能供應符合標準的零組件，所以

C 公司輸歐產品線真正能符合法規是在 2006 年的 6 月，也就是在 RoHS 指令實

施的前一個月。綠色專案團隊也在那時結束專案任務，在沒有特別宣布專案團隊

結束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魏工程師與團隊核心成員不再進行一週一次的專案

會議。魏工程師提到： 

「「「「我們團隊是我們團隊是我們團隊是我們團隊是 2005 年年年年 6 月開始啟動月開始啟動月開始啟動月開始啟動，，，，在在在在 2006 年六月就結束了年六月就結束了年六月就結束了年六月就結束了。。。。皆下來歐盟皆下來歐盟皆下來歐盟皆下來歐盟

如果有更新的規定如果有更新的規定如果有更新的規定如果有更新的規定、、、、或是其他國家也實施類似或是其他國家也實施類似或是其他國家也實施類似或是其他國家也實施類似 RoHS 指令的話指令的話指令的話指令的話，，，，以我們先前以我們先前以我們先前以我們先前

各部門處裡的情況來看各部門處裡的情況來看各部門處裡的情況來看各部門處裡的情況來看，，，，應該都能夠應付了應該都能夠應付了應該都能夠應付了應該都能夠應付了。。。。只是這方面還是我工作的職責只是這方面還是我工作的職責只是這方面還是我工作的職責只是這方面還是我工作的職責

知一知一知一知一，，，，所以我還是所以我還是所以我還是所以我還是會持續觀察綠色產品的趨勢和各國的法規會持續觀察綠色產品的趨勢和各國的法規會持續觀察綠色產品的趨勢和各國的法規會持續觀察綠色產品的趨勢和各國的法規，，，，持續學習持續學習持續學習持續學習、、、、吸吸吸吸

收相關的知識收相關的知識收相關的知識收相關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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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D 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 

一一一一、、、、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個案公司簡介 

D 公司創立於 1975 年，是國內發光二極體（LED）相關產業的創始者與領

導者。隨著企業不斷成長，D 公司成立專業的子公司以持續擴張生產項目，包括

橡膠、彩色監視器、鍵盤與電源供應器等產品。2002 年 11 月因為內外部條件已

經成熟，D 公司與旭麗、源興科技、致福三家子公司，以源興科技為存續公司進

行合併，並正式更名 D 公司。透過組織重整，D 公司成立周邊與零件、影像、

通訊、電腦及新事業發展等五大事業群，產品幾乎涵蓋整個 3C 產業，充分發揮

組織整合的綜效，以提供更完整的產品線。同年，D 公司已經成為台灣前三大

ODM 及全球前十大 ODM/EMS 企業。 

在組織重整期間，企業內部首先整合重疊的行政體系，有效降低溝通協調的

複雜性，並成立總採購長、資訊長，透過電子交易平台、零組件標準化及集中採

購等策略，節省成本；而原本散置於各企業的專業製造能力，也得以透過五大事

業群進行串聯、互補，發揮更大的產品群組效應，大幅提高接單能力，也提供客

戶一次購足的服務。在技術研發方面，D 公司成立輸入（Input）、數位顯示（Digital 

Display）、影像列印（Printing）、儲存（Storage）、通訊（Communication-Wireless 

and Broadband）、網路中樞（Central Hub）等六大技術平台，致力於各項研發工

作。 

D 公司於 2002 年合併旗下四家上市子公司後，國際化佈局策略也因應集團

整合的綜效進行改變。全球佈局的基本架構是，運籌管理中心在台灣，生產基地

主要在中國大陸，小部分在墨西哥和泰國，歐洲、美國則主要是行銷分公司，負

責產品售後服務、行銷和資訊蒐集。2006 年 D 公司全球合併營收到達 1638.5 億

美元，營業利益高達 77.2 億美元。現今的營運研發重點鎖定於 LED、電源供應

器、機殼產品與影像產品，此四大核心事業對整體營收貢獻度已超過五成；未來

更鎖定汽車電子相關客戶為成長的領域。D 公司的主要發展歷程如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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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3、、、、D 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公司簡要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D 公司年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 

1975 創立資本額新台幣一佰萬元整，於中和設立第一座 LED 工廠。 

1978 成立旭麗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橡膠相關產品。 

1989 

導入 Lite-On 企業識別系統。 

於泰國設立第一個海外子公司，生產光電產品。 

成立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彩色監視器產品。 

1990 旭麗併購美國第三大鍵盤製造商 Maxi Switch。 

1991 併購英國 NPE 電源供應器廠，以公司名稱 Lite-On Ltd 加入營運 

1999 
源興科技將光電事業部獨立經營，成立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併購致福公司。 

2001 

榮獲經濟部頒發全球卓越楷模金質獎。 

源興科技合併億訊科技，業務納入系統事業部與網路事業部。 

成立閎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手機按鍵產品。 

2002 
11 月 4 日合併 D 公司旗下四家上市公司，以源興科技為存續公司，並

正式更名為 D公司。 

2003 

首度獲選美國商業週刊全球科技百強（IT 100），名列 61 名。 

獲選台灣天下雜誌「2003 標竿企業」之電腦業第 6 名。 

獲頒 HP Best Supplier Award。 

2005 

首度榮獲美國 Forbes 雜誌評選為「亞洲最優五十家企業」之一。 

無限期暫停手機組裝業務，以符合公司追求獲利轉型成長的目標。 

100%轉投資，成立光寶汽車電子公司 

2006 

擴大與飛利浦合作關係，共同合作進入車用光碟機市場。 

取得敦揚科技 100%股權，積極佈局汽車電子領域。 

工業設計榮獲美國 IDEA 獎、德國 iF 獎與 Red Dot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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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一一一一）、）、）、）、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產業供應鏈 

SONY 公司 2001 年運送至荷蘭的 Play Station 遊戲機，因為鎘（被限用的有

害物質）含量超過法定限制而被荷蘭禁止輸入。SONY 從此透過公司的全球採購

系統向供應商提出綠色產品的採購規範，要求供應商需符合 SONY 所制訂的禁

止與限用物質的技術文件條款：SS-00259 Sony Technical Standard，才能成為

SONY 合格的 Green Partner。同年，D 公司影像事業群開始與 SONY 在 DVD 錄

放影機產品進行合作。為了爭取 SONY 的訂單，D 公司必須成為 SONY Green 

Partner 的一員，影像事業群自掏腰包派遣人員參與 SONY 在日本的訓練課程、

台灣廠也接受 SONY 的供應練管理輔導、並被要求購買 SONY 子公司的有害物

質檢驗儀器等相關綠色產品檢驗的措施。影像事業群之移動式數位系統事業部的

王副總提到當初與 SONY 第一次合作的情形： 

「「「「為了要接為了要接為了要接為了要接 SONY 的的的的 DVD 訂單訂單訂單訂單，，，，我們被很強烈的要求產品有害物質含量我們被很強烈的要求產品有害物質含量我們被很強烈的要求產品有害物質含量我們被很強烈的要求產品有害物質含量，，，，

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SONY Green Partner。。。。當初是我當初是我當初是我當初是我去搶去搶去搶去搶 SONY DVD 錄放影機錄放影機錄放影機錄放影機

Pproject，，，，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必須負責必須負責必須負責必須負責。。。。從那時從那時從那時從那時開始開始開始開始，，，，我就瞭解到我就瞭解到我就瞭解到我就瞭解到 Green Product 是未來的是未來的是未來的是未來的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Trend，，，，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也因為接了也因為接了也因為接了也因為接了 SONY 的生意而的生意而的生意而的生意而就開始有了這方面的就開始有了這方面的就開始有了這方面的就開始有了這方面的 Sense。」。」。」。」 

D 公司影像事業群與 SONY 合作後，開始瞭解到綠色產品對公司壓力很大

的一部份在於供應鏈之管理上。SONY 不會要求 D 公司的上游供應商，而是要 D

公司對更上游的供應商進行要求，所以 SONY 只針對像 D 公司般的中心大廠進

行輔導，向它們收錢做訓練，再由中心廠向衛星廠商進行有害物質含量的要求與

輔導。因此，SONY 是第一個對 D 公司要求綠色產品的客戶，從此 D 公司的採

購、品管與研發等相關單位，開始密切注意市場上有關綠色產品的法規與要求。 

D 公司的業務以 OEM、ODM 為主，有效滿足顧客的要求是 D 公司營運能

持續成長的首要條件。2005 年初，D 公司從外部接收到歐盟 WEEE 指令與 RoHS

指令的相關規定，D 公司的客戶也因為歐盟法規的實施日期逼近，便提早從 2005

年開始，向 D 公司各事業群要求提供符合相關法規的綠色產品，包括 Motorola、

Acer、Panasonic、Canon、HP、DELL、Kodak 等歐、美、日國際知名大廠。各

國大廠除了要求 D 公司需符合歐盟的規定外，國際大廠內部也會制訂本身對於

供應商的綠色產品之要求，因此對於像 D 公司般的供應大廠而言，必須能夠滿

足不同客戶對不同產品的綠色要求。王副總提到： 

「「「「公司內部對綠色產品這一塊應該算公司內部對綠色產品這一塊應該算公司內部對綠色產品這一塊應該算公司內部對綠色產品這一塊應該算是是是是比較被動的比較被動的比較被動的比較被動的。。。。被動的原因跟被動的原因跟被動的原因跟被動的原因跟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我們是

OEM 與與與與 ODM 的事業模式有關的事業模式有關的事業模式有關的事業模式有關。。。。OEM 與與與與 ODM 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

的手上的手上的手上的手上，，，，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要求高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要求高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要求高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要求高，，，，我們的成本就會增加我們的成本就會增加我們的成本就會增加我們的成本就會增加，，，，但可能我們但可能我們但可能我們但可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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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供應商的技術還沒有提升上來上游供應商的技術還沒有提升上來上游供應商的技術還沒有提升上來上游供應商的技術還沒有提升上來、、、、很多關鍵零組件可能都還很多關鍵零組件可能都還很多關鍵零組件可能都還很多關鍵零組件可能都還無法滿足無法滿足無法滿足無法滿足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對我們對我們對我們對我們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但因為我們是但因為我們是但因為我們是但因為我們是 OEM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所以當初對所以當初對所以當初對所以當初對

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的的的的。」。」。」。」 

（（（（二二二二）、）、）、）、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內部自發性壓力 

D 公司的組織採事業部制，各個事業部必須為自己事業部的盈虧負責，因此

每個事業部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與認知多少都會有差異，並非公司全體從上到下

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與規定是一致的。事業部制的組織方式，各事業部所接受到

的外部環保壓力並不相同，而公司總部對於所謂的綠色產品和環保法規之認知，

可能又會與各事業部的瞭解不同。王副總提到這樣的情況： 

「「「「董事長和執行長在規劃未來公司的經營管理上都是很正面的董事長和執行長在規劃未來公司的經營管理上都是很正面的董事長和執行長在規劃未來公司的經營管理上都是很正面的董事長和執行長在規劃未來公司的經營管理上都是很正面的，，，，因此老闆對因此老闆對因此老闆對因此老闆對

於公司綠色產品的發展於公司綠色產品的發展於公司綠色產品的發展於公司綠色產品的發展也會也會也會也會很重視很重視很重視很重視。。。。2005 年公司開始年公司開始年公司開始年公司開始要求各事業部對相關的要求各事業部對相關的要求各事業部對相關的要求各事業部對相關的

環保法規進行瞭解環保法規進行瞭解環保法規進行瞭解環保法規進行瞭解，，，，可是對我們各事業部來講可是對我們各事業部來講可是對我們各事業部來講可是對我們各事業部來講卻卻卻卻是有成本是有成本是有成本是有成本與時間的壓力與時間的壓力與時間的壓力與時間的壓力。。。。現現現現

在是在是在是在是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已經沒有已經沒有已經沒有已經沒有成本上的壓力成本上的壓力成本上的壓力成本上的壓力了了了了，，，，但剛開始的確有成本上但剛開始的確有成本上但剛開始的確有成本上但剛開始的確有成本上升升升升的壓力的壓力的壓力的壓力。。。。各個各個各個各個

客戶與我們公司內部開始要求很繁碎的產品客戶與我們公司內部開始要求很繁碎的產品客戶與我們公司內部開始要求很繁碎的產品客戶與我們公司內部開始要求很繁碎的產品成份成份成份成份含量文件含量文件含量文件含量文件、、、、符合環保規定的符合環保規定的符合環保規定的符合環保規定的

保證書保證書保證書保證書，，，，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執行與習慣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執行與習慣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執行與習慣這些都是需要花時間去執行與習慣的的的的。」。」。」。」 

D 公司的高層主管對各事業部會主動的進行環保要求，但各事業部在運作上

算是各自獨立的，因此常常會與公司總部的規定有不能配合的地方，因此形成各

事業部與公司總部常常需要協調的情形，以形成相同的共識。因此，D 公司的內

部環保壓力對於總部來說是主動自發的，但對於各事業部來說算是比較被動配合

公司總部與客戶的。 

（（（（三三三三）、）、）、）、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對於 D 公司而言，OEM 與 ODM 為公司主要的事業模式，能否滿足顧客對

於產品的要求才是 D 公司各事業群努力的目標。雖然歐盟的法規在 2005 年開始

逐漸明朗，相關的規定與實施日期也確定了，但是 D 公司對於歐盟的法規並不

會感受到太大的壓力，因為國際上知名的大廠商都會訂出能夠符合歐盟法規、甚

至更嚴格的規定來要求 D 公司，因此 D 公司需要能夠滿足不同客戶的要求。影

像事業群之移動式數位系統事業部的品保中心翟副理提到： 

「「「「像我們以像我們以像我們以像我們以 OEM、、、、ODM 為主的事業模式為主的事業模式為主的事業模式為主的事業模式，，，，就必須要去符合客戶的要求就必須要去符合客戶的要求就必須要去符合客戶的要求就必須要去符合客戶的要求，，，，客客客客

戶會依照說它們銷售範圍與區域的不同戶會依照說它們銷售範圍與區域的不同戶會依照說它們銷售範圍與區域的不同戶會依照說它們銷售範圍與區域的不同，，，，而去決定要做多少的環保要求與規而去決定要做多少的環保要求與規而去決定要做多少的環保要求與規而去決定要做多少的環保要求與規

範範範範。。。。當然當然當然當然，，，，若要銷售歐洲若要銷售歐洲若要銷售歐洲若要銷售歐洲，，，，就一定至少要滿足歐盟的環保法規就一定至少要滿足歐盟的環保法規就一定至少要滿足歐盟的環保法規就一定至少要滿足歐盟的環保法規，，，，像像像像 WEEE 和和和和

RoHS；；；；如果定客戶擁有自有品牌如果定客戶擁有自有品牌如果定客戶擁有自有品牌如果定客戶擁有自有品牌，，，，那就一定會更加那就一定會更加那就一定會更加那就一定會更加 Care 所謂的綠色產品所謂的綠色產品所謂的綠色產品所謂的綠色產品，，，，

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要求我們要做的比法規要求還嚴格要求我們要做的比法規要求還嚴格要求我們要做的比法規要求還嚴格要求我們要做的比法規要求還嚴格；；；；我們還有一些是掛牌或貼牌的客我們還有一些是掛牌或貼牌的客我們還有一些是掛牌或貼牌的客我們還有一些是掛牌或貼牌的客

戶戶戶戶，，，，銷售的範圍又是在北美銷售的範圍又是在北美銷售的範圍又是在北美銷售的範圍又是在北美，，，，它們的它們的它們的它們的 Impact 就沒有那麼直接就沒有那麼直接就沒有那麼直接就沒有那麼直接，，，，因為當地沒有因為當地沒有因為當地沒有因為當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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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環保要求相關的環保要求相關的環保要求相關的環保要求。。。。所以我們公司的主要環保壓力還是來自於客戶所以我們公司的主要環保壓力還是來自於客戶所以我們公司的主要環保壓力還是來自於客戶所以我們公司的主要環保壓力還是來自於客戶，，，，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

只要能夠滿足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只要能夠滿足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只要能夠滿足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只要能夠滿足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其實我們也就能夠滿足各國法規的要求其實我們也就能夠滿足各國法規的要求其實我們也就能夠滿足各國法規的要求其實我們也就能夠滿足各國法規的要求

了了了了，，，，畢竟我們是畢竟我們是畢竟我們是畢竟我們是 OEM 與與與與 ODM 為主的公司為主的公司為主的公司為主的公司。。。。」」」」 

（（（（四四四四）、）、）、）、D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D 公司所面臨到的環保壓力來源主要是來自客戶端對 D 公司產品的要求。D

公司採事業部的組織方式，客戶端對於 D 公司的環保壓力也直接施加於各事業

部，由各個事業部來滿足其客戶對於綠色產品的規範。其中，影像事業群是最早

接收到客戶-SONY 的有害物質限用的要求，從此公司內部各部門對於綠色產品

的發展趨勢與法律規定開始注意。在公司內部的環保壓力方面，公司總部負責制

訂全功的經營管理策略，綠色產品與環保趨勢也被公司高層主管注意，並在 2005

年開始要求各事業群需配合市場與法令的趨勢；各事業部門則有成本上漲與轉換

時間的壓力，因此對於環保壓力屬於比較被動式接受。D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如

圖 4-8 所示： 

 

 

 

 

 

 

 

 

 

 

 

圖圖圖圖 4- 8、、、、D 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公司的環保壓力來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三三三三、、、、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D 公司於 2001 年接受到 SONY Green Partner 的要求時，只由影像事業群部

門與 SONY 在綠色產品上有互動，SONY 並未要求 D 公司所有的事業部。在影

像事業群的 DVD 錄放影機之品質與限用物質要求都經過 SONY 的認證後，影像

事業群順利成為 SONY Green Partner 的一員，SONY 也陸陸續續與 D 公司其他

部門進行採購，D 公司的組織圖如圖 4-9 所示。王副總提到當初如何影像事業群

如何成為 SONY 的合格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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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在接在接在接 SONY 生意的時後生意的時後生意的時後生意的時後，，，，我們公司還沒有特別成立一個我們公司還沒有特別成立一個我們公司還沒有特別成立一個我們公司還沒有特別成立一個專案團隊去處理專案團隊去處理專案團隊去處理專案團隊去處理

Green Partner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因為當初因為當初因為當初因為當初 SONY 給我們的訂單不大給我們的訂單不大給我們的訂單不大給我們的訂單不大，，，，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只是在我這只是在我這只是在我這只是在我這

個事業部內針對個事業部內針對個事業部內針對個事業部內針對 SONY 的要求去做的要求去做的要求去做的要求去做。。。。它們對產品怎麼要求它們對產品怎麼要求它們對產品怎麼要求它們對產品怎麼要求，，，，我們事業部就照我們事業部就照我們事業部就照我們事業部就照

著要求做著要求做著要求做著要求做，，，，主要是先找事業部的主要是先找事業部的主要是先找事業部的主要是先找事業部的 R＆＆＆＆D 和品管針對和品管針對和品管針對和品管針對 DVD 錄放影機所使用的零錄放影機所使用的零錄放影機所使用的零錄放影機所使用的零

組件做改進組件做改進組件做改進組件做改進，，，，因為當初只有一個產品因為當初只有一個產品因為當初只有一個產品因為當初只有一個產品，，，，所以還算蠻順利的通過所以還算蠻順利的通過所以還算蠻順利的通過所以還算蠻順利的通過 SONY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 SONY 要求雖然很嚴格要求雖然很嚴格要求雖然很嚴格要求雖然很嚴格，，，，可是當初的作法並沒有很徹底可是當初的作法並沒有很徹底可是當初的作法並沒有很徹底可是當初的作法並沒有很徹底，，，，SONY 只要我只要我只要我只要我

們附保證書給它就行了們附保證書給它就行了們附保證書給它就行了們附保證書給它就行了，，，，SONY 只要進貨後再做一次產品的檢驗就可以了只要進貨後再做一次產品的檢驗就可以了只要進貨後再做一次產品的檢驗就可以了只要進貨後再做一次產品的檢驗就可以了。」。」。」。」 

 

 

 

 

 

 

 

 

 

 

 

 

 

 

 

 

圖圖圖圖 4- 9、、、、D 公司組織圖公司組織圖公司組織圖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D 公司年報 

在影像事業群順利成為 SONY 的合格供應商後，D 公司的其他事業部門也

陸續開始接到 SONY 的訂單，有訂單的部門都必須成為 SONY Green Partner 的

一員，因此 D 公司的很多事業部門在 2003 年左右都開始接觸到所謂的綠色產

品，但真正感受到客戶開始對 D 公司各事業群進行綠色產品的要求是在 2005

年。當時，無論是公司總部的高層或是各事業群的主管，都覺得環保規範與綠色

產品的要求與趨勢都很確定了，尤其是歐盟法規和國際大廠也在當時明確地向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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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求產品轉換為綠色產品的時程計畫，因此全公司可說是在 2005 年年初開

始全員動員，並訂出在 2006 年 3 月後，只要是公司生產的產品至少是要符合歐

盟 RoHS 的要求；在 20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新產品的設計也都要符合 RoHS

的標準。王副總提到當初開會討論的相關事宜，說明當初 D 公司對此事的重視： 

「「「「我們內部會議常常在討論說我們內部會議常常在討論說我們內部會議常常在討論說我們內部會議常常在討論說，，，，假設市場上有假設市場上有假設市場上有假設市場上有 A、、、、B、、、、C 競爭公司競爭公司競爭公司競爭公司，，，，我要跟你我要跟你我要跟你我要跟你

競爭有另外一個方式競爭有另外一個方式競爭有另外一個方式競爭有另外一個方式，，，，當你的產品出貨三個月之後當你的產品出貨三個月之後當你的產品出貨三個月之後當你的產品出貨三個月之後，，，，若讓我檢測到你的產品若讓我檢測到你的產品若讓我檢測到你的產品若讓我檢測到你的產品

沒有符合沒有符合沒有符合沒有符合 RoHS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就會去告你或檢舉你我就會去告你或檢舉你我就會去告你或檢舉你我就會去告你或檢舉你，，，，我們只要用我們的儀器驗他我們只要用我們的儀器驗他我們只要用我們的儀器驗他我們只要用我們的儀器驗他

的產品就可以知道了的產品就可以知道了的產品就可以知道了的產品就可以知道了。。。。所以那時候其所以那時候其所以那時候其所以那時候其實競爭者互相都怕實競爭者互相都怕實競爭者互相都怕實競爭者互相都怕，，，，而且大家都在做而且大家都在做而且大家都在做而且大家都在做，，，，

而且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我們甚至假設說我們甚至假設說我們甚至假設說我們甚至假設說，，，，這個東西做的好會變成是一個搶生意的工這個東西做的好會變成是一個搶生意的工這個東西做的好會變成是一個搶生意的工這個東西做的好會變成是一個搶生意的工

具具具具，，，，這種東西有時候是防守這種東西有時候是防守這種東西有時候是防守這種東西有時候是防守、、、、有時候是攻擊有時候是攻擊有時候是攻擊有時候是攻擊，，，，如果競爭對手沒有綠色如果競爭對手沒有綠色如果競爭對手沒有綠色如果競爭對手沒有綠色，，，，就可就可就可就可

以去攻擊對方以去攻擊對方以去攻擊對方以去攻擊對方，，，，這是有可能的這是有可能的這是有可能的這是有可能的。。。。」」」」 

D 公司的執行長在接受品質部門相關幕僚的建議後，2005 年初決定成立綠

色產品推動辦公室，負責推動與教育 D 公司各事業群相關的環保法規與綠色產

品規範。當初 D 公司成立此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過程是執行長覺得環保之趨勢

已很明顯，所以執行長直接指派一位公司採購部門的資深經理為此團隊的負責

人，當作公司總部對各事業群在綠色產品推動的一個聯絡窗口，各個事業部的負

責人或主管直接對他負責、或透過他與總部協調。由於 D 公司採事業部組織方

式，此公司層次的綠色產品推動團隊在實際運作上能著墨的點並不多，尤其是對

各事業部的實質幫助更是有限，翟副理提到此團隊： 

「「「「這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只有一位採購的資深經理在研究法規的要求這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只有一位採購的資深經理在研究法規的要求這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只有一位採購的資深經理在研究法規的要求這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只有一位採購的資深經理在研究法規的要求。。。。雖雖雖雖

然此辦公室是在所有事業群之上的平台然此辦公室是在所有事業群之上的平台然此辦公室是在所有事業群之上的平台然此辦公室是在所有事業群之上的平台，，，，但是我們各個事業群所面對的客戶但是我們各個事業群所面對的客戶但是我們各個事業群所面對的客戶但是我們各個事業群所面對的客戶

要求都不相同要求都不相同要求都不相同要求都不相同，，，，有些客戶的要求很特別有些客戶的要求很特別有些客戶的要求很特別有些客戶的要求很特別，，，，可能是屬於單一事業群所要處理的可能是屬於單一事業群所要處理的可能是屬於單一事業群所要處理的可能是屬於單一事業群所要處理的，，，，

所以那位經理來我們事業群推動的時候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那位經理來我們事業群推動的時候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那位經理來我們事業群推動的時候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那位經理來我們事業群推動的時候遇到很多的困難，，，，他沒有辦法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一個人他沒有辦法一個人

支援那麼多的事業群支援那麼多的事業群支援那麼多的事業群支援那麼多的事業群，，，，跟那麼多不同跟那麼多不同跟那麼多不同跟那麼多不同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導致公司訂出相關環保規範後導致公司訂出相關環保規範後導致公司訂出相關環保規範後導致公司訂出相關環保規範後，，，，

其實很難推動和落實到各個事業群其實很難推動和落實到各個事業群其實很難推動和落實到各個事業群其實很難推動和落實到各個事業群。」。」。」。」 

由於公司組織方式的關係，D 公司所成立的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在執行和推

動上遇到許多困難，困難點在於 D 公司並非是自有品牌的公司，而是由各事業

群組織而成的 OEM 與 ODM 公司，所以公司對於綠色產品在內部的要求上很難

能夠一致。因此，除了公司層次成立一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外，各事業群內部

也會成立小組來處理客戶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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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一一一一）、）、）、）、Project Manager 

D 公司成立的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由執行長指定採購部資深的林經理擔任

此專案的經理，全職投入 D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的工作，但由於 D 公司採事業部

制，所以林經理大部分的任務在於法令與公司綠色產品作法的宣導角色。他必須

收集各國家與各國際大廠的相關規定，在整理並定出 D公司的內部綠色產品要求

後，定期向各部門宣導，並與各事業群負責人一起開研討會與檢討會，或是邀請

外部的講師對各個事業群做宣導。 

各事業群參加此專案的成員通常為協理級以上，不是事業群的最高主管就是

事業群裡 R＆D 或品管的主管，各個事業群會依照自己的配置方式，由最高主管

找個適合的人與林經理合作。其實此團隊成員以職級來說都比林經理還高，但林

經理是由執行長授權擔任此團隊的經理，因此他在公司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有權負

責要求各事業群。翟副理提到： 

「「「「我覺得公司並不是很正式的由總部執行長我覺得公司並不是很正式的由總部執行長我覺得公司並不是很正式的由總部執行長我覺得公司並不是很正式的由總部執行長 asign 一個人擔任綠色產品推動一個人擔任綠色產品推動一個人擔任綠色產品推動一個人擔任綠色產品推動

的專案經理的專案經理的專案經理的專案經理，，，，然後此經理與各事業群就有了主從關係然後此經理與各事業群就有了主從關係然後此經理與各事業群就有了主從關係然後此經理與各事業群就有了主從關係。。。。此團隊的運作方式比此團隊的運作方式比此團隊的運作方式比此團隊的運作方式比

較像是由專案經理來宣導法令與公司政策較像是由專案經理來宣導法令與公司政策較像是由專案經理來宣導法令與公司政策較像是由專案經理來宣導法令與公司政策，，，，其實我們事業群底下的執行人員其實我們事業群底下的執行人員其實我們事業群底下的執行人員其實我們事業群底下的執行人員

並不知道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並不知道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並不知道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並不知道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 Scope 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所以也就不知道怎麼跟他配所以也就不知道怎麼跟他配所以也就不知道怎麼跟他配所以也就不知道怎麼跟他配

合合合合。。。。此團隊的互動或運作比較此團隊的互動或運作比較此團隊的互動或運作比較此團隊的互動或運作比較像是公司高階像是公司高階像是公司高階像是公司高階主管間的知識交流主管間的知識交流主管間的知識交流主管間的知識交流，，，，也也也也就是事業就是事業就是事業就是事業

群主管群主管群主管群主管之間之間之間之間分享各事業群執行分享各事業群執行分享各事業群執行分享各事業群執行綠色產品綠色產品綠色產品綠色產品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此專案經理可以做的此專案經理可以做的此專案經理可以做的此專案經理可以做的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說說說說

某個事業群某個事業群某個事業群某個事業群接到接到接到接到 SONY 的訂單的訂單的訂單的訂單，，，，但是該事業群但是該事業群但是該事業群但是該事業群還沒有拿到還沒有拿到還沒有拿到還沒有拿到 SONY 的的的的 Green 

Partner 認證認證認證認證，，，，此此此此事業部就可以請這位林經理到該事業部做內部的事業部就可以請這位林經理到該事業部做內部的事業部就可以請這位林經理到該事業部做內部的事業部就可以請這位林經理到該事業部做內部的 Co Work，，，，

看怎樣去滿足看怎樣去滿足看怎樣去滿足看怎樣去滿足 SONY Green Product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林經理可能就變成是該事業群的林經理可能就變成是該事業群的林經理可能就變成是該事業群的林經理可能就變成是該事業群的

成員之一成員之一成員之一成員之一，，，，而且做出來的成功案例而且做出來的成功案例而且做出來的成功案例而且做出來的成功案例，，，，林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事業群去林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事業群去林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事業群去林經理也可以應用到其他事業群去。」。」。」。」 

（（（（二二二二）、）、）、）、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專案團隊的成員 

D 公司由執行長指定林經理為專案經理的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由各事業群的

代表擔任專案成員，每個月定期於公司的經營管理會議上進行綠色產品推動的討

論，事業群的代表也要定期在會議上向林經理報告事業群的執行狀況。綠色產品

推動團隊的組織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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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10、、、、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整理 

此專案團隊的組成是由 D 公司執行長擔任專案贊助者（Sponer），並指定林

經理擔任專案經理，再由各事業部指派合適的人選來參與。此專案團隊的成員組

成類似重量級專案團隊，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卻比較像是輕量級專案團隊的運作方

式。林經理的職責主要是收集與綠色產品相關的資料，並親自到各事業部進行宣

導；而各事業群的代表則定期到公司總部進行專案會議，透過跨部門的交流，分

享部門內的知識給團隊的所有成員。因此可說此團隊比較像資訊的交換中心，而

非在綠色產品推動的執行面上有實際的作為。翟副理提到： 

「「「「老實說老實說老實說老實說，，，，林經理或此團隊並沒有即時給我們林經理或此團隊並沒有即時給我們林經理或此團隊並沒有即時給我們林經理或此團隊並沒有即時給我們實際執行的人員實際執行的人員實際執行的人員實際執行的人員 Update 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

法規或知識法規或知識法規或知識法規或知識。。。。反倒是我們各事業部都有跟外部單位連結的方反倒是我們各事業部都有跟外部單位連結的方反倒是我們各事業部都有跟外部單位連結的方反倒是我們各事業部都有跟外部單位連結的方法法法法，，，，而且快速而且快速而且快速而且快速、、、、

有效且正確有效且正確有效且正確有效且正確，，，，其實各事業部的運作上並不需要由林經理其實各事業部的運作上並不需要由林經理其實各事業部的運作上並不需要由林經理其實各事業部的運作上並不需要由林經理過濾訊息後再過濾訊息後再過濾訊息後再過濾訊息後再

Transfer 給我們給我們給我們給我們。。。。當初他的角色是在當初他的角色是在當初他的角色是在當初他的角色是在 2005 年年初的時候年年初的時候年年初的時候年年初的時候，，，，他要去各個事業部他要去各個事業部他要去各個事業部他要去各個事業部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他也不是要去整合大家的意見看要怎麼做他也不是要去整合大家的意見看要怎麼做他也不是要去整合大家的意見看要怎麼做他也不是要去整合大家的意見看要怎麼做，，，，他只是把他收集來的訊息他只是把他收集來的訊息他只是把他收集來的訊息他只是把他收集來的訊息

Share 給大家給大家給大家給大家，，，，告訴我公告訴我公告訴我公告訴我公司要推動綠色產品司要推動綠色產品司要推動綠色產品司要推動綠色產品，，，，但他也沒有深入到說我們某些但他也沒有深入到說我們某些但他也沒有深入到說我們某些但他也沒有深入到說我們某些

關鍵零組件的供應商是不是有辦法達到條件關鍵零組件的供應商是不是有辦法達到條件關鍵零組件的供應商是不是有辦法達到條件關鍵零組件的供應商是不是有辦法達到條件、、、、綠色產品要做的有哪幾大類綠色產品要做的有哪幾大類綠色產品要做的有哪幾大類綠色產品要做的有哪幾大類、、、、

預計所需的時間是多少等等預計所需的時間是多少等等預計所需的時間是多少等等預計所需的時間是多少等等，，，，他並沒有辦法講到這麼細節他並沒有辦法講到這麼細節他並沒有辦法講到這麼細節他並沒有辦法講到這麼細節。」。」。」。」 

雖然 D 公司成立綠色產品辦公室，但實際執行綠色產品推動的是在各事業

部之內，而非公司所成立的綠色產品專案團隊；而且公司對於各事業部的要求與

各事業部對各自客戶所要負責的要求有些許落差，因此實際上各事業部的作法會

與專案團隊宣導的作法有所不同。因此在 D 公司裡，各事業部會有自己的專案

團隊或負責人員來滿足客戶對綠色產品的要求。 

以影像事業群為例。該事業群也在 2005 年開始進行 RoHS 產品的推動，由

影像事業群王副總指派品管部門的翟副理於事業群內推動綠色產品。影像事業部

其實並沒有因此成立專門的團隊或有專門的人來負責綠色產品的推動，而是由品

保部人員先對綠色產品進行研究和瞭解客戶的要求。瞭解客戶的要求後，翟副理

建置一套系統流程，讓事業群內的各功能部門能依照此系統流程進行符合 RoHS

指令的產品改善。翟副理提到於影像事業群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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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品保部門以研究的精神試圖去跟外部單位溝通我們品保部門以研究的精神試圖去跟外部單位溝通我們品保部門以研究的精神試圖去跟外部單位溝通我們品保部門以研究的精神試圖去跟外部單位溝通、、、、有效連結客戶們個別有效連結客戶們個別有效連結客戶們個別有效連結客戶們個別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希望能以最精簡的作法希望能以最精簡的作法希望能以最精簡的作法希望能以最精簡的作法，，，，動用必要的資源動用必要的資源動用必要的資源動用必要的資源，，，，讓我們日後有把握能維讓我們日後有把握能維讓我們日後有把握能維讓我們日後有把握能維

持好我持好我持好我持好我們對供應商們對供應商們對供應商們對供應商、、、、客戶之間的要求與具體內容客戶之間的要求與具體內容客戶之間的要求與具體內容客戶之間的要求與具體內容。。。。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後是很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後是很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後是很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後是很

有把握的有把握的有把握的有把握的，，，，只是作法必需是很精簡的只是作法必需是很精簡的只是作法必需是很精簡的只是作法必需是很精簡的。。。。我們的王副總常常在講我們是變形蟲我們的王副總常常在講我們是變形蟲我們的王副總常常在講我們是變形蟲我們的王副總常常在講我們是變形蟲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我們在功能上的調度是很機靈的我們在功能上的調度是很機靈的我們在功能上的調度是很機靈的我們在功能上的調度是很機靈的，，，，並不是為了一個並不是為了一個並不是為了一個並不是為了一個 RoHS 規範就專門規範就專門規範就專門規範就專門

從採購拉一個人頭從採購拉一個人頭從採購拉一個人頭從採購拉一個人頭、、、、QA 拉一個人頭拉一個人頭拉一個人頭拉一個人頭、、、、R＆＆＆＆D 的也拉一個人頭的也拉一個人頭的也拉一個人頭的也拉一個人頭，，，，專門來做這件專門來做這件專門來做這件專門來做這件

事情事情事情事情，，，，並沒有並沒有並沒有並沒有，，，，我們選擇最精簡我們選擇最精簡我們選擇最精簡我們選擇最精簡、、、、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有效有效有效有效地地地地跟內部跟內部跟內部跟內部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與供應商溝通與供應商溝通與供應商溝通與供應商溝通。」。」。」。」 

影像事業群品保部為了推動綠色產品所設計的系統流程，是與工廠文件中心

的專業人員一起學習與設計的。此系統流程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從產品開發流

程改善，把所能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零組件定出來、產品限用物質的成分定出標

準；另外一個部分是從接單到出貨的流程，要怎麼與產品開發的流程結合。翟副

理提到： 

「「「「其實我們這樣的作法表示了我們作業上的邏輯其實我們這樣的作法表示了我們作業上的邏輯其實我們這樣的作法表示了我們作業上的邏輯其實我們這樣的作法表示了我們作業上的邏輯，，，，但這個邏輯跟過去的製造但這個邏輯跟過去的製造但這個邏輯跟過去的製造但這個邏輯跟過去的製造

業不太一樣業不太一樣業不太一樣業不太一樣。。。。十年前就真的是誰應該負責什麼事情十年前就真的是誰應該負責什麼事情十年前就真的是誰應該負責什麼事情十年前就真的是誰應該負責什麼事情，，，，現在卻是大家的責任現在卻是大家的責任現在卻是大家的責任現在卻是大家的責任。。。。

只是雖然知道各部門的責任只是雖然知道各部門的責任只是雖然知道各部門的責任只是雖然知道各部門的責任，，，，但在系統裡面有沒有辦法定的很清楚但在系統裡面有沒有辦法定的很清楚但在系統裡面有沒有辦法定的很清楚但在系統裡面有沒有辦法定的很清楚，，，，不能說不能說不能說不能說

我知道我在品保部的工作應要這樣做我知道我在品保部的工作應要這樣做我知道我在品保部的工作應要這樣做我知道我在品保部的工作應要這樣做，，，，結果另外一個品保部的人來做我的工結果另外一個品保部的人來做我的工結果另外一個品保部的人來做我的工結果另外一個品保部的人來做我的工

作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作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作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作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了。。。。所以我們把流程定在系統裡面所以我們把流程定在系統裡面所以我們把流程定在系統裡面所以我們把流程定在系統裡面。」。」。」。」 

影像事業部在推動綠色產品的運作方式是在事業部內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

門的運作，沒有一個專案經理去連結與協調各個流程或部門的工作。這種組織方

式類似於功能型組織，員工依學門/專業進行部門歸屬與劃分，不同點在於員工

並非都依照專業部門經理人的指示工作，而事先透過系統流程的建置，讓每個部

門的員工知道自己應該在綠色產品執行上負責什麼任務。影像事業群推動綠色產

品的系統流程如圖 4-11 所示： 

各個部門應該負責做什麼事情，都已經含括在系統流程裡，因此並不需要有

一位負責溝通與協調的專案經理去跟採購溝通、去跟 R＆D 溝通；因為各部門應

該要做好什麼事都已經確定在系統裡，所以影像事業群不需要另外成立一組專案

團對來推動綠色產品，或需要專責的人負責。全部的流程都已經在實施之前東西

定進系統裡面，包含對供應商的審核、檢測與抽查。翟副理提到： 

「「「「我們從一開始的產品開發流程都用系統面去我們從一開始的產品開發流程都用系統面去我們從一開始的產品開發流程都用系統面去我們從一開始的產品開發流程都用系統面去 Cover，，，，所以不是說變形蟲組所以不是說變形蟲組所以不是說變形蟲組所以不是說變形蟲組

織沒有辦法去織沒有辦法去織沒有辦法去織沒有辦法去 take care，，，，或者說需要專人來去或者說需要專人來去或者說需要專人來去或者說需要專人來去 Take Care。。。。現在來看整個流現在來看整個流現在來看整個流現在來看整個流

程程程程，，，，從從從從 Sales 和和和和 PM 在接到案子的時候怎麼處理在接到案子的時候怎麼處理在接到案子的時候怎麼處理在接到案子的時候怎麼處理，，，，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DCC（（（（文件中心文件中心文件中心文件中心））））怎怎怎怎

麼去消化這些資訊麼去消化這些資訊麼去消化這些資訊麼去消化這些資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R＆＆＆＆D 與工程要做什麼事情與工程要做什麼事情與工程要做什麼事情與工程要做什麼事情、、、、我的採購應該要做什我的採購應該要做什我的採購應該要做什我的採購應該要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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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麼麼麼，，，，SCM 就是負責就是負責就是負責就是負責 Research 與與與與 Sourcing 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PRO（（（（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是下單的是下單的是下單的是下單的，，，，

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供應商管理要做什麼事情要做什麼事情要做什麼事情要做什麼事情，，，，MQA 是製造品質管理是製造品質管理是製造品質管理是製造品質管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 

 

 

 

 

 

 

 

 

 

 

 

 

 

 

 

圖圖圖圖 4- 11、、、、D 公司影像事業群綠色產品的系統流程公司影像事業群綠色產品的系統流程公司影像事業群綠色產品的系統流程公司影像事業群綠色產品的系統流程 

資料來源：D 公司影像事業群 

（（（（三三三三）、）、）、）、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如表 4-24 所示。 

表表表表 4- 24、、、、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形成與結構 

團隊

形成 

1. 歐盟指令時程與規範於 2005 年確定；國際大廠也相繼於

2005 年開始對 D 公司進行綠色產品的採購。 

2. 執行長接受品管幕僚的建議後，直接指定採購部的資深經理

成立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與各事業部合作推動綠色產品。 

專案 

團隊 

團隊

結構 

1. 執行長為此專案的贊助者；採購部的林經理為專案經理。 

2. 綠色色專案團隊的成員包含所有事業群主管或事業群內品

管部主管、或 R＆D 主管 

3. 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類似於輕量級團隊。 

4. 影像事業群的運作方式為功能別的運作；透過系統流程的建

置，事業群裡的功能部門一個接著一個的運作。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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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一一一一）、）、）、）、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吸收內容 

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林經理主要的職責即是吸收綠色產品之相關法規知

識、國際大廠要求，並整理成 D 公司內部的要求，在透過專案會議的時後宣導

給各事業部的主管或代表。但參與次專案團隊的成員皆是各事業部的高階主管，

除非該事業部的代表是品管的主管才需要非常熟悉這些法規或大廠要求的知

識，其他的事業部主管只需要瞭解現在市場的狀況、並對所謂的 RoHS 或綠色產

品有相當的概念與認識就可以了。王副總提到當初如何在此專案團對吸收綠色產

品的相關法規知識： 

「「「「剛開始時剛開始時剛開始時剛開始時，，，，林經理會請外面熟悉法規的老師來幫我們上課林經理會請外面熟悉法規的老師來幫我們上課林經理會請外面熟悉法規的老師來幫我們上課林經理會請外面熟悉法規的老師來幫我們上課，，，，我記得有請過我記得有請過我記得有請過我記得有請過

工研院的老師工研院的老師工研院的老師工研院的老師。。。。老師會先讓我們瞭解何謂歐盟的老師會先讓我們瞭解何謂歐盟的老師會先讓我們瞭解何謂歐盟的老師會先讓我們瞭解何謂歐盟的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所制訂的遊戲所制訂的遊戲所制訂的遊戲所制訂的遊戲

規則要如何執行規則要如何執行規則要如何執行規則要如何執行、、、、台灣的供應商所受台灣的供應商所受台灣的供應商所受台灣的供應商所受到的衝擊與應該做的改變等等到的衝擊與應該做的改變等等到的衝擊與應該做的改變等等到的衝擊與應該做的改變等等，，，，讓我們讓我們讓我們讓我們

先對綠色產品有大致的瞭解與共識先對綠色產品有大致的瞭解與共識先對綠色產品有大致的瞭解與共識先對綠色產品有大致的瞭解與共識。。。。至於比較細節的法規與相關規定至於比較細節的法規與相關規定至於比較細節的法規與相關規定至於比較細節的法規與相關規定，，，，其實其實其實其實

只要我們自己上網去只要我們自己上網去只要我們自己上網去只要我們自己上網去 Download，，，，網路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網路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網路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網路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我們在上課的時我們在上課的時我們在上課的時我們在上課的時

後也會先把法規列印出來後也會先把法規列印出來後也會先把法規列印出來後也會先把法規列印出來，，，，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規定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規定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規定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規定，，，，其它的其它的其它的其它的

自己看就知道了自己看就知道了自己看就知道了自己看就知道了。」。」。」。」 

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成員與林經理主要吸收的知識為法規面與各國大廠對

綠色產品的規定，因為實際執行的單位與人員是在各事業部裡，所以此團隊並沒

有針對技術的知識進行學習與吸收。各事業部所需要的技術知識也會請外部的講

師到各事業部上課，翟副理提到： 

「「「「我們各個事業部我們各個事業部我們各個事業部我們各個事業部自己會去找些外部的講師來上課自己會去找些外部的講師來上課自己會去找些外部的講師來上課自己會去找些外部的講師來上課，，，，但是上課的內容是只侷但是上課的內容是只侷但是上課的內容是只侷但是上課的內容是只侷

限法規面限法規面限法規面限法規面，，，，反而技術面的知識比較多反而技術面的知識比較多反而技術面的知識比較多反而技術面的知識比較多。。。。例如曾經我們上過例如曾經我們上過例如曾經我們上過例如曾經我們上過 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的離子遷移現象的離子遷移現象的離子遷移現象的離子遷移現象，，，，外部講師那次的課程就外部講師那次的課程就外部講師那次的課程就外部講師那次的課程就 focus 在這個製程的技在這個製程的技在這個製程的技在這個製程的技

術上術上術上術上，，，，因為離子遷移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們目前錫膏的開發與製程參數的變因為離子遷移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們目前錫膏的開發與製程參數的變因為離子遷移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們目前錫膏的開發與製程參數的變因為離子遷移現象可能是因為我們目前錫膏的開發與製程參數的變

化化化化，，，，這些變化是為了要符合這些變化是為了要符合這些變化是為了要符合這些變化是為了要符合 RoHS 所造成的所造成的所造成的所造成的。。。。所以如果請講師來所以如果請講師來所以如果請講師來所以如果請講師來，，，，我們可能我們可能我們可能我們可能

會會會會 focus 在比較專業的現象上在比較專業的現象上在比較專業的現象上在比較專業的現象上，，，，學習如何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學習如何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學習如何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學習如何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而不是在法而不是在法而不是在法而不是在法

規上規上規上規上，，，，因為法規大家已經聽過很多遍因為法規大家已經聽過很多遍因為法規大家已經聽過很多遍因為法規大家已經聽過很多遍，，，，或者是手邊的資料已經很多了或者是手邊的資料已經很多了或者是手邊的資料已經很多了或者是手邊的資料已經很多了。。。。」」」」 

（（（（二二二二）、）、）、）、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吸收人員 

除了專案團隊成員吸收相關的法規知識外，D 公司本身有一套種子教師的制

度。以綠色產品為例：當歐盟的 WEEE 或 RoHS 指令紛紛出爐後，這些法規對

於 D 公司可能是新的規定，剛開始大家對此會很陌生。林經理會請外部對於法

規熟系的老師給各事業部的人員上課，上完課之後由人資單位與各事業部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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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由事業部主管推薦適合擔任種子教師的成員在去外部單位受訓或上課，這

些被推薦的人員通常都很有熱忱且在工作上也常會接觸綠色產品這一塊。被選出

來的種子教師除了在公司內上課上，還需要到外部上相關的課程，然後在編改成

適合 D 公司使用的上課教材，在公司內部以老師的身份在事業部內或跨事業部

上課。 

種子教師上課的內容就不只是法規面的知識，還包括公司產品轉換呈綠色產

品所需要用到的技術知識，包括產品檢測技術、製程參數的調整與綠色產品設計

等。種子教師在上課前一定會準備上課的講義與教案的大綱，上課中則將自己內

化過的技術和法規面的知識傳遞給事業部內需要的學員，上完課後也會有評量的

制度，學員必須交報告或考試，而每位學員也要對種子教師做教學的回饋與評

分，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王副總提到參與上課的學員為何： 

「「「「比較需要法規知識的是比較需要法規知識的是比較需要法規知識的是比較需要法規知識的是 R＆＆＆＆D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比較需要技術知識的是採購比較需要技術知識的是採購比較需要技術知識的是採購比較需要技術知識的是採購、、、、生產單生產單生產單生產單

位位位位、、、、檢驗檢驗檢驗檢驗、、、、品管的人品管的人品管的人品管的人。。。。R＆＆＆＆D 人員知道法規之後才知道如何人員知道法規之後才知道如何人員知道法規之後才知道如何人員知道法規之後才知道如何 Design 符合法規符合法規符合法規符合法規

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通常是學習如何設計能夠符合最低標準的法規阿通常是學習如何設計能夠符合最低標準的法規阿通常是學習如何設計能夠符合最低標準的法規阿通常是學習如何設計能夠符合最低標準的法規阿，，，，這樣成本才會低這樣成本才會低這樣成本才會低這樣成本才會低。。。。

不過應該是說法規面的知識大家都應該要瞭解不過應該是說法規面的知識大家都應該要瞭解不過應該是說法規面的知識大家都應該要瞭解不過應該是說法規面的知識大家都應該要瞭解，，，，因為品管人員的工作需要定因為品管人員的工作需要定因為品管人員的工作需要定因為品管人員的工作需要定

產品檢驗的標準產品檢驗的標準產品檢驗的標準產品檢驗的標準，，，，不知道法規的話也無法訂定不知道法規的話也無法訂定不知道法規的話也無法訂定不知道法規的話也無法訂定。。。。」」」」 

（（（（三三三三）、）、）、）、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如表 4-25 所示。 

表表表表 4- 25、、、、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的內容與成員 

吸收內容 

1. 吸收來源：各事業部客戶端；工研院、網路 

2. 吸收內容：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環保檢驗

標準、環保法規與國際大廠規範。 

知識 

吸收 

吸收人員 

1.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

專案經理、專案團對成員、各事業部相關成

員；種子教師。 

2. 技術相關知識：種子教師；事業部內的採

購、生產單位、檢驗、品管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六六六、、、、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知識創造 

（（（（一一一一）、）、）、）、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D 公司以 OEM/ODM 為主要的事業模式，在產品的開發與設計上都會遵循

客戶的規格來研發與生產。公司本身就有九個事業群，每個事業群的客戶並不重

疊，因此 D 公司在綠色產品的設計、研發與製造上必須要能夠滿足所有客戶的

不同要求；更有甚者，除了客戶數眾多外，可以想像 D 公司的供應商也會因為



 115 

客戶對產品規格要求的不同，而需要供應商能更緊密的與 D 公司合作、或是透

過增加供應商的來源以滿足 D 公司客戶的不同要求。王副總提到與客戶在綠色

產品規格上的互動情形： 

「「「「每一家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樣每一家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樣每一家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樣每一家客戶對我們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樣。。。。每家公司有他們自己的標準每家公司有他們自己的標準每家公司有他們自己的標準每家公司有他們自己的標準，，，，它它它它

們們們們的標準只會比的標準只會比的標準只會比的標準只會比 RoHS 還嚴格還嚴格還嚴格還嚴格，，，，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滿足顧客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滿足顧客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滿足顧客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滿足顧客。。。。我我我我

們與多數客戶在綠色產品的合作上都沒問題們與多數客戶在綠色產品的合作上都沒問題們與多數客戶在綠色產品的合作上都沒問題們與多數客戶在綠色產品的合作上都沒問題，，，，只是有些客戶的要求太高只是有些客戶的要求太高只是有些客戶的要求太高只是有些客戶的要求太高，，，，造造造造

成我們的成本增加太多成我們的成本增加太多成我們的成本增加太多成我們的成本增加太多，，，，所以基本上我們內部會定一個底線所以基本上我們內部會定一個底線所以基本上我們內部會定一個底線所以基本上我們內部會定一個底線，，，，也會派人與顧也會派人與顧也會派人與顧也會派人與顧

客協調客協調客協調客協調，，，，不一定每次不一定每次不一定每次不一定每次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們讓步們讓步們讓步們讓步。。。。通常日本客戶通常日本客戶通常日本客戶通常日本客戶會會會會比較挑剔比較挑剔比較挑剔比較挑剔，，，，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協調不協調不協調不協調不

成的話就要配合它成的話就要配合它成的話就要配合它成的話就要配合它，，，，但是日本客戶比較願意與我們一起但是日本客戶比較願意與我們一起但是日本客戶比較願意與我們一起但是日本客戶比較願意與我們一起 Share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歐美的歐美的歐美的歐美的

客戶就比較不願意客戶就比較不願意客戶就比較不願意客戶就比較不願意，，，，像是像是像是像是 DELL。。。。通常最後雙方都妥協的方式是會跟他們說通常最後雙方都妥協的方式是會跟他們說通常最後雙方都妥協的方式是會跟他們說通常最後雙方都妥協的方式是會跟他們說

我們已經符合我們已經符合我們已經符合我們已經符合 RoHS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而且會附保證書給客戶而且會附保證書給客戶而且會附保證書給客戶而且會附保證書給客戶。。。。甚至有些比較積極的甚至有些比較積極的甚至有些比較積極的甚至有些比較積極的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第一年會定一個標準第一年會定一個標準第一年會定一個標準第一年會定一個標準，，，，但是每年會逐步的提高標準但是每年會逐步的提高標準但是每年會逐步的提高標準但是每年會逐步的提高標準，，，，這樣的要求我們這樣的要求我們這樣的要求我們這樣的要求我們

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 

雖然 D 公司也有 ODM 的事業模式，但對於公司來說，ODM 不等於與客戶

一起協同設計開發。現在的情況是，國際大廠，例如 HP，為了精簡人力與資源，

HP 的 R＆D Team 著力於訂定產品的規格與趨勢，用比較少的資源把他們想要的

產品定義出來，在交由 D 公司進行設計，而不是讓 D 公司漫無目的的設計。D

公司的客戶將資源用於訂定產品規格，D 公司的資源用於設計與生產產品，所以

客戶的 R＆與 D 公司的 R＆D 其實是獨立分工的情形。 

2005 年是 D 公司開始將產品轉換為綠色產品的開始，除了本身的設計和製

程必須調整外，與供應商的合作、供應鏈管理都經過改變的過程。剛開始的時後，

比較大的供應商在內部已經將產品區分為符合 RoHS 的和非 RoHS 的產品，但並

不會主動向 D 公司詢問有無需求，主要的考量是成本與製程穩定性，在還沒經

過雙方的測試認證後，都還不敢貿然使用。D 公司本身有建置供應商管理平台

（AVL：Approved Venders List），主要是在處理供應鏈的管理，但由於公司是事

業部的組織方式，所以實際在處理供應商的往來還是以各事業部的採購部門為

主。翟副理提到： 

「「「「理論上我們應該算是是一間公司理論上我們應該算是是一間公司理論上我們應該算是是一間公司理論上我們應該算是是一間公司，，，，對供應商的要求應該一致對供應商的要求應該一致對供應商的要求應該一致對供應商的要求應該一致。。。。我們內部的我們內部的我們內部的我們內部的

問題在於各個事業部有不同的客戶屬性問題在於各個事業部有不同的客戶屬性問題在於各個事業部有不同的客戶屬性問題在於各個事業部有不同的客戶屬性，，，，所以我們才會對供應商的要求不太所以我們才會對供應商的要求不太所以我們才會對供應商的要求不太所以我們才會對供應商的要求不太

一致一致一致一致。。。。例如我要做例如我要做例如我要做例如我要做 SONY 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的產品，，，，某些物質的限用含量可能比某些物質的限用含量可能比某些物質的限用含量可能比某些物質的限用含量可能比 HP 規定的還規定的還規定的還規定的還

低低低低、、、、或比較高或比較高或比較高或比較高，，，，這是我們內部在規格部分不容易整合的地方這是我們內部在規格部分不容易整合的地方這是我們內部在規格部分不容易整合的地方這是我們內部在規格部分不容易整合的地方。。。。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我們也不認為一定有整合的必要不認為一定有整合的必要不認為一定有整合的必要不認為一定有整合的必要，，，，還是要以滿足各事業部的客戶為主還是要以滿足各事業部的客戶為主還是要以滿足各事業部的客戶為主還是要以滿足各事業部的客戶為主。。。。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通常同一個零件我們還是會盡量用同一個供應商通常同一個零件我們還是會盡量用同一個供應商通常同一個零件我們還是會盡量用同一個供應商通常同一個零件我們還是會盡量用同一個供應商，，，，因為供應商出貨給我們的因為供應商出貨給我們的因為供應商出貨給我們的因為供應商出貨給我們的

量若夠大量若夠大量若夠大量若夠大，，，，可以降低彼此的風險和價格可以降低彼此的風險和價格可以降低彼此的風險和價格可以降低彼此的風險和價格。。。。只是問題在只是問題在只是問題在只是問題在 A 事業部可能只要符合事業部可能只要符合事業部可能只要符合事業部可能只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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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 的最低標準的最低標準的最低標準的最低標準，，，，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B 事業部卻要符合事業部卻要符合事業部卻要符合事業部卻要符合 SONY 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的標準，，，，因此對供應商來因此對供應商來因此對供應商來因此對供應商來

講講講講，，，，它要出同一零件它要出同一零件它要出同一零件它要出同一零件，，，，但卻會有兩種不同規格但卻會有兩種不同規格但卻會有兩種不同規格但卻會有兩種不同規格。。。。」」」」 

到了 2005 年下半年後，離歐盟 RoHS 指令實施的日期（2006/7/1）愈來愈接

近，D 公司與供應商的合作也較以往密切、主動，不再是被動的挑選供應商或單

純要求供應商配合提供符合 RoHS 標準的零組件，而採更積極的方式，主動與供

應商合作開發產品或調整製程。合作開發的部分通常是在比較關鍵、或採購量較

大的零組件，與供應商在技術合作上比較難克服的問題在於有些零件的成分超過

了限用物質之總量，必須改變使用的成分，但 D 公司會擔心一旦使用的成分變

更後，雖然符合了 RoHS 的規定，但在產品的功能與品質上會不會受影響？因此

事業部的 R＆D 人員就必須與供應商一起調整產品的製程參數。 

由 R＆D 人員與供應商合作開發產品的零組件，雖然可以有效率地讓產品符

合 RoHS 標準也不會影響產品的功能，但通常也不可避免的會遇到雙方必須將技

術開放給對方知道的難題。很多製程獲產品設計的技術是 D 公司很重視也很保

護的，王副總提到這方面的問題與處理之方式： 

「「「「基本上我們很在意技術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我們很在意技術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我們很在意技術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我們很在意技術方面的知識，，，，我們會盡量不會讓供應商知道我們的我們會盡量不會讓供應商知道我們的我們會盡量不會讓供應商知道我們的我們會盡量不會讓供應商知道我們的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不過其實有時後供應商的技術不過其實有時後供應商的技術不過其實有時後供應商的技術不過其實有時後供應商的技術 Know How 會比我們的好會比我們的好會比我們的好會比我們的好，，，，所以很難取所以很難取所以很難取所以很難取

捨捨捨捨，，，，如果我們不如果我們不如果我們不如果我們不 open 的話就很合作的話就很合作的話就很合作的話就很合作。。。。台灣的產業為什麼標準性這麼高台灣的產業為什麼標準性這麼高台灣的產業為什麼標準性這麼高台灣的產業為什麼標準性這麼高，，，，競爭競爭競爭競爭

性這麼高性這麼高性這麼高性這麼高？？？？因為我們上下游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我們上下游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我們上下游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我們上下游的關係非常密切，，，，一旦上游有新的技術一旦上游有新的技術一旦上游有新的技術一旦上游有新的技術 Know 

How 時時時時，，，，它其實會它其實會它其實會它其實會 Share 給他的客戶給他的客戶給他的客戶給他的客戶，，，，這樣他可以做更多的生意這樣他可以做更多的生意這樣他可以做更多的生意這樣他可以做更多的生意。。。。還有一種還有一種還有一種還有一種

情況是下游很強情況是下游很強情況是下游很強情況是下游很強，，，，各自拿著自己的各自拿著自己的各自拿著自己的各自拿著自己的 Know How，，，，然後叫上游供應商去然後叫上游供應商去然後叫上游供應商去然後叫上游供應商去做做做做，，，，上上上上

游雖然技術比較弱游雖然技術比較弱游雖然技術比較弱游雖然技術比較弱，，，，但他卻會知道每家客戶不同的技術但他卻會知道每家客戶不同的技術但他卻會知道每家客戶不同的技術但他卻會知道每家客戶不同的技術。。。。一般來講一般來講一般來講一般來講，，，，日商與日商與日商與日商與

美商的供應商之技術美商的供應商之技術美商的供應商之技術美商的供應商之技術 Know How 比較強比較強比較強比較強，，，，所以他會跟我說應該要怎麼設計所以他會跟我說應該要怎麼設計所以他會跟我說應該要怎麼設計所以他會跟我說應該要怎麼設計、、、、

怎麼調整怎麼調整怎麼調整怎麼調整；；；；我們也會跟供應商說要調整什麼我們也會跟供應商說要調整什麼我們也會跟供應商說要調整什麼我們也會跟供應商說要調整什麼，，，，配合我們配合我們配合我們配合我們。。。。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做出來的產做出來的產做出來的產做出來的產

品就沒有所謂的品就沒有所謂的品就沒有所謂的品就沒有所謂的 Know How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在產品進料檢驗與產品出貨的檢驗技術方面，D 公司各事業群的品保部門會

主動與外部的專業檢測單位、化學實驗室來合作。這些單位其實是最早與 D 公

司各事業群提供國際上的法規資訊，例如歐盟的 WEEE 與 RoHS 指令的相關規

定與實施日期等。合作比較頻繁的單位有：SGS 的化學實驗室、INTERTEK 化

學實驗室、宜特科技等。這些單位除了即時向各事業群更新法規資訊外，也會到

D 公司內部針對供應商進料檢驗與公司產品出貨檢測的技術進行開課，對於有爭

議的產品或供應商進料之零組件，也會以公正的第三方代表為 D 公司檢測，並

附上產品合格的保證書，分擔 D 公司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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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內部內部內部內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D 公司的綠色產品推動團隊從 2005 年開始，每個月都會在公司的經營管理

會議上討論各事業群綠色產品的發展狀況。最被常討論的是各事業群有各自不同

的客戶，例如說，有 A、B、C、D 不同客戶有不同的要求，在專案會議上會把

不同客戶的要求整合出來，並共同討論出 D 公司內部的要求與標準為何。有些

客戶的要求會比較嚴格，無法符合的話就會接不到該客戶的訂單，因此專案團對

在討論時，認為公司內部的標準應該分為所謂的 Level 1 和 Level 2 兩個標準。

Level 1 是針對要求比較特殊或嚴格的幾個特定的顧客，讓負責這些客戶的事業

群去符合他們的要求；Level 2 就是是 D 公司內部對於綠色產品的最低要求標

準，任何事業群與客戶合作都必須至少達到 Level 2 的要求。 

綠色產品推動團隊除了共同討論公司內部的綠色產品標準外，也會讓各事業

群的主管與專案經理一起制訂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時程，但是在執行面上是由各事

業群要去負責完成目標。專案經理林經理會親自或派人去各事業群檢查。從供應

商進料後就開始要做材料的檢驗，檢驗合格之後才上生產線；此時必須檢查生產

製程中有沒有被污染、生產線上 RoHS 和非 RoHS 的零組件有沒有混在一起，所

以必須要有一組人去監督。所有應該要被監督的項目有一個明確的 Check List，

這個 check list 也是綠色產品推動小組共同討論出來的。王副總提到： 

「「「「雖然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成員比較雖然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成員比較雖然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成員比較雖然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成員比較少少少少參與實際的執行面參與實際的執行面參與實際的執行面參與實際的執行面，，，，但對於公司在綠但對於公司在綠但對於公司在綠但對於公司在綠

色產品的發展色產品的發展色產品的發展色產品的發展、、、、要求標準與如何監督各要求標準與如何監督各要求標準與如何監督各要求標準與如何監督各事業群事業群事業群事業群上上上上，，，，我們花我們花我們花我們花了很多了很多了很多了很多時間在做討時間在做討時間在做討時間在做討

論與協調論與協調論與協調論與協調。。。。例如開會的時後例如開會的時後例如開會的時後例如開會的時後，，，，大家會大家會大家會大家會一起討論一起討論一起討論一起討論 check list 應該包含哪些需要被應該包含哪些需要被應該包含哪些需要被應該包含哪些需要被

檢視的項目檢視的項目檢視的項目檢視的項目，，，，大家大家大家大家一起看看有沒有缺少的項目一起看看有沒有缺少的項目一起看看有沒有缺少的項目一起看看有沒有缺少的項目，，，，因為有人是在因為有人是在因為有人是在因為有人是在 operation、、、、有有有有

人人人人是在是在是在是在 R＆＆＆＆D，，，，大家貢獻自己想法大家貢獻自己想法大家貢獻自己想法大家貢獻自己想法，，，，將將將將 check list 確定後就開始執行了確定後就開始執行了確定後就開始執行了確定後就開始執行了。。。。」」」」 

綠色產品推動團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讓各事業群的主管能在此交

換訊息。例如常常在開會的時後，會發現某事業群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很順利，

遇到問題的事業群就會主動請教，向他們詢問 Know How 在哪、他們選擇哪些

供應商是可以符合 RoHS 指令的、哪些人對於法規很熟系等等。事業群主管在專

案會議上得到其他事業群的有用資訊和 Know How 後，回到事業群後就可以很

快地開始做改善的動作。 

在各事業群內部的技術研發方面，由於 D 公司是台灣的 OEM/ODM 大廠，

所以在研發技術上屬於領先的地位，因此在研發設計上，很多技術是外部單位無

法與其合作的，必須靠內部不斷的研發才能精進。翟副理提到： 

「「「「假設現在開發新的假設現在開發新的假設現在開發新的假設現在開發新的 PDA，，，，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 PDA 的開發技術上就應該已經是領先業的開發技術上就應該已經是領先業的開發技術上就應該已經是領先業的開發技術上就應該已經是領先業

界了界了界了界了，，，，否則我們就很難接到大的訂單或是跟競爭對手競爭否則我們就很難接到大的訂單或是跟競爭對手競爭否則我們就很難接到大的訂單或是跟競爭對手競爭否則我們就很難接到大的訂單或是跟競爭對手競爭。。。。那麼試問有誰能那麼試問有誰能那麼試問有誰能那麼試問有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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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跟我們一起夠跟我們一起夠跟我們一起夠跟我們一起 Study 去研究開發去研究開發去研究開發去研究開發 PDA？？？？不是說外部不是說外部不是說外部不是說外部單位沒有辦法單位沒有辦法單位沒有辦法單位沒有辦法，，，，只是比較只是比較只是比較只是比較

難難難難。。。。例如說例如說例如說例如說 PDA 的塑膠材料要選哪些的塑膠材料要選哪些的塑膠材料要選哪些的塑膠材料要選哪些、、、、哪些強度可以符合哪些強度可以符合哪些強度可以符合哪些強度可以符合、、、、又符合又符合又符合又符合 RoHS、、、、

成本又低成本又低成本又低成本又低，，，，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跟材料供應商一起合作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跟材料供應商一起合作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跟材料供應商一起合作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跟材料供應商一起合作，，，，但我們跟他合作的但我們跟他合作的但我們跟他合作的但我們跟他合作的

內容會很有限內容會很有限內容會很有限內容會很有限，，，，因為我們的技術並不是他的專業因為我們的技術並不是他的專業因為我們的技術並不是他的專業因為我們的技術並不是他的專業，，，，只能告訴他們我們有這樣只能告訴他們我們有這樣只能告訴他們我們有這樣只能告訴他們我們有這樣

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的需求，，，，看看他們有沒有類似或更好的東西看看他們有沒有類似或更好的東西看看他們有沒有類似或更好的東西看看他們有沒有類似或更好的東西，，，，而不是真正的技術合作開發而不是真正的技術合作開發而不是真正的技術合作開發而不是真正的技術合作開發。」。」。」。」 

各事業群在技術開發上，因為技術知識較業界領先或同步，所以 R＆D 部門

在研發上還是以邊做邊學的方式居多。此外，事業群內部的不同單位也會透過系

統流程來合作。不同單位在產品開發前會先一起討論、交換訊息，來幫助 R＆D

開發。例如品質部門比較瞭解國際法規與客戶的要求，所以在跟 R＆D 一起討論

時，可以將這些訊息用更簡單的方式告訴 R&D 人員、更可以參與產品的設計和

用料的選擇。更常發生的情況是各部門私底下會一起討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可

以讓產品的設計能符合客戶綠色產品的標準、減少產品所需更換的零組件、減少

製程參數的改變、降低成本與應該選擇哪些供應商等等，這些訊息必須透過採

購、品管、R＆D、生產單位的人員一起配合；雖然並沒有正式的會議讓這些部

門能夠交流，但私底下各部門會遵循著設定好的綠色產品開發系統流程，讓部門

與部門間的運作能更緊密。 

各部門所需要的技術知識是透過部門內的教育訓練來獲得。而整個事業部在

綠色產品運作的系統流程方面，品管部與工廠的文件中心在系統運作前即建立好

運作的機制，讓一個接一個的部門運作方式能更順利；此外，也會有檢視與追蹤

出錯來源的機制。翟副理提到： 

「「「「我們影像事業群是以系統零流程的方式控管綠色產品我們影像事業群是以系統零流程的方式控管綠色產品我們影像事業群是以系統零流程的方式控管綠色產品我們影像事業群是以系統零流程的方式控管綠色產品，，，，如果出貨發生了不如果出貨發生了不如果出貨發生了不如果出貨發生了不

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狀況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狀況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狀況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狀況，，，，其實就表示每個環節都會有問題其實就表示每個環節都會有問題其實就表示每個環節都會有問題其實就表示每個環節都會有問題。。。。例如說例如說例如說例如說，，，，測出測出測出測出

來的結果是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有問題來的結果是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有問題來的結果是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有問題來的結果是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有問題，，，，但其實是我們內部的進料檢驗單但其實是我們內部的進料檢驗單但其實是我們內部的進料檢驗單但其實是我們內部的進料檢驗單

位沒有檔下來位沒有檔下來位沒有檔下來位沒有檔下來，，，，讓流程繼續往下個部門跑讓流程繼續往下個部門跑讓流程繼續往下個部門跑讓流程繼續往下個部門跑。。。。假設我們後來假設我們後來假設我們後來假設我們後來 DELL 告告告告，，，，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

我們代工他的產品我們代工他的產品我們代工他的產品我們代工他的產品，，，，所所所所以我以我以我以我 DELL 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一定會 100％％％％要求我們賠錢要求我們賠錢要求我們賠錢要求我們賠錢。。。。為了避免這為了避免這為了避免這為了避免這

樣的狀況發生樣的狀況發生樣的狀況發生樣的狀況發生，，，，我們的系統流程裡就會規定採購部門要對供應商的要求中英我們的系統流程裡就會規定採購部門要對供應商的要求中英我們的系統流程裡就會規定採購部門要對供應商的要求中英我們的系統流程裡就會規定採購部門要對供應商的要求中英

文的保證書文的保證書文的保證書文的保證書，，，，而且一定要蓋公司的大小章而且一定要蓋公司的大小章而且一定要蓋公司的大小章而且一定要蓋公司的大小章，，，，這在我們的法務部裡面是有效力這在我們的法務部裡面是有效力這在我們的法務部裡面是有效力這在我們的法務部裡面是有效力

的的的的；；；；第二個是供應商要附零件承認的內容第二個是供應商要附零件承認的內容第二個是供應商要附零件承認的內容第二個是供應商要附零件承認的內容，，，，必須要去檢測我們對他們要求的必須要去檢測我們對他們要求的必須要去檢測我們對他們要求的必須要去檢測我們對他們要求的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第三個是供應商交給我們的零件第三個是供應商交給我們的零件第三個是供應商交給我們的零件第三個是供應商交給我們的零件，，，，要把要把要把要把 BOM 表拆解表拆解表拆解表拆解，，，，BOM 表就是產表就是產表就是產表就是產

品裡面所有構成的成份品裡面所有構成的成份品裡面所有構成的成份品裡面所有構成的成份，，，，做一個調查表給我們做一個調查表給我們做一個調查表給我們做一個調查表給我們，，，，讓我們能夠去讓我們能夠去讓我們能夠去讓我們能夠去 Moniter；；；；第第第第

四個分散風險的方式就是我們內部在做一次檢驗四個分散風險的方式就是我們內部在做一次檢驗四個分散風險的方式就是我們內部在做一次檢驗四個分散風險的方式就是我們內部在做一次檢驗，，，，所以我們購買幾千萬的設所以我們購買幾千萬的設所以我們購買幾千萬的設所以我們購買幾千萬的設

備備備備，，，，每天就是驗我們採購的東西每天就是驗我們採購的東西每天就是驗我們採購的東西每天就是驗我們採購的東西。」。」。」。」 

影像事業群以系統流程的方式進行綠色產品的開發與控管，最初會有人去設

計該系統流程，當定案下來之後，各部門會去發展自己的系統文件，然後與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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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配合，這是為了讓大家之後的作法都夠用一致的東西。系統流程是事先設定好

的，但在實際的執行上一定會遇到很多系統上的缺陷，這些缺陷的發生可能是當

初設計系統流程時，沒有考慮的很周全、也不可能考慮周全才發生的。因此，設

定系統流程的人員事先就知道日後各部門在執行時，一定會有狀況發生，所以需

要個也必須設計個機制來減少問題的發生。翟副理提到： 

「「「「系統建置完成後絕對不是完美的系統建置完成後絕對不是完美的系統建置完成後絕對不是完美的系統建置完成後絕對不是完美的，，，，一定還有很多缺陷一定還有很多缺陷一定還有很多缺陷一定還有很多缺陷，，，，解決的機制就是透解決的機制就是透解決的機制就是透解決的機制就是透

過過過過高頻率的稽核高頻率的稽核高頻率的稽核高頻率的稽核。。。。這些稽核大部分來自於外部這些稽核大部分來自於外部這些稽核大部分來自於外部這些稽核大部分來自於外部，，，，也就是客戶也就是客戶也就是客戶也就是客戶。。。。在稽核的過程在稽核的過程在稽核的過程在稽核的過程

中若發現系統面有任何的缺失中若發現系統面有任何的缺失中若發現系統面有任何的缺失中若發現系統面有任何的缺失，，，，我們內部也會在做一次稽核我們內部也會在做一次稽核我們內部也會在做一次稽核我們內部也會在做一次稽核。。。。稽核算是一個稽核算是一個稽核算是一個稽核算是一個

蠻好的方法蠻好的方法蠻好的方法蠻好的方法，，，，即使有一個負責各部門協調的即使有一個負責各部門協調的即使有一個負責各部門協調的即使有一個負責各部門協調的 PM，，，，他也不可能精通每個單位他也不可能精通每個單位他也不可能精通每個單位他也不可能精通每個單位

裡面應該做什麼事情裡面應該做什麼事情裡面應該做什麼事情裡面應該做什麼事情，，，，但是在客戶不斷的稽核和要求但是在客戶不斷的稽核和要求但是在客戶不斷的稽核和要求但是在客戶不斷的稽核和要求，，，，變成我們不得不去健變成我們不得不去健變成我們不得不去健變成我們不得不去健

全我們的系統全我們的系統全我們的系統全我們的系統，，，，所以我只能很被動的說這不一定是一個好方法所以我只能很被動的說這不一定是一個好方法所以我只能很被動的說這不一定是一個好方法所以我只能很被動的說這不一定是一個好方法，，，，但不失為是但不失為是但不失為是但不失為是

一個方法來達到目的一個方法來達到目的一個方法來達到目的一個方法來達到目的。」。」。」。」 

雖然透過稽核來改善系統流程，但部門與部門間還是會有衝突存在。很多的

衝突是與人為的判斷認知、與個人的 Mindset 有關，而與人的邏輯相關之東西無

法建置在系統裡。例如，常常發生的衝突在採購與品管部門之間。當品管在執行

採購部門所採購的零件承認時，發現供應商並沒有附零件的保證書，而這應該是

採購部要向供應商要求的；或是採購部向供應商採購的材料，供應商說是符合

RoHS 的產品、也附了保證書，但品管部在做零件承認時卻認為未通過綠色產品

的標準。翟經理提到如何處理部門衝突的方式： 

「「「「面對這樣的事情面對這樣的事情面對這樣的事情面對這樣的事情，，，，我們通常就是發我們通常就是發我們通常就是發我們通常就是發 Mail。。。。Mail 在我們裡面的殺傷力是很強的在我們裡面的殺傷力是很強的在我們裡面的殺傷力是很強的在我們裡面的殺傷力是很強的，，，，

今天有問題的部門沒有給適當的回覆今天有問題的部門沒有給適當的回覆今天有問題的部門沒有給適當的回覆今天有問題的部門沒有給適當的回覆，，，，我就會發我就會發我就會發我就會發 Mail 給負責的人給負責的人給負責的人給負責的人；；；；發第二封的發第二封的發第二封的發第二封的

時候就把兩級主管加進來時候就把兩級主管加進來時候就把兩級主管加進來時候就把兩級主管加進來，，，，再沒有回覆再沒有回覆再沒有回覆再沒有回覆，，，，我就把會將所有人全部我就把會將所有人全部我就把會將所有人全部我就把會將所有人全部加進來加進來加進來加進來。。。。諸如此諸如此諸如此諸如此

類類類類，，，，其他部門沒做好的事情會導致我這個部門的困難其他部門沒做好的事情會導致我這個部門的困難其他部門沒做好的事情會導致我這個部門的困難其他部門沒做好的事情會導致我這個部門的困難，，，，你沒辦法做好你沒辦法做好你沒辦法做好你沒辦法做好，，，，我就會沒我就會沒我就會沒我就會沒

辦法做好我的職責辦法做好我的職責辦法做好我的職責辦法做好我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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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內內內內、、、、外部外部外部外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D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如表如表如表如表 4-26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表表表表 4- 26、、、、D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內、、、、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外部知識創造 

外部知識學習 

、整合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國際大廠規範： 

1. 透過培訓種子教師，至各事業群上課； 

2. 各事業群各自吸收、學習客戶對綠色產品的要

求與規定； 

3. 外部檢測單位會即時向各事業部的品管部門

更新最新的法規狀況。 

屬於吸收外部知識並整合為公司內部知識的過程。 

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相關知識： 

1. 培訓種子教師，至各事業群上課； 

2. 各事業群各自請外部老師至部門內上課； 

3. 與上游供應商合作、改變零組件、調整製程參

數；與外部實驗室合作，學習產品檢驗技術，

並藉由外部檢測單位的保證書，分散產品出問

題的風險。 

屬於吸收外部知識再透過實做與整合的知識創造

過程。 

知識 

創造 

內部知識創造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的經驗分享與知識創造： 

透過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會議，不同事業部提供經

驗與方法給遇到問題的事業部。藉由共同解決問題

而達到創造知識創造的過程。 

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動的系統流程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動的系統流程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動的系統流程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動的系統流程： 

各事業部建置從接單到出貨的綠色產品生產流

程，並在流程中建立稽核的機制，確保一個接一個

的環節可以連結緊密。屬於實做與整合、實驗與原

形試製的知識創造過程。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 

事業部內的利益衝突由部門私底下解決，或是透過

郵件告知的方式，請有問題的部門進行改進。 屬

於共同解決問題的知識創造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七七七、、、、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 

D 公司在 2001 年曾經為了接 SONY 的訂單而必須加入 SONY 的 Green 

Partner。當初，由影像事業群負責這筆訂單，因此當時該事業群有派員至日本上

SONY 對於綠色供應鏈管理、綠色產品標準、產品檢驗技術等相關課程。當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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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受訓的人學習到不少未來綠色產品的趨勢，回國後也由他來負責影像事業群的

綠色產品發展，在他身上蓄積了不少的法規與技術上的知識。2005 年，D 公司

所有的事業部都要開始符合各個客戶對綠色產品要求，照理來說，影像事業群因

為在先前做過 SONY 的產品，應該循著先前蓄積的知識再稍加改變就可以符合，

但當初那位至日本受訓的人員在 2005 年前即離開了 D 公司，且在離開前未將這

幾年個人在綠色產品所累積的法規、市場與技術知識留在影像事業群，因此在

2005 年影像事業群要開始符合其他客戶的要求時，算是要從零開始。王副總提

到： 

「「「「我這個事業群我這個事業群我這個事業群我這個事業群在在在在學習綠色產品的相關知識之方式算是搭便車學習綠色產品的相關知識之方式算是搭便車學習綠色產品的相關知識之方式算是搭便車學習綠色產品的相關知識之方式算是搭便車。。。。因為我那時因為我那時因為我那時因為我那時

候去日本受訓的那個人後來走掉了候去日本受訓的那個人後來走掉了候去日本受訓的那個人後來走掉了候去日本受訓的那個人後來走掉了，，，，他的知識沒有留下來他的知識沒有留下來他的知識沒有留下來他的知識沒有留下來。。。。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也就是說，，，，真正真正真正真正

可以出來講這套東西的人可以出來講這套東西的人可以出來講這套東西的人可以出來講這套東西的人，，，，我這個事業群反而沒有我這個事業群反而沒有我這個事業群反而沒有我這個事業群反而沒有，，，，所以只好透過其他事業所以只好透過其他事業所以只好透過其他事業所以只好透過其他事業

部的專業人員來幫助我們部的專業人員來幫助我們部的專業人員來幫助我們部的專業人員來幫助我們。」。」。」。」 

2005 年後各事業群開始要滿足客戶的相關要求，因此無論在法規知識、客

戶要求與技術知識上都有不少的學習。這些在過程中所學習或吸收的知識，可以

圖文化儲存的大多為法規、客戶要求的知識，技術知識方面就比較少可以透過圖

文化儲存下來。D 公司每個事業群都會有一個 MMS PROTO 的內部網站，專門

儲存許多的相關規定，包括標準化、教育中心、安規、工廠管理、ISO 系統、稽

核等知識，算是一個事業群的 Knowledge Database，各部門都有人負責上傳與更

新資訊。當然，在 2005 年之後，該網站也增加了各國環保指令的規定、國際大

廠的要求，以及相關的技術知識。 

有關綠色產品的技術知識儲存的方式，除了部分存在內部的網站外，大部分

儲存的方式還是在 R＆D 人員與工程師等實際執行者的身上。翟副理提到有關技

術知識儲存的方式： 

「「「「我認為這技術知識比較偏向個人的東西我認為這技術知識比較偏向個人的東西我認為這技術知識比較偏向個人的東西我認為這技術知識比較偏向個人的東西。。。。假設我是假設我是假設我是假設我是 R＆＆＆＆D，，，，因為我們的知識因為我們的知識因為我們的知識因為我們的知識非非非非

常的多常的多常的多常的多，，，，況且工作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況且工作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況且工作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況且工作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假設我有一個假設我有一個假設我有一個假設我有一個 R＆＆＆＆D 的前輩有設計的前輩有設計的前輩有設計的前輩有設計

PDA 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但我現在做的可能是車用但我現在做的可能是車用但我現在做的可能是車用但我現在做的可能是車用 PDA，，，，這個東西不一定是他的經驗可以這個東西不一定是他的經驗可以這個東西不一定是他的經驗可以這個東西不一定是他的經驗可以

給我的給我的給我的給我的，，，，所以我們的之是就是在於這個人的專業所以我們的之是就是在於這個人的專業所以我們的之是就是在於這個人的專業所以我們的之是就是在於這個人的專業。。。。我們並沒有一個比較邏輯性的我們並沒有一個比較邏輯性的我們並沒有一個比較邏輯性的我們並沒有一個比較邏輯性的

發法去發法去發法去發法去 keep 下來這些知識下來這些知識下來這些知識下來這些知識，，，，就算就算就算就算 keep 下來了下來了下來了下來了，，，，要去收尋這些知識內容也太多了要去收尋這些知識內容也太多了要去收尋這些知識內容也太多了要去收尋這些知識內容也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偏向個人如何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偏向個人如何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偏向個人如何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偏向個人如何去 keep 這些知識這些知識這些知識這些知識，，，，自己如何消化自己如何消化自己如何消化自己如何消化、、、、跟自己跟自己跟自己跟自己

如何去找想要的知識如何去找想要的知識如何去找想要的知識如何去找想要的知識，，，，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儲存下來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儲存下來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儲存下來而不是說我們有一個系統可以把這些東西都儲存下來，，，，因因因因

為知識實在太多為知識實在太多為知識實在太多為知識實在太多，，，，外在的環境又瞬息萬變外在的環境又瞬息萬變外在的環境又瞬息萬變外在的環境又瞬息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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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方式整理於表 4-27。 

表表表表 4- 27、、、、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 

蓄積主體 以文件、人員與各事業群內部網站為主。 

知識 

蓄積 蓄積活動 

各事業群的各部門皆有人員定期更新與

備份與綠色產品相關的知識。 

技術知識由技術人員透過邊做邊學的方

式儲存於人的身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八八八、、、、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 

綠色產品推動團對很重要一個功能即是做知識擴散的動作。林經理會將所吸

收、學習的法規、國際大廠規定在專案會議中擴散給各事業群的主管或代表。此

外，專案會議很大一部份是在做各事業群間的知識分享，當某個事業群遇到困難

時，可以在專案會議上像其他事業群請教，只要有事業群解決過類似的問題，在

專案會議上都會很樂於分享相關知識給有問題的事業群。而綠色產品推行團對所

做的決議、討論出的共識或綠色產品發展的決策，則是透過 D 公司內部的刊物、

發 Mail、或各事業群內部在開會，以對 D 公司的所有人進行宣導。 

林經理除了在專案會議上進行知識擴散的動作外，他也會安排時間親自到各

事業群去上課。由於林經理會收集各個客戶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並與國際上的

法規進行比較，找出要求不同的地方、實施的時間點為何，再將這些知識整合好

後，將知識擴散給各事業群，但由於只有林經理一人來負責將法規、大廠規定的

相關知識擴散給各部門，所以實際上無法擴散的很徹底、也無法確認各事業群是

否有真正將這些知識吸收。翟副理提到： 

「「「「我相信他做的蠻辛苦的是我們公司有這麼多的事業部我相信他做的蠻辛苦的是我們公司有這麼多的事業部我相信他做的蠻辛苦的是我們公司有這麼多的事業部我相信他做的蠻辛苦的是我們公司有這麼多的事業部、、、、不同客戶屬性不同客戶屬性不同客戶屬性不同客戶屬性、、、、工工工工

廠廠廠廠，，，，他光做宣導就已經佔掉他絕大多數的時間他光做宣導就已經佔掉他絕大多數的時間他光做宣導就已經佔掉他絕大多數的時間他光做宣導就已經佔掉他絕大多數的時間。。。。例如說我們這個事業部要開例如說我們這個事業部要開例如說我們這個事業部要開例如說我們這個事業部要開

兩到三次課程兩到三次課程兩到三次課程兩到三次課程，，，，那他一個禮拜可以給幾個事業群上課那他一個禮拜可以給幾個事業群上課那他一個禮拜可以給幾個事業群上課那他一個禮拜可以給幾個事業群上課？？？？更何況我們還有十幾更何況我們還有十幾更何況我們還有十幾更何況我們還有十幾

個個工廠個個工廠個個工廠個個工廠。。。。從從從從 2005 年開始的半年期間內年開始的半年期間內年開始的半年期間內年開始的半年期間內，，，，其實他沒也辦法將這些知識擴散的其實他沒也辦法將這些知識擴散的其實他沒也辦法將這些知識擴散的其實他沒也辦法將這些知識擴散的

很徹底很徹底很徹底很徹底。。。。」」」」 

雖然林經理一人無法將所有相關的法規知識即時地擴散與更新給各個部

門，更何況還有技術相關的知識還未能擴散給各部門。不過，D 公司還有種子教

師的制度，從各事業群挑選工作上與綠色產品相關的人員進行培訓，培訓後的種

子教師會跨事業群或在單一事業群內上課，他們會準備適合事業群的客戶屬性進

行上課教材之準備。種子教師不只針對法規與客戶的規定來對內不人員上課，更

多的情況是，種子教師會從外部單位學習技術知識，再到需要的事業群進行特定

技術姓的問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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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種子教師在事業群或跨事業群的上課外，其實 D 公司並沒有讓各

事業群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有機會分享知識。會沒有這樣的機制還是因為 D 公

司的組織為事業群的方式，各事業群都有自己的客戶與作業上的慣性，且各事業

群也需要為自己的盈虧負責，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沒有跨部門分享或擴散知識

的方式，但因為必須自負盈虧，其實課事業群還是各自有辦法滿足客戶對於綠色

產品的要求。翟副理提到： 

「「「「我們各部門間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沒有互相分享知識的機制我們各部門間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沒有互相分享知識的機制我們各部門間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沒有互相分享知識的機制我們各部門間在綠色產品的推動上沒有互相分享知識的機制，，，，我個人也認我個人也認我個人也認我個人也認

為非常沒有效率為非常沒有效率為非常沒有效率為非常沒有效率，，，，但並不表示不好但並不表示不好但並不表示不好但並不表示不好。。。。因為各個事業群生存的方法不太一樣因為各個事業群生存的方法不太一樣因為各個事業群生存的方法不太一樣因為各個事業群生存的方法不太一樣，，，，

如果有一個事業群出了問題是因為沒有接收到客戶或法規的訊息而如果有一個事業群出了問題是因為沒有接收到客戶或法規的訊息而如果有一個事業群出了問題是因為沒有接收到客戶或法規的訊息而如果有一個事業群出了問題是因為沒有接收到客戶或法規的訊息而 fail 的的的的

話話話話，，，，表示那個事業群的運作有問題表示那個事業群的運作有問題表示那個事業群的運作有問題表示那個事業群的運作有問題。。。。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任何一個事業群都有自己的我們任何一個事業群都有自己的我們任何一個事業群都有自己的我們任何一個事業群都有自己的

方法去方法去方法去方法去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協調協調協調協調、、、、溝通溝通溝通溝通，，，，而不是藉由跨事業群的合作而不是藉由跨事業群的合作而不是藉由跨事業群的合作而不是藉由跨事業群的合作。。。。其實每個事業群現其實每個事業群現其實每個事業群現其實每個事業群現

在的人力都很精簡在的人力都很精簡在的人力都很精簡在的人力都很精簡，，，，如果一個事業群因為這方面有如果一個事業群因為這方面有如果一個事業群因為這方面有如果一個事業群因為這方面有 Business Loss 的話的話的話的話，，，，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那個事業群就真的有問題那個事業群就真的有問題那個事業群就真的有問題那個事業群就真的有問題。。。。例如我們這個事業群例如我們這個事業群例如我們這個事業群例如我們這個事業群，，，，我們品管部的人比較接近我們品管部的人比較接近我們品管部的人比較接近我們品管部的人比較接近

這些知識這些知識這些知識這些知識，，，，所以我們會去所以我們會去所以我們會去所以我們會去 Share、、、、分享分享分享分享、、、、自己去學習和討論自己去學習和討論自己去學習和討論自己去學習和討論，，，，而且會去而且會去而且會去而且會去 Create

自己的文件自己的文件自己的文件自己的文件，，，，也會去定義自己的流程也會去定義自己的流程也會去定義自己的流程也會去定義自己的流程，，，，這個東西別的事業群不一定想要瞭解這個東西別的事業群不一定想要瞭解這個東西別的事業群不一定想要瞭解這個東西別的事業群不一定想要瞭解

或知道或知道或知道或知道，，，，因為這些知識不一定適用在別的事業群因為這些知識不一定適用在別的事業群因為這些知識不一定適用在別的事業群因為這些知識不一定適用在別的事業群，，，，所以我們不會浪費很多時所以我們不會浪費很多時所以我們不會浪費很多時所以我們不會浪費很多時

間在與事業群互動間在與事業群互動間在與事業群互動間在與事業群互動。。。。各事業群一定會有人去做綠色產品的推動各事業群一定會有人去做綠色產品的推動各事業群一定會有人去做綠色產品的推動各事業群一定會有人去做綠色產品的推動，，，，也許是採購也許是採購也許是採購也許是採購、、、、

也許是供應商管理也許是供應商管理也許是供應商管理也許是供應商管理、、、、QA 或或或或 R＆＆＆＆D，，，，但是這些方法並沒有必要去跟其他事業群但是這些方法並沒有必要去跟其他事業群但是這些方法並沒有必要去跟其他事業群但是這些方法並沒有必要去跟其他事業群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如果別的事業群想要分享也是好事如果別的事業群想要分享也是好事如果別的事業群想要分享也是好事如果別的事業群想要分享也是好事，，，，只是我們彼此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只是我們彼此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只是我們彼此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只是我們彼此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各事業群除了滿足客戶退綠色產品的要求外，有些客戶對綠色產品卻沒有很

積極。2005 年，D 公司開始成立專案團對專門處理綠色產品的推動後，各事業

群也開始對於綠色產品還沒開始動作的客戶進行宣導。翟副理提到知識擴散於客

戶的例子： 

「「「「acer 在綠色產品的轉換上或準備在綠色產品的轉換上或準備在綠色產品的轉換上或準備在綠色產品的轉換上或準備，，，，我個人認為還蠻慢的我個人認為還蠻慢的我個人認為還蠻慢的我個人認為還蠻慢的。。。。所以在所以在所以在所以在 2005 年上年上年上年上

半年半年半年半年，，，，我們影像事業群就跟我們影像事業群就跟我們影像事業群就跟我們影像事業群就跟 acer 通知說通知說通知說通知說 2006 年七月歐盟的年七月歐盟的年七月歐盟的年七月歐盟的 RoHS 指令就要指令就要指令就要指令就要

開始實施了開始實施了開始實施了開始實施了，，，，我們跟他我們跟他我們跟他我們跟他 Highlight 了一些綠色產品的重點後了一些綠色產品的重點後了一些綠色產品的重點後了一些綠色產品的重點後，，，，他們就瞭解這個他們就瞭解這個他們就瞭解這個他們就瞭解這個

Impact 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有多大。。。。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相信他們自己內部有做一些打算我相信他們自己內部有做一些打算我相信他們自己內部有做一些打算我相信他們自己內部有做一些打算，，，，只是那時候他們只是那時候他們只是那時候他們只是那時候他們

還沒有準備開始啟動還沒有準備開始啟動還沒有準備開始啟動還沒有準備開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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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綠色產品推動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整理如表 4-28。 

表表表表 4- 28、、、、D 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方式 

擴散對象 
1. 公司各事業群成員 

2. 顧客 

知識 

擴散 
擴散方式 

1. 公司內部：專案經理親自到各事業群、單位與工廠

進行法規與客戶規定的知識擴散。種子教師於單一

事業群或跨事業群，針對技術與法規的知識授課。

公司成員可至資訊系統查詢相關知識。 

2. 顧客：各事業群的業務對負責的顧客進行宣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九九九、、、、後記後記後記後記 

D 公司認為綠色產品的推動並不是於 2006 年 7 月 1 日的 RoHS 指令實施後，

能夠符合它和客戶的要求就算結束了。所謂的綠色產品並不只是產品限用有害物

質的規定（如歐盟的 RoHS 指令）而已，其實綠色產品還應該包括產品生產過程

的節能減費與產品之可回收性。在現階段來講，D 公司在 2006 年 3 月所出貨的

產品都已能夠符合歐盟的法規與客戶之要求，但另外兩塊是未來綠色產品發展的

趨勢，所以 D 公司各事業群的品保部門也持續地在對這兩塊進行研究與學習，

因為確切的法令與客戶要求都還沒出來，所以 D 公司內部目前都還只是處於觀

察的階段。不過，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國際大廠，特別是擁有之名品牌的大廠，已

經慢慢開始要求 D 公司針對節能減廢與可回收性進行努力。翟副理提到綠色產

品的趨勢： 

「「「「日後對於限用有害物質上有任何新增的規定日後對於限用有害物質上有任何新增的規定日後對於限用有害物質上有任何新增的規定日後對於限用有害物質上有任何新增的規定，，，，我們應該都可以用同樣的邏我們應該都可以用同樣的邏我們應該都可以用同樣的邏我們應該都可以用同樣的邏

輯去滿足輯去滿足輯去滿足輯去滿足。。。。我們在產品限用有害物質的部分定義的很清楚我們在產品限用有害物質的部分定義的很清楚我們在產品限用有害物質的部分定義的很清楚我們在產品限用有害物質的部分定義的很清楚，，，，包含施行的時程包含施行的時程包含施行的時程包含施行的時程、、、、

懲罰的內容與條款都定的很清楚懲罰的內容與條款都定的很清楚懲罰的內容與條款都定的很清楚懲罰的內容與條款都定的很清楚，，，，我想不管是對我們公司或大部分台灣的廠我想不管是對我們公司或大部分台灣的廠我想不管是對我們公司或大部分台灣的廠我想不管是對我們公司或大部分台灣的廠

商商商商，，，，都是沒有問題的都是沒有問題的都是沒有問題的都是沒有問題的。。。。我擔心的是產品的節能減廢和可回收性的部分我擔心的是產品的節能減廢和可回收性的部分我擔心的是產品的節能減廢和可回收性的部分我擔心的是產品的節能減廢和可回收性的部分。。。。這兩這兩這兩這兩

個法規目前定的並不清楚個法規目前定的並不清楚個法規目前定的並不清楚個法規目前定的並不清楚，，，，因為產因為產因為產因為產業別太多業別太多業別太多業別太多，，，，電子電機類就有十大類電子電機類就有十大類電子電機類就有十大類電子電機類就有十大類，，，，但對但對但對但對

於於於於可回收性和節能減廢可回收性和節能減廢可回收性和節能減廢可回收性和節能減廢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趨勢及法規都趨勢及法規都趨勢及法規都趨勢及法規都還還還還沒有很確定沒有很確定沒有很確定沒有很確定。。。。我們處理限用我們處理限用我們處理限用我們處理限用

物質的系統流程其實是無法是用在另外兩塊物質的系統流程其實是無法是用在另外兩塊物質的系統流程其實是無法是用在另外兩塊物質的系統流程其實是無法是用在另外兩塊，，，，我認為有需要重新檢視我們的我認為有需要重新檢視我們的我認為有需要重新檢視我們的我認為有需要重新檢視我們的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未來才有辦法符合這兩塊未來才有辦法符合這兩塊未來才有辦法符合這兩塊未來才有辦法符合這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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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個案彙整個案彙整個案彙整個案彙整 

本節針對第三章所提出的研究架構，針對上述的個案資料進行彙整。分別依

照環保壓力來源、中心廠企業形成專案團隊的時機與結構、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

管理程序進行分析、比較。 

一一一一、、、、環保壓力來源之比較環保壓力來源之比較環保壓力來源之比較環保壓力來源之比較 

環保壓力來源分為公司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來源進行比較。其中，外部壓力

來源再分為產業供應鏈、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兩部分。此外，不同壓力來源何時

讓個案公司感受到壓力、對於個案公司的壓力強度相對大小為何，也會一同進行

比較。環保壓力強度分為強、中、弱三個可以比較的等級，根據個案公司受訪者

的主觀判斷，進行比較；公司內部壓力強度愈強者，表示公司對於環保的態度愈

積極。 

不同公司對於不同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之感受皆不相同。例如，A 公司對於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的壓力感受較強，但 B 公司則是對於客戶端的壓力比政府

法規與國際公約的壓力還強，主要的差別在於事業模式的不同。以 OEM/ODM

事業模式為主的 B 公司與 D 公司，外部環保壓力來源為產業供應鏈的客戶端，

而擁有自有品牌的公司與 D 公司，則主要的壓力來原則是歐盟的環保法規。 

在 2005 年以前，公司的客戶若未包括 SONY，對於環保壓力的感受比客戶

包括 SONY 的公司來得慢。例如，C 公司以健身器材為主要的產品，並擁有自

有品牌行銷至世界各地，相對於其他 3 家國內的知名的 OEM、ODM 與 OBM 中

心廠企業，因為未曾接受到 SONY Green Partner 的要求，所以在 2005 年才感受

到歐盟環保指令對於公司的壓力；相對地，客戶中包含 SONY 的公司，只要在

2001 年後接到 SONY 的訂單，都會感受到 SONY 對於供應商要求綠色產品的環

保壓力。 

本研究中之個案公司環保壓力來源整理如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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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9、、、、個案公司環保壓力來源比較個案公司環保壓力來源比較個案公司環保壓力來源比較個案公司環保壓力來源比較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壓力相壓力相壓力相壓力相

對強度對強度對強度對強度 

產業供應鏈 Sony Green Partner（2004 年初） 中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歐盟 WEEE 與 RoHS 指令 

（2004 年初） 
強 

A 公司 

公司內部壓力 
綠色產品推動策略轉為主動的預應

策略（2004 年 4 月） 
弱 

產業供應鏈 
CASIO 環境管理要求（2003 年初） 

Sony Green Partner（2003 年中） 
強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歐盟 WEEE 與 RoHS 指令 

（2004 年初） 
弱 

B 公司 

公司內部壓力 主動的預應策略 強 

產業供應鏈 歐盟的 ODM 客戶 弱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歐盟 WEEE 與 RoHS 指令 

（2004 年初） 
強 C 公司 

公司內部壓力 主動的預應策略 中 

產業供應鏈 

Sony Green Partner（2001 年底） 

HP 、 DELL 、 Kodak 、 Canon 、

Motorola、acer 等（2005 年） 

強 

政府法規與國際公約 
歐盟 WEEE 與 RoHS 指令 

（2005 年初） 
弱 

D 公司 

公司內部壓力 
公司總部對於綠色產品推動的主動

要求 
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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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廠企業形成綠色專案團隊的時機與結構廠企業形成綠色專案團隊的時機與結構廠企業形成綠色專案團隊的時機與結構廠企業形成綠色專案團隊的時機與結構 

本小節針對個案公司在接受各方環保壓力的情況下，比較成立綠色專案團隊

的時間點、驅動因素與形成團隊的方式有何不同；並比較綠色專案團隊的結構為

何種形式、選擇專案經理與專案團隊成員的考量為何。 

（（（（一一一一）、）、）、）、團隊形成團隊形成團隊形成團隊形成 

個案公司的綠色專案團隊形成時間、驅動因素與形成方式的比較如表 4-30。 

表表表表 4- 30、、、、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團隊形成團隊形成團隊形成團隊形成之之之之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驅動因素驅動因素驅動因素驅動因素 形成方式形成方式形成方式形成方式 

團隊形團隊形團隊形團隊形 

成時間成時間成時間成時間 

A 公司 

公司在 SONY 的要求

與歐盟環保法規之壓

力驅動下，認為製程需

要比較大的變革、成本

短期上升，幾乎要動員

所有部門才能完成所

需要的改變。 

公司高層主管於籌備期中多次開

會討論，最後決議由 COO 擔任

督導與贊助主管（Sponer），成立

Green Team 專案團隊。 

2004 年 

3~6 月為籌

備期。 

2004 年 

7 月成立。 

B 公司 

主要由 SONY Green 

Partner 與公司主動的

環境策略驅動團隊形

成。 

品管中心認為 SONY 與 RoHS 的

要求以非少數幾個單位能完成，

並需透過跨部門的合作。因此由

系統品保部的周經理向品管中心

的主管說明環保法規的衝擊，再

上呈總經理，成立跨部門的綠色

產品推行委員會。 

2003 年底 

C 公司 

歐洲業務、外部檢測單

位向研發部魏工程師

反應歐盟環保法規對

公司的影響。 

研發部魏工程師吸收相關知識並

瞭解事情對公司的重要性後，先

從業務和研發部門開始推動，進

一步擴散到全公司。研發部、業

務、資材部等主管在瞭解重要性

後，共同決議成立一個跨部門的

團隊來共同解決問題。 

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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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0、、、、個案公司團隊形成個案公司團隊形成個案公司團隊形成個案公司團隊形成之之之之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續續續續））））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驅動因素驅動因素驅動因素驅動因素 形成方式形成方式形成方式形成方式 

團隊形團隊形團隊形團隊形 

成時間成時間成時間成時間 

D 公司 

歐盟環保指令的時程

與規範確定；國際大廠

也相繼於 2005 年開始

對 D 公司進行綠色產

品的採購。 

執行長接受品管幕僚的建議後，

直接指定採購部的資深經理成立

綠色產品推動辦公室，與各事業

部合作推動綠色產品。 

2005 年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公司與 B 公司在差不多的時間接受到 SONY Green Partner 與歐盟環保法

規的要求，所以同樣是在這兩項外部的因素驅動下，成立綠色專案團隊。C 公司

透過負責相關作業的內部人員之推動而立團隊；D 公司則是在強大的客戶壓力

下，成立專案團隊讓各事業群開始推動綠色產品。 

A 公司與 D 公司是由公司的高層決定成立綠色專案團隊；B 公司與 C 公司

是由公司內部負責相關作業的人員推動，成立綠色專案團隊。成立的時間以 B

公司的 2003 年年底為最早，以 C 公司的 2005 年 6 月為最慢。 

（（（（二二二二）、）、）、）、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結構特色比較於表 4-31。 

表表表表 4- 31、、、、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之之之之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

（Sponsor） 

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 

（Project Manager） 
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 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A 公司 

● 由 CTO 代

理 COO。 

●  負責核定

團隊的協

議。 

● CTO 指派維修部

（RMA）的資深的   

吳副理擔任。 

●  知識擴散、擔任跨

部門協調聯絡者的

角色。 

● 投入 50%以上的工

作時間於專案團

隊。 

●  由專案經理與各部

門主管協調團隊成

員。 

●  事業部、採購、工

廠、品保、維修部

為執行單位；文件

中心與法務部為支

援單位 

●輕量級專

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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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1、、、、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個案公司團隊結構之之之之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續續續續））））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專案贊助者

（Sponsor） 

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 

（Project Manager） 
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專案團隊成員 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團隊結構 

B 公司 

● 總經理主

動擔任。 

● 任命品管

中 心 主 管

江 協 理 為

管理代表。 

● 負責核定

團 隊 的 重

要協議。 

●  江協理任命系統品

保（SQA）的周經

理擔任。 

●  知識擴散、跨部門

協調溝通的角色 

●  100%工作時間投

入於專案團隊 

●  由專案經理與各部

門主管協調團隊成

員。 

●  所有部門皆參與專

案團隊。  每個部門

分三階；各部門主

管（協理級以上）、

部門內的代表（處

長或機裡）、與實際

執行的人員（工程

師）。 

●輕量級專

案團隊 

C 公司 

● 研發部主

管 黃 協 理

擔任。 

●  協助專案

經理跨部

門的溝通

協調。 

●  研發部資深的魏工

程師擔任。 

●  知識擴散、跨部門

協調溝通的角色 

●  50%以上的工作時

間投入於專案團

隊。 

●  由專案經理與各部

門主管協調團隊成

員。 

●  行銷業務、資材

部、品保部、研發

部、工廠、技術本

部各一位以上參與

團隊。 

●輕量級專

案團隊 

D 公司 
●  執行長主

動擔任。 

●  執行長任命採購部

資深的林經理擔任

專案經理。 

●  知識擴散、跨部門

協調溝通的角色 

●  100%工作時間投

入於專案團隊。 

●  執行長要求各事業

群主管、或品管主

管、或 R＆D 主管

參與專案團隊。 

●  各事業群內部有自

己的綠色產品推動

方式，並不完全跟

隨公司專案團隊的

要求、目標與方

式。 

●  輕量級

專 案 團

隊 

●  事業群

內 採 類

似 功 能

型 團 隊

的 運 作

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30 

三三三三、、、、專案團隊知識管理程序之比較專案團隊知識管理程序之比較專案團隊知識管理程序之比較專案團隊知識管理程序之比較 

本研究以知識管理程序討論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方式，以下分別針對知識吸

收、知識創造、知識蓄積、與知識擴散來比較個案公司的專案團隊之運作。 

（（（（一一一一）、）、）、）、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的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之來源、內容、與吸收人員。

比較如表 4-32。 

表表表表 4- 32、、、、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吸收來源 
經濟部「RoHS」服務團、供應商、外部技術顧問（工研院

材料所）。 

吸收內容 
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標準與技術、環保法規與

國際大廠規範。 

A 

公 

司 

吸收人員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以專案經理和核心團隊成員為主。 

技術相關知識：以專案經理與各部門實際執行工程師為主。 

吸收來源 
顧客端（SONY 等國際大廠）；各界外部專家；工研院、台

灣產經會、SGS 等外部單位。 

吸收內容 
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標準與技術、環保法規與

國際大廠規範。 

B 

公 

司 

吸收人員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專案經理與專案團隊的各階人員 

技術相關知識：專案經理與各部門實際執行的工程師為主。 

吸收來源 
網站、外部認證單位與化學實驗室、外部綠色供應鏈課程。 

吸收內容 
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標準與技術、環保法規與

國際大廠規範。 

C 

公 

司 

吸收人員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專案經理、專案團對核心成員、各

部門主管與公司高層、各事業部成員。 

技術相關知識：R＆D 與技術本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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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2、、、、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個案公司之綠色專案團隊知識吸收比較表（（（（續續續續））））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吸收來源 各事業部客戶端、工研院、網路 

吸收內容 
製程與材料轉換技術、產品檢驗標準與技術、環保法規與

國際大廠規範。 
D 

公 

司 

吸收人員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專案經理、專案團隊成員、各事業

部相關成員、種子教師。 

技術相關知識：種子教師、事業部內的採購、生產單位、

檢驗、品管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32 可以發現，每家公司知識吸收的來源皆不相同，但每一家公司所

吸收的知識內容是一樣的。無論是法規或是客戶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每家公司

都需要有人來學習法規和技術的知識，而公司全體員工都需要瞭解綠色產品的相

關法規與要求的知識，在技術知識的部分，則是由實際執行的人員才需要去吸收

與學習。 

（（（（二二二二、）、、）、、）、、）、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的綠色專案團隊之知識創造。專案團隊如何將外部知識

與內部知識透過實做與整合、實驗與原形試製、與從外界吸收知識，創造出屬於

公司的知識。比較如表 4-33 所示，表格內有斜線表示未以知識創造的方式進行

知識創造。 

表表表表 4- 33、、、、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    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    

從外部吸收知識 
●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 

● 技術相關知識 

 

實做與整合 技術相關知識  

實驗與原形試製   
A 

公 

司 
共同解決問題 

 ● 專案團隊的知識分享與知

識創造。 

● 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 

●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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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3、、、、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創造比較（（（（續續續續））））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知識創造方式    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外部知識學習、、、、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內部知識創造    

從外部吸收知識 
●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 

● 技術相關知識 

 

實做與整合 技術相關知識 事先創造新知識 

實驗與原形試製   B 

公 

司 
共同解決問題 

 ● 專案團隊的知識分享與知

識創造。 

● 專案經理走動式管理 

●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 

● 事先創造新知識 

從外部吸收知識 
●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 

● 技術相關知識 

 

實做與整合 技術相關知識  

實驗與原形試製   C 

公 

司 
共同解決問題 

 ● 專案團隊的知識分享與知

識創造。 

● 各部門私底下合作解決問

題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 

從外部吸收知識 
● 法規、國際大廠規範 

● 技術相關知識 

 

實做與整合 
技術相關知識 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

動的系統流程 

實驗與原形試製 
 各事業部建置綠色產品推

動的系統流程 

D 

公 

司 

共同解決問題 

 ● 專案團隊的知識分享與知

識創造。 

● 部門間利益衝突的解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33 可以發現，綠色專案團隊主要以跨部門成員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

創造內部知識，包括共同找出解決方式來處理部門間的衝突、專案會議中的知識

交流與創造、跨部門的合作解決單一部門的問題。在外部知識的學習與整合的部

分，每家公司都需要從外部學習政府法規與客戶對綠色產品要求的知識，並將其

整合為內部對於綠色產品的要求和規範；技術知識也透過與外部單外一起實做與

整合，加快創造新的技術知識，讓作業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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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知識蓄積 

此部分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將知識儲存起來的主體為何。如表 4-34

所示。 

表表表表 4- 34、、、、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主體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主體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主體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蓄積主體比較 

知識蓄積主體知識蓄積主體知識蓄積主體知識蓄積主體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文件電子檔文件電子檔文件電子檔文件電子檔 

公司內部網站公司內部網站公司內部網站公司內部網站/ 

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邊做邊學邊做邊學邊做邊學邊做邊學）））） 

A 公司 有 有 有 

B 公司 有 有 有 

C 公司 有 有 有 

D 公司 有 有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34 可知，四家公司皆有相似的知識蓄積方式，以文件電子檔與內部

資訊系統或網站，儲存政府法規和客戶對綠色產品要求的相關知識；部分的技術

知識也以相同方式蓄積，但大多的技術知識是蓄積在邊作邊學習之技術人員身

上。 

（（（（四四四四）、）、）、）、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知識擴散 

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之對象與方式彙整如表 4-35 所示，表格

內有斜線表示知識未擴散的對象，也無知識擴散之方式。 

表表表表 4- 35、、、、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比較個案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知識擴散比較 

知識擴散對象知識擴散對象知識擴散對象知識擴散對象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擴散方式擴散方式擴散方式擴散方式 
公司全體成員 供應商 客戶 

A 公司 有 無 無 

擴散方式 
專案會議、教育訓

練、資訊系統 

  

B 公司 有 有 有 

擴散方式 
專案會議、教育訓

練、資訊系統 

供應商大會、教育

訓練、資訊系統 

由業務向客戶進

行宣導 

C 公司 有 有 有 

擴散方式 

專案會議、教育訓

練、資訊系統 

與外部檢測單位

合作舉辦供應商

說明會 

由業務向客戶進

行宣導 

D 公司 有 無 有 

擴散方式 

專案會議、種子教

師制度、資訊系統 

 由各事業群的業

務向客戶進行宣

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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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35 可知，每家公司對於知識擴散的對象之考量不盡相同，比較積極

的公司會主動向數量龐大的供應商進行綠色產品推動的說明會，加速供應商對於

法規的瞭解。A 公司以銷售自有品牌的工業電腦為主，只有部分零組件有為客戶

代工，所以在客戶端的知識擴散部分，只有 A 公司採取較被動的作法。A 公司

將銷往歐洲的產品線，根據內部所訂定的時程來轉換為符合法規之產品，當客戶

向公司要求綠色產品時，A 公司才會向客戶說明所提供的產品已符合法規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