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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透過個案訪談所獲得的初級資料、第四章的個案研究、與第四章第五節

的個案彙整資料，再配合第二章的文獻探討進行比較和討論。本章根據第三章的

研究架構將研究發現歸納為五大主題，分別是環保壓力來源、中心廠企業的綠色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知識管理程序、環保壓力來源與綠色專案團隊之關係、與

其它研究發現，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本節將依據此五大主題及其變項底下的

細部發現，歸納出與其對應之理論論述，針對個案公司做法之異同進行說明與討

論，並彙整個案公司之實際做法以為驗證。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環保壓力來源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一一一一 

以以以以 OEM/ODM 為主的中心廠企業為主的中心廠企業為主的中心廠企業為主的中心廠企業，，，，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客戶端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客戶端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客戶端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客戶端；；；；以以以以 OBM 為為為為

主的企業主的企業主的企業主的企業，，，，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政府法規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政府法規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政府法規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為政府法規。。。。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OBM） 

A 公司為台灣最早投入於工業電腦的公司，成立於 198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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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

在接受到歐盟環保指令的要求前，先在 2004 年初接到 SONY 向 A 公司採購 CPU 

Card 的訂單，因此 A 公司要成為 SONY Green Partner 的一員才能成為他的合格

供應商；A 公司只針對 SONY 採購的項目改變製程，滿足它的要求。A 公司在

2004 年中接受到歐盟環保法規的訊息後，反應與當初接到 SONY 的訂單有很大

的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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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沒有全面性的執行但並沒有全面性的執行但並沒有全面性的執行但並沒有全面性的執行。。。。歐盟的指歐盟的指歐盟的指歐盟的指

令出來後令出來後令出來後令出來後，，，，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大家都怕被罰，，，，所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行了所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行了所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行了所以下定決心要去全面實行了。。。。因為它有因為它有因為它有因為它有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時效性，，，，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其實其實其實其實壓力是蠻大的壓力是蠻大的壓力是蠻大的壓力是蠻大的。」。」。」。」 

2.  B 公司（OEM/ODM） 

B 公司是日本 Canon 集團 100%投資的事業，負責組裝各類照相機，高級單

眼鏡頭也多由 B 公司供應，成為日本 Canon 重要的海外生產基地。B 公司於 2003

年先後接到 CASIO 與 SONY 的訂單，CASIO 要求 B 公司能符合 ISO14000 的環

境品質標準，而 SONY 則是 Green Partner 的要求。對於 B 公司而言，SON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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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要 B 公司的產品能符合它的禁止與限用物質之技術條款（SS-00259 Sony 

Technical Standard），周經理提到： 

「「「「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我們的客戶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我們的客戶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我們的客戶我們當初主要的外部環保壓力來源我們的客戶，，，，尤其尤其尤其尤其是是是是 SONY。。。。SONY 有有有有

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自己的供應商稽核員，，，，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從供應商名單中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從供應商名單中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從供應商名單中沒有符合要求的話就會被從供應商名單中裁掉裁掉裁掉裁掉。。。。」」」」 

3.  C 公司（OBM） 

C 公司目前在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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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產品行銷世界六十餘國。C 公司的歐洲業務在 2004

年接收到歐盟環保指令後，即時回報給台灣總部，公司認為歐盟的 RoHS 指令影

響公司層面比較大，王協理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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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歐盟的是歐盟的是歐盟的是歐盟 RoHS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而客戶那端來講的話而客戶那端來講的話而客戶那端來講的話而客戶那端來講的話，，，，

幾乎都是在我們已經執行一到兩年後才來向我們要求幾乎都是在我們已經執行一到兩年後才來向我們要求幾乎都是在我們已經執行一到兩年後才來向我們要求幾乎都是在我們已經執行一到兩年後才來向我們要求，，，，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

符合標準的產品零組件或成品可以提供給他們了符合標準的產品零組件或成品可以提供給他們了符合標準的產品零組件或成品可以提供給他們了符合標準的產品零組件或成品可以提供給他們了」」」」 

4.  D 公司（OEM/ODM） 

D 公司設有周邊與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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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前三大 ODM 及全球前十大 ODM/EMS 企業。

歐盟的環保法令在 2004 年 8 月頒佈，2005 年開始，包括 Motorola、acer、

Panasonic、Canon、HP、DELL 等國際品牌大廠，開始對於 D 公司要求綠色產品

的供應。王副總提到： 

「「「「OEM 與與與與 ODM 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手上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手上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手上的產品規格不是掌控在我們的手上，，，，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如果客人對綠色產品的

要求高要求高要求高要求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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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選擇的餘就沒有選擇的餘就沒有選擇的餘就沒有選擇的餘

地地地地，，，，所以當初對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所以當初對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所以當初對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所以當初對我們的壓力算是不小的的的的。」。」。」。」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以 OEM/ODM 為主與以自有品牌為主的企業，對於相同的外

部環保壓力來源會有不一樣的感受。以 OEM/ODM 為主的公司，主要產生利潤

而經營事業的方法是滿足客戶對於產品的要求，公司在供應鏈的定位即是恰如其

份地扮演好供應商的角色，因此，最主要的環保壓力來源是來自於客戶端的要

求；而以自有品牌為客戶提供價值的公司，在建立品牌價值時，曾不遺餘力地投

入很多的時間與資源，也在世界各地佈建銷售通路，因此，對於環保壓力來源感

受最強的會是各國的政府法規，會直接影響公司的產品在當地銷售之狀況。 

Afuah & Tucci (2001)認為事業模式是一家公司用來建立並使用資源，以提供

比競爭對手更好的價值給其顧客，並藉此賺取利潤的方法，使得一家公司能持續

優於競爭對手，獲得競爭優勢。Jemery (2000)認為企業所面對的外部因素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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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會因環境壓力而選擇產品或改變作業程序的發展，買者與供應商的關係

重要性提昇，也主導了供應商的主要決策程序。因此企業在考量採取何種事業模

式的時後，必須要考慮外部因素的影響，或是讓本身的事業模式能夠隨著外在因

素的變動而調整，才能在產業的競爭中保持獲利。 

自從歐盟的 WEEE 與 RoHS 指令於 2004 年 8 月正式轉換為各國法令後，國

際品牌大廠為了符合法規要求，紛紛開始向供應商要求產品的限用物質含量。我

國中心廠企業在電子電機產業的供應鏈中扮演重要之角色，因此也首當其衝地被

國際大廠要求綠色產品的供應，間接地受歐盟環保法規的影響；而我國擁有自有

品牌中心廠企業，只要銷往歐盟國家的產品都必須符合它的法規，否則將面臨下

架、無法出口及罰款的懲罰，因此歐盟的環保法規直接地影響到我國自有品牌的

中心廠企業。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二二二二 

以以以以 OBM 為主的為主的為主的為主的中心廠中心廠中心廠中心廠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內部環保壓力不一定比內部環保壓力不一定比內部環保壓力不一定比內部環保壓力不一定比 OEM/ODM 的企業來得大的企業來得大的企業來得大的企業來得大。。。。

除了品牌的因素外除了品牌的因素外除了品牌的因素外除了品牌的因素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產業環境與產業環境與產業環境與產業環境與產品的不同產品的不同產品的不同產品的不同，，，，都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環都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環都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環都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環

保壓力強度保壓力強度保壓力強度保壓力強度。。。。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OBM） 

A 公司對於綠色產品的策略是採取被動的方式。公司有專人負責注意相關的

環保法規，但在成本的考量之下，公司決策層和執行面的人都不會主動提及要處

理環保的議題，所以不會主動地先做。A 公司的產品為工業電腦，而工業電腦常

常需要在惡劣的環境下運作，因而相當注重產品的穩定性，所以對於產品的環保

要求就不會那麼重視。T 廠長提到： 

「「「「無鉛的產品無鉛的產品無鉛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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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品強度不夠的問題有產品強度不夠的問題有產品強度不夠的問題有產品強度不夠的問題，，，，若是用在航若是用在航若是用在航若是用在航

太或醫療儀器上太或醫療儀器上太或醫療儀器上太或醫療儀器上，，，，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怎能確保無鉛的部份會發生什麼事，，，，到時發生墜機的意外到時發生墜機的意外到時發生墜機的意外到時發生墜機的意外

說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說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說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說不定會跟無鉛的零件或產品有關。。。。」」」」 

2.  B 公司（OEM/ODM） 

B 公司是日本 Canon 集團 100%投資的事業，承襲日本母公司對於企業責任

重視的文化，雖然在台灣是以 OEM/ODM 的業務為主，但卻對各項環保法規都

相當重視，也主動進行各項國際標準的驗證（如 ISO 系列），B 公司希望能在客

戶對公司提出要求前，都先把相關要求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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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公司（O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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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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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能事先掌握到法規的趨勢，並提早符合法規的需求。 

4.  D 公司（OEM/ODM） 

D 公司為事業部的組織方式，因此公司與事業群對於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的

認知不同。D 公司的高層主管對各事業部會進行綠色產品的要求，但各事業部在

運作上是各自獨立、並需要自負盈虧；因此，對事業部來說，主動自發地轉換綠

色產品會有成本上升的壓力，所以對 D 公司各事業部而言，算是比較被動配合

公司總部與客戶的要求。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一個好的品牌除了應該滿足功能性的利益，像是品牌特性、價位、以及促銷

活動等，更應該在感性的訴求上著墨較深。在未來，好的品牌將會實踐其社會責

任，也就是表達它們對人類及世界的關懷（Kotler，2003）。因此，對於擁有自有

品牌的廠商而言，應該更主動積極地讓產品符合歐盟的環保法規標準，讓顧客對

於品牌形象能更上一層樓。但是，本研究發現，我國中心廠企業的內部自發性環

保壓力與是否擁有自有品牌無直接關連。 

賴士葆、溫肇東、陳宥杉（2004）將企業自發參與環保活動的動機分為三者：

第一、希望獲得政府優惠補助以持稅賦優惠、避免引進環境稅或是更嚴格的環保

標準；第二、企業內部經理人、員工或是股東具有強烈善盡社會責任的使命感，

而自發性地促使企業進行綠化；第三，企業環境管理策略轉變為主動積極的預應

策略（Proactive），使企業免於環保抗爭並可提升企業形象。而來自企業內部自

發性環保壓力的來源為高階主管、中階主管、非主管職員工、工會與股東，並可

為企業帶來綠色創新（陳維峰，2002）。 

我國以 OEM/ODM 為主的中心廠企業，也有主動符合法規與客戶要求的廠

商，獲取國際品牌大廠的信任，進而爭取到更多的代工訂單。因此，無論是

OEM/ODM 廠商、或是自有品牌的公司，對於企業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的要求，

與企業內部成員是否對環保議題採取正面積極的態度比較相關、以及與產品與產

業的特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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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中心廠企業的綠色專案團隊中心廠企業的綠色專案團隊中心廠企業的綠色專案團隊中心廠企業的綠色專案團隊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三三三三 

中心廠企業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原因在於成本上升之因應中心廠企業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原因在於成本上升之因應中心廠企業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原因在於成本上升之因應中心廠企業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原因在於成本上升之因應、、、、製程變革的需要製程變革的需要製程變革的需要製程變革的需要、、、、以以以以

及與供應商共同配合的需求及與供應商共同配合的需求及與供應商共同配合的需求及與供應商共同配合的需求。。。。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 

A 公司的台灣 T 廠長認為綠色展品屬於製程條件的變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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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廠長提到： 

「「「「製程條件的變革會製程條件的變革會製程條件的變革會製程條件的變革會牽扯到電子業耗材的使用牽扯到電子業耗材的使用牽扯到電子業耗材的使用牽扯到電子業耗材的使用，，，，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還有整個過程不確定的因素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例如產品例如產品例如產品例如產品材料替換後的狀況材料替換後的狀況材料替換後的狀況材料替換後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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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所以做這件事成本一

定會提高定會提高定會提高定會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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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台灣整個供應的環台灣整個供應的環

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境也都還沒有成熟。。。。因為其實不只要求因為其實不只要求因為其實不只要求因為其實不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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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 公司 

B 公司品管中心的周經理認為要執行綠色專案之前，內部必須要先有此專案

是會提高公司生產成本的共識。因為，上游供應商會要求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產

品要比原來所供應的貴二到三成，主要是反應供應商將產品做檢測與更換用料的

成本。 

3.  C 公司 

研發部的黃協理認為歐盟的環保指令出來後，許多產品的零組件都必須更

換，所以需要人手去瞭解公司應該如何進行、成本會增加多少、供應商何時能夠

配合等等。最初先從研發部做起，但後來發現一個部門的人力與資源無法完成全

部的工作，因此成立綠色專案團隊。 

4.  D 公司 

影像事業群的王副總認為在 2004 年的時後，公司上游供應商對於綠色產品

的要求都還不清楚，因此若向供應商要求符合標準的產品，在當時都會賣的比較

貴，也還不一定有供應商可以供應。此外，王副總也提到檢測儀器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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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當初當初當初為了要加入為了要加入為了要加入為了要加入 SONY 的的的的 Green Partner，，，，SONY 還會要求我們買它的產品還會要求我們買它的產品還會要求我們買它的產品還會要求我們買它的產品

檢測儀器檢測儀器檢測儀器檢測儀器，，，，在當初算是蠻貴的設備在當初算是蠻貴的設備在當初算是蠻貴的設備在當初算是蠻貴的設備，，，，但因為但因為但因為但因為 SONY 會會會會派員派員派員派員教我們教我們教我們教我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與與與與

如何檢驗如何檢驗如何檢驗如何檢驗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所以我們還是要買所以我們還是要買所以我們還是要買所以我們還是要買。。。。」」」」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在綠色產品潮流的趨勢下，從原料投入、生產製造、產品使用到最終棄置與

回收，都包含於歐盟的環保法規的規範中，歐美與日本的品牌廠商也依據歐盟法

規的時間表，要求供應商提供符合綠色標準之產品。我國中心廠企業在這股綠色

潮流下，為符合綠色產品的標準，紛紛從綠色供應鏈管理做起。 

楊明璧、許諸靜（2004）認為綠色供應鏈與綠色採購實為一體兩面。我國電

機電子產業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主要扮演產品生產（OEM/ODM）的角色，來

自末端使用者對綠色採購要求，將透過供應鏈體系，間接迫使上游供應商配合執

行環保相關措施，以達成綠色產品供應鏈，形成綠色供應鏈。從工業生產的採購

過程來看，由於綠色趨勢的要求，企業將產出產品的上游供應商與下游採購商串

聯起來，由上而下按綠色採購執行，並由下而上按綠色供應鏈對應之（陳潤明，

1994）。 

本研究發現，中心廠企業對於綠色產品主要的推動方式除了透過本身研發、

設計、與製程的改善外，最重要的一環就在於綠色供應鏈管理。中心廠的供應商

數目愈多，管理的難度愈高（楊明璧、許諸靜，2004），尤其是許多台灣的中小

型供應商，無力負荷製程或材料轉換的成本，因此，中心廠企業在轉換綠色產品

的初期，必定會面對向供應商採購成本上升的挑戰。此外，中心廠企業本身也需

投資購買儀器與設備用於產品的檢驗，檢測供應商提供的產品是否符合標準、以

及公司產品出貨前也需進行檢測，確保產品符合法規或客戶的標準。公司所投入

的人力、時間與其他資源等無形成本，更是難以用數字計算。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四四四四 

中心廠企業之綠色專案的任務為產品與製程的延伸中心廠企業之綠色專案的任務為產品與製程的延伸中心廠企業之綠色專案的任務為產品與製程的延伸中心廠企業之綠色專案的任務為產品與製程的延伸、、、、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和品質改進和品質改進和品質改進和品質改進，，，，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都以輕量級專案團隊的組織方式來進行專案作業都以輕量級專案團隊的組織方式來進行專案作業都以輕量級專案團隊的組織方式來進行專案作業都以輕量級專案團隊的組織方式來進行專案作業。。。。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 

綠色專案團隊以 COO 為專案贊助者（The Executive Sponsor）、維修部門的

吳副理擔任專案經理；專案經理投入 50%以上的工作時間於專案，並由專案經理

與各部門主管協調部門代表參與團隊。團隊成員來自事業部、採購、工廠、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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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部、文件中心與法務部。綠色專案團隊於 2006 年 5 月順利完成專案任務並

解散團隊。 

2.  B 公司 

綠色專案團隊以總經理為專案贊助者（The Executive Sponsor），品保中心

的系統品保部周經理擔任專案經理；專案經理投入 100%以上的工作時間於專

案，並由專案經理與各部門主管協調部門代表參與團隊。 所有部門皆有代表參

與專案團隊。綠色專案團隊仍於 B 公司持續運作，處理與環保法規相關的議題。 

3.  C 公司 

綠色專案團隊以研發部主管黃協理為專案贊助者（The Executive Sponsor），

研發部的魏工程師擔任專案經理；專案經理投入 50%以上的工作時間於專案，並

由專案經理與各部門主管協調部門代表參與團隊。團隊成員來自行銷業務、資材

部、品保部、研發部、工廠、技術本部。綠色專案團隊於 2006 年 6 月順利完成

專案任務並解散團隊。 

4.  D 公司 

綠色專案團隊以執行長為專案贊助者（The Executive Sponsor），由採購部

的林經理擔任專案經理；專案經理投入 100%以上的工作時間於專案，由執行長

規定各事業群的主管必須參與專案團隊。團隊核心成員為各事業群主管。綠色專

案團隊於 2006 年 3 月完成任務，各事業群內部仍持續注意綠色產品於市場、國

際上的資訊。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輕量級團隊的成員仍然留在功能部門裡面，但各功能部門會派代表參加專案

協調會議，這些部門代表和輕量級專案經理一起合作。輕量級專案經理負責協調

不同功能部門的活動，但關鍵的資源仍由原功能部門經理掌握，因此對專案進行

中之人員調配、資源使用、計畫調整、與工作監督皆無實質控制權。部門代表乃

是在原來的工作之外，再額外增派新的工作責任（Clark ＆ Wheelwright，1993）。 

Clark ＆ Wheelwright (1993)認為輕量級的專案經理對單獨專案不會花 1/4

以上的時間。但是，本研究發現，綠色專案團隊之專案經理至少投入 50%以上的

工作時間於專案、甚至 100%投入。Clark ＆ Wheelwright (1993)也認為由於關鍵

權力的掌握在功能部門的經理人手中，所以輕量級專案的運作對於效率、速度和

專案品質很難真正獲得改善。但是，在任務為產品與製程的延伸、改良、和品質

改進的綠色產品專案，我國中心廠企業透過輕量級專案團隊的運作方式，皆能有

效率地完成任務，滿足客戶與環保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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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專案團隊的的的的知識管理程序知識管理程序知識管理程序知識管理程序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五五五五 

綠色專案團隊所需的環保法規與技術知識綠色專案團隊所需的環保法規與技術知識綠色專案團隊所需的環保法規與技術知識綠色專案團隊所需的環保法規與技術知識，，，，皆需要從外部吸收皆需要從外部吸收皆需要從外部吸收皆需要從外部吸收、、、、學習學習學習學習，，，，並整合為並整合為並整合為並整合為

公司內部專屬的知識公司內部專屬的知識公司內部專屬的知識公司內部專屬的知識。。。。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 

專案經理從外部單位獲取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要求的知識，並整合為公司內

部的規範，因此需要從外部吸收知識，例如經濟部「RoHS」服務團所辦的輔導

課程、工研院辦的研討會等等。專案經理從工研院的研討會中得知工研院材料所

有與綠色產品相關的技術，也會引薦專家與 A 公司之工廠和 R＆D 的工程師上

技術相關的課程。 

2.  B 公司 

專案經理必須吸收和學習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要求的知識法規，因此需要從

外部單位獲取相關知識，例如工研院、台灣產經會、SGS 台灣檢驗科技等單位。

專案經理在外部上課時，只要知道相關技術的課程，都會請老師到 B 公司為技

術相關人員上課或辦內部的研討會。 

3.  C 公司 

專案經理主要的任務是要研讀和學習與法規相關的資料，進一步瞭解所有的

法規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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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將其整理為公司內部的知識。因此，專案經理花很多工作之餘的時間到外部

單位上課，例如塑膠中心、SGS 台灣檢驗科技等單位。魏工程師也常常引進外部

檢測單位的專業人員，向 C 公司的工廠和品管部上產品檢驗技術的課程。 

4.  D 公司 

專案經理主要吸收的知識是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的要求，並在專案會議上，

將其知識分享給各事業群的主管。主要外部吸收知識的來源是工研院、外部檢驗

單位。專案經理對於技術知識的部分著墨較少，但有時候也會請外部單位的專業

人員與他一起至各事業群上課。比較特別的是，D 公司有種子教師的制度，被選

為種子教師的員工，必須到外部單位上課或受訓，將所吸收的知識整合後，在到

各事業群上課；對 D 公司而言，大部分的技術知識是由種子教師吸收後再與各

事業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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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法規和國際品牌大廠的要求、或是產品的研發、製程變

更、檢測等技術知識，綠色專案團隊都會有效率地與外部單位連結，學習必吸收

外部知識，並將其知識整合為公司內部的專屬知識。在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要求

的知識方面，都是透過專案經理先從外部吸收相關的知識，在整理後轉化為公司

專屬知識，分享給專案團隊成員、公司全體人員。而技術相關知識方面，由專案

經理與需要技術知識部門的成員一同搜尋外部知識來源，並由該部門的技術人員

學習與吸收技術相關知識。 

Leonard-Barton (1995)認為很少有公司能夠在不假外求的情況下，建立所有

的核心能力。當公司發現重要的策略性資產沒有或是不能從內部取得時，「能力

落差」 即出現，這時，公司就必須從外面獲取知識。外部知識來源有很多，公

司需培養吸收知識的機制，以廣泛的吸收機制從外界引入知識，並與外界不斷地

互動，培養技術守門員（Technological Gatekeeper）等，以有效地自外界學習知

識。 

綠色專案團隊從外部吸收知識的考量在於時間的效率。無論是歐盟的環保法

規或是國際品牌大廠的要求，都對我國中心廠企業有時間上的限制與壓力，所以

公司無法讓所需要的知識都由內部自行創造。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經理可以扮演

技術守門員的角色。專案經理透過吸收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要求的知識後，會順

便瞭解哪些技術知識是哪些部門所需要的，並透過與外部單位平常所建立的人

脈，為各部門引進外部的技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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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六六六六 

綠色專案團隊透過跨部門成員的知識分享與合作綠色專案團隊透過跨部門成員的知識分享與合作綠色專案團隊透過跨部門成員的知識分享與合作綠色專案團隊透過跨部門成員的知識分享與合作，，，，以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主要以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主要以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主要以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主要

的知識創造活動的知識創造活動的知識創造活動的知識創造活動。。。。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綠色專案團隊的共同解決問題之個案驗證如表 5-1 所示。 

表表表表 5- 1、、、、綠色專案團隊的共同解決問題之個案驗證綠色專案團隊的共同解決問題之個案驗證綠色專案團隊的共同解決問題之個案驗證綠色專案團隊的共同解決問題之個案驗證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個案公司 輕量級輕量級輕量級輕量級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專案經理 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共同解決問題之知識創造之知識創造之知識創造之知識創造 

A 公司 

● 維修部（RMA）的吳副

理擔任 

● 九年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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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司 

● 系統品保部（SQA）的周

經理擔任 

● 八年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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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公司 

● 研發部資深的魏工程師

擔任 

● 八年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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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公司 

● 採購部資深的林經理擔

任 

● 近 10 年的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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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Leonard-Barton (1995)認為，由於組織面對的競爭環境愈來愈複雜，新產品

或服務的開發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各類的問題，因此愈發迫切需要各種學科、認

知、地理和文化領域相異的人士來集思，共同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時，主要受

專業、偏愛的認知風格、與偏愛的工具和方法三方面所影響，這三種知性差異的

來源有時會導致分裂，並造成解決問題的障礙，但若運用得當，上述三種來源可

能也會成為新契機。 

綠色專案團隊為輕量級專案團隊的架構。輕量級專案經理擔任跨部門的整體

協調者，與各部門的代表或協調者（liaison person）持續改善的溝通和協調，也

負責監督整體專案的運作（Clark ＆ Wheelwright，1993）。而 Leonard-Bart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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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共同解決問題時會受到各部門的專業、偏愛的認知風格所影響。組織可以蓄

意的安排，讓各部門旗幟鮮明的「思想世界」有所交集；方法是建立可翻譯不同

「語言」以及降低不同專業的衝突性機制，也就是讓「翻譯者」與各部門進行溝

通與協調；「翻譯者」具備深刻的學理與豐富的實務經驗，因此能以不同的觀點

看事情。 

綠色專案團隊的輕量級專案經理都有屬於自己工作上的專業知識，以品管的

專業居多；加上在公司服務超過 8 年以上，因此也累積了相當地經驗與人脈，可

有效扮演跨部門「翻譯者」的角色。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七七七七 

綠色專案團隊擴散與吸收知識的活動主要以教育訓練為主綠色專案團隊擴散與吸收知識的活動主要以教育訓練為主綠色專案團隊擴散與吸收知識的活動主要以教育訓練為主綠色專案團隊擴散與吸收知識的活動主要以教育訓練為主。。。。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 

綠色專案在進行的過程中，會適時地視各部門所需要的技術相關之主題與

問、或在有新的法令更新與宣導的階段，會讓不同部門進來參與專案會議，並透

過多次的教育訓練，讓綠色專案團隊所創造的知識能夠順利的擴散。 

2.  B 公司 

專案經理吸收、學習完相關知識後，會針對專案團隊中不同層級、不同專業

的人員舉辦不同之教育訓練。專案經理會視每次會議來參加的人員層級與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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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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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門的「種子師資」，種子師資需負責將在專案團隊所學習的知識擴散至各部

門。B 公司的綠色專案團隊也會向供應商舉辦多次的教育訓練與說明會，同時也

會告知下游客戶端最新的訊息。 

3.  C 公司 

由專案經理向公司高層與各部門成員進行環保法規的教育訓練，技術知識的

部分由專案經理引進外部檢測單位的專業人員，向 C 公司的研發、品保、技術

本部與工廠舉辦教育訓練。此外，專案經理也與外部檢測單位合作，為 C 公司

為數眾多的供應商舉辦多次的說明會，將知識擴散至供應鏈；同時，下游部分反

應比較慢的客戶端，也會透過團隊中的業務人員向他們宣導。 

4.  D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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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透過定期的專案會議，將知識擴散給各部門的主管。除了專案經理

親自作教育訓練外，D 公司有「種子教師」的制度。種子教師會至外部學習法規

與技術相關的知識，在至各部門或跨部門進行知識的擴散。D 公司也要求上課的

學員要進行考試或報告的繳交，以及對種子教師提供意見，回饋給教師作參考與

改進。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Nonaka ＆ Takeuchi (1995)之知識擴散理論，說明知識通常由單位開始，再

擴散至個人、組織，甚至跨組織。Grant (1996)認為知識本身具有「獨享性」，必

須有公開的意願和能力，才能使知識擴散管道有效運作。汪昭芬（2000）定義知

識擴散管理為「某單位將其知識有效率/效能地擴散、傳播至同組織其他單位，

使其能共享、共用此知識之管理活動」。 

本研究發現，公司所需要的法規與國際品牌大廠要求的知識，都是透過教育

訓練的方式將知識擴散至全公司的員工；作法比較積極的公司，除了將知識於公

司內部擴散外，也會擴散至上游供應商與下游客戶端。在技術相關知識的擴散方

面，教育訓練也是很重要的知識擴散與吸收之方式，但有部分技術知識是公司的

技術人員直接與外部單外之專業人員學習。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環保壓力來源與綠色專案團隊之關係環保壓力來源與綠色專案團隊之關係環保壓力來源與綠色專案團隊之關係環保壓力來源與綠色專案團隊之關係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八八八八 

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並非是中心廠企業開始處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並非是中心廠企業開始處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並非是中心廠企業開始處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並非是中心廠企業開始處理綠色產品議題的主要驅動因理綠色產品議題的主要驅動因理綠色產品議題的主要驅動因理綠色產品議題的主要驅動因

素素素素；；；；外部的環保壓力與產業環境才是主要的驅動因素外部的環保壓力與產業環境才是主要的驅動因素外部的環保壓力與產業環境才是主要的驅動因素外部的環保壓力與產業環境才是主要的驅動因素。。。。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四家個案公司皆認為此專案必須面對成本上升、製程需改變與需要為數眾多

的供應商配合，因此才需要成立跨部門的專案團隊來推動綠色產品。由成立的時

間點來看，B 公司在 2003 年底為最早、C 公司在 2005 年 6 月為最慢，雖然有時

間上的落差，但是四家個案公司皆能在法規與國際大場所要求的期限內完成綠色

產品的轉換。歐盟的 WEEE 與 RoHS 在 2002 年時就以經由歐盟議會二讀通過，

但在實施日期和內容都還沒確定的時後，較積極主動的 B 公司和 C 公司也不會

開始著手處理，都還是等到法令要求確定、國際大廠的要求也出來後，才開始思

考如何應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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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我國中心廠企業無論是內部自發性環保動機較強或較被動的公

司，都不會主動預應的提前對綠色產品著手處理。如研究發現三所示，中心廠企

業欲將產品轉換成符合法規或國際大廠標準的綠色產品，都會遇到成本上升、製

程轉換與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議題，最直接的影響即是公司成本的上升；此外，中

心廠企業欲提供綠色產品，內部需要吸收原來所沒有的法規與技術相關知識與能

力，但其實提供的產品還是相同，並未創造出新的產品，只是產品符合了環保法

規的標準；更有甚者，綠色產品還需要為數眾多的供應商都能有相同的態度與能

力的情況下，中心廠企業才有辦法生產。 

企業是目標導向的組織，但是，以往企業的目標中並沒有將環保包含在內。

對於社會總體而言，環保卻是總體社會經濟系統中相當重要的目標（賴士葆、溫

肇東、陳宥杉，2004）。為了促使企業將環保目標放在企業的經營目標裡，各國

的社會制度衍生出各類規範及程序，促使企業將環境目標列入企業本身的目標

裡，其方式有兩種，分別是「外部推動」與「自動改變」，也就是企業所面臨的

環保壓力包含外部環保壓力與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兩種（Schreiner，1998；高明

瑞，1993）。歐盟先進國家看準供應鏈間環環相扣的利益關係，積極將一些環保

訴求跳脫過去道德勸說的層面而開始立法，並且訂定時程確定要執行，希望以歐

盟龐大的商業市場為後盾，帶領全世界製造業進入一個對環境更友善的新紀元。 

由上述的文獻與個案中可以瞭解，就算中心廠企業內部對於環保法規的推動

很積極主動，也很難領先其它廠商，提早於市場上銷售綠色產品。因此，對於綠

色產品的推動，主要的驅動因素還是國際上政府的法規要求，例如歐盟的三大環

保指令（WEEE、RoHS、EuP），在政府訂出指令後，國際品牌大廠紛紛跟進、

國際大廠再向我國的中心供應廠要求、我國中心廠企業才會開始面對與處理綠色

產品的議題，成立綠色專案團隊。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九九九九 

綠色專案團隊的建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建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建立綠色專案團隊的建立，，，，內部環保壓力較強的企業是由專責人員推動內部環保壓力較強的企業是由專責人員推動內部環保壓力較強的企業是由專責人員推動內部環保壓力較強的企業是由專責人員推動；；；；內部環保壓內部環保壓內部環保壓內部環保壓

力較弱的企業力較弱的企業力較弱的企業力較弱的企業，，，，則是由企業的高階主管推動則是由企業的高階主管推動則是由企業的高階主管推動則是由企業的高階主管推動。。。。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1.  A 公司 

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較為被動。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方式是由公司高層主管

多次開會討論，最後決議由 COO 擔任贊助管，成立 Green Team 專案團隊。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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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被指派後才開始學習環保法規的知識，團隊運作初期花較多時間於知識吸

收。 

2.  B 公司 

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較為積極。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方式是由系統品保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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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在團隊成立前，已先瞭解環保法規的要求與作法，

在成立專案團隊後，馬上順利地推動至各部門。 

3.  C 公司 

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較為積極。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方式是由研發部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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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在團隊成立前，已先瞭解環保

法規的要求與作法，在成立專案團隊後，馬上順利地推動至各部門。 

4.  D 公司 

內部自發性環保壓力較為被動。成立綠色專案團隊的方式是執行長在接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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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理被指派後才開始學習環保法規的知識，團隊運

作初期花較多時間於知識吸收上。各事業群的環保目標與專案團隊的目標始終無

法一致，致使各事業群以其他方式處理綠色產品的問題，例如，影像事業群以類

似功能別的運作方式，透過系統流程的事先建置，各功能部門一個接著一個的運

作。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對於環保較為積極的公司，綠色專案團隊的推動是由原來負責

相關工作的第一線人員所推動而成立；而對環保較為被動的公司，都是在公司高

階主管的要求下，如營運長、執行長，直接指派專案經理成立專案團隊。公司內

部專責人員推動的專案團隊，由該推動人員說服其它部門成員與主管，讓主管支

持該推動人員成立專案團隊，並擔任專案經理。由公司高階主管決定成立的專案

團隊，於公司高階主管會議討論環保法規對公司的影響後，再由營運長或執行長

決定成立團隊；或是營運長、執行長接受到幕僚對環保法規的評估與建議，才決

定成立跨部門的團隊來應對。 

由於公司對於環保的議題就是比較積極的態度，因此內部專責的人員平時就

會主動地觀察環保法規的變化，以現場作業的第一線人員身份去瞭解，更容易知

道環保法規對公司各部門的影響、與各部門所需要的法規和技術知識為何，也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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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與各部門執行的人員合作，在成立專案團隊之前，該專責人員幾乎已經吸收

好相關的環保法規知識與作法，成立專案團隊後的推動工作也會更加容易。相對

地，由公司高階主管推動而成立的綠色專案團隊，專案經理是臨時被指派的，而

且不一定是指派原來工作與環保法規直接相關的人員，因此在被指派後才開始學

習環保相關的法規知識與技術相關知識，也必須花比較多的時間才能瞭解各部門

的運作要如何派合，才能夠讓綠色專案團隊的推動較順利。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其它研究發現其它研究發現其它研究發現其它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十十十十 

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贊助者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贊助者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贊助者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贊助者（（（（The Executive Sponsor））））若為單一部門的最高主若為單一部門的最高主若為單一部門的最高主若為單一部門的最高主

管管管管，，，，容易形成偏頗的決策容易形成偏頗的決策容易形成偏頗的決策容易形成偏頗的決策。。。。 

（（（（一一一一））））、、、、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個案驗證 

A 公司的綠色專案贊助者原為公司的營運長（COO），但營運長在綠色專案

剛成立後便離開了 A 公司，因此由技術長（CTO）暫代營運長的職務，也成了

綠色專案團隊的贊助者，而技術長也負責掌管 A 公司的事業部。 

綠色專案團隊的專案經理曾經為了要解決事業部、工廠與採購部門間的衝

突，衝突點在於工廠和採購部都希望各事業部的 R＆D 能夠將產品的 BOM 表和

料號，重新依照符合環保標準捍衛符合環保標準的材料分別編料號，但是 A 公

司的產品屬於少量多樣的工業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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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R＆D 的負擔相當重。工廠和採購部認為不將料號重

編的話，會照成它們作業上的困難、也會分不清楚哪些才是符合環保標準的材

料，庫存的管理產生困難。最後，由 CTO 協調各部門後，工廠和採購部門讓步，

CTO 支持事業部暫時不用重新編新 BOM 表與重新將料號編，只要先在重點的產

品和零組件上重新編修即可。S 課長提到當初的決策： 

「「「「這樣的決策在當初執行上是比較省事這樣的決策在當初執行上是比較省事這樣的決策在當初執行上是比較省事這樣的決策在當初執行上是比較省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但從現在來看，，，，實際上是繞了更實際上是繞了更實際上是繞了更實際上是繞了更的的的的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造成現在工廠用料都造成現在工廠用料都造成現在工廠用料都造成現在工廠用料都還有點混亂還有點混亂還有點混亂還有點混亂。。。。由於未區分料號由於未區分料號由於未區分料號由於未區分料號，，，，使得材料的庫存使得材料的庫存使得材料的庫存使得材料的庫存

成本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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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所需庫存的材料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現在所需庫存的材料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現在所需庫存的材料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現在所需庫存的材料種類又比過去增加許多，，，，

而當初未趁著而當初未趁著而當初未趁著而當初未趁著綠色專案團隊綠色專案團隊綠色專案團隊綠色專案團隊的機會來重新編排料號的機會來重新編排料號的機會來重新編排料號的機會來重新編排料號，，，，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使得現在有鉛和無鉛的

材料更為混亂了材料更為混亂了材料更為混亂了材料更為混亂了，，，，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之增加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之增加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之增加很多作業上的無形成本也隨之增加。」。」。」。」    

（（（（二二二二））））、、、、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說明與討論 

Robert ＆ Richard (2004)認為，無論專案是由一個管理者或一群成員所組

成，都必須有贊助者（Sponsor），他們必須是經理人或行政主管，與專案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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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利害關係，而且對專案績效富有責任。贊助者有權定義工作範圍，對工作

提供必要的資源，並且核准或拒絕最後的成果。專案贊助者的職責為：1.以最高

層階級支援專案；2.排除組織障礙；3.提供專案成功所需的資源；4.與執行長和

主要利害關係人有效溝通。 

專案贊助者雖然很少參與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而是授權給專案經理代為執

行，專案經理遇到困難、專案團隊決議的簽核、或是專案團隊發生衝突時，通常

都需要由專案贊助者來決定與負責，因此，專案贊助者所做的決策，不只會影響

綠色專案團隊的運作，可能還會對全公司產生影響。專案贊助者若是由某部門的

最高主管擔任，可能會發生部門間產生衝突交由專案贊助者做決策時，產生偏頗

的情形；或是，專案贊助者為了讓綠色專案能在預定的時程目標內達到目標，而

做出利於綠色專案團隊但不利於公司全體的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