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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地球的自然環境承載著人類所有的活動，因此人類應維護這塊

土地，讓地球生生不息。但地球環境的現況，卻因人類的濫用與破壞，

更形惡化。據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表示1，南極臭氧層

破洞在 2006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間的平均面積，為歷年觀察結

果之最，達兩千七百四十萬平方公里。臭氧層可阻擋陽光中有害的紫

外線，南極的臭氧層每年越來越薄，主要是因為人工化學物會侵蝕臭

氧的氯與溴釋放到同溫層，地球環境惡化的情況威脅到人類在地球的

永續生存與發展。人類將危害物質釋放到自然環境中是環境惡化之主

因，因此近來無論團體或個人對環境保護的呼聲高漲，進而要求產業

界在營利之餘，應對環境善盡責任。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在研究背景部分，將簡要說明地球環境惡化後，產業界對環境的永續

發展所做的努力，並說明台灣電子電機產業為因應客戶之要求，投入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狀況。在研究動機部分，則說明筆者基於對業界在

企業電子化方面的發展之持續關切與環境議題的興趣，而對業界導入

綠色供應鏈管理之議題進行研究。第二節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研

究目的；第三節與第四節則分別界定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節從三方面說明研究之背景，一是自然環境惡化，民眾避免

1 資料來源為 NASA 網站，網址為 http://www.nasa.goc，閱覽時間為 200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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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對環境有害的產品；二是順應環保民意，歐盟訂定法規，限制含

有危害物質之電子電機產品輸往歐洲；三是國際品牌大廠也參考這些

法令，自訂其綠色產品及環境管理之規範，台灣廠商作為品牌大廠的

代工中心廠，也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產製綠色產品。環境管理是指

產品、製程與組織對實體、生態、文化系統的衝擊之管理[Winn &

Roome, 1993]，亦即企業在營運過程中，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的負面

影響所採取的回應與處理的程序。從企業的觀點來看，環境管理是將

對環境的關懷和環境理念應用在產品設計到回收後再處理的產品發

展生命週期中。

一、研究背景

自然環境是原料的來源，也承載了所有人類的活動；同時，自

然環境供應原物料與吸收社會所排放的廢棄物的能力是有限的，從鄰

家園藝電動工具所發出的噪音，到全球暖化與大氣臭氧層之消耗等不

同層次的問題，在在顯示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制。雖然社會對此問

題也提出解決方案，也有一些資源管理成功的案例，但與全球經濟成

長相較，仍然未能對應地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環境資源管理系統

[Sinding, 2000]。

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概念在發展之初，強調的是

乾淨的水與空氣。美國環境品質委員會[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96]認為「環境品質」的層面包括：安全的飲用水、健康的

生態系統、安全無虞的食物、無毒社區、安全的廢棄物管理、與污染

土地復育等等。在彼時，民眾也逐漸重視自然環境的整體條件，環境

及消費者利益團體更透過媒體，提供各種環保資訊給大眾。很多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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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到環境保護的最大敵人是製造與生產的活動，生產與製造的過程

被認為是危害環境的元兇，因為這些過程會產生廢棄物、瓦解生態系

統、並且消耗自然資源[Fiksel, 1996]；這些過程對環境造成的傷害遠

快於地球的復育能力。

世界各國之所以訂定環境保護政策，一方面來自於環保團體的

壓力，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消費大眾逐漸興起的環保消費意識。在美

國，約有 75%的消費者認為，他們的購買決定會考慮該公司的環保聲

譽；更有 80%的人願意付更高價格，購買對環境友善的產品[Lamming

& Hampson, 1996]。就世界的層次而言，針對 22 個國家對環境態度

的調查發現[Elkington, 1994]：

1. 在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有半數認為環境是人口、能源、及全

球暖化等三個最嚴重問題之一。

2. 多數國家的大部分人民認為，環境狀態會影響他們的健康；

更有絕大多數的人認為，環境會影響他們子女的健康。

3. 有 16 個國家認為，他們會避免購買對環境有害的產品。

在一般居民關心健康與消費者要求綠色產品的情形下，各國政府也訂

定有關保護水源、清淨空氣的法令，並針對企業環境績效訂定嚴格的

標準。

隨著科技進步，人們大量使用各種電子與電機產品，隨之而來

的是廢棄電子與電機產品之處理問題。這些廢棄的電子電機產品大多

含有毒物質，若未加以適當處理，將對環境造成永久性傷害。在全球

對環保與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視下，先進國家對電子產品中有害物質的

限用與管制措施之制訂，亦日趨積極。歐盟於 2003 年 2 月公佈「廢

電機電子設備回收（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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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E）」及「電子電機設備限用有害物質（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兩項環保指令（directive），明確規定未來銷售至歐盟市場的

電子與電機產品，須符合產品回收法的相關規定，以及禁用六項有害

物質（鉛、鎘、汞、六價鉻、多溴聯苯、及多溴二苯醚），此兩環保

指令將分別自 2005 年 8 月及 2006 年 7 月開始實施。

WEEE 指令規定，電機電子設備的中心廠或品牌廠商自 2005 年

起，需擔負產品回收與再利用的責任及相關的費用，以減少電機電子

產品廢棄物的數量，提高產品使用價值。RoHS 指令則規定，自 2006

年 7 月起，銷售至歐盟地區的電機與電子產品禁止使用鉛、汞、鎘、

六價鉻、多溴聯苯、多溴二苯醚等六種有害物質。前者強調對電機電

子產品的回收與再利用；後者強調電機電子產品製造過程中，對於六

項有害環境物質的限用。

台灣歷經多年努力，已成為全球電子產品的供應中心，依據台

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統計，2004 年台灣電機電子相關產業總產值

為 1,697.69 億美元，約佔台灣工業總產值 49.19%；出口金額為 866.24

億美元，約佔台灣總出口產值的 49.8%。2又根據經濟部網站資料顯

示，2004 年我國資訊硬體產值為 696 億美元（次於美、中、日）。3又

依據資策會 MIC 2005 年 6 月的資料顯示4，台灣近年來出貨歐盟地區

的資訊硬體比例為 28.2%，僅次於美國地區的 29.8%，極有可能在未

2 請參考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出版之電工資訊雜誌第 195 期，網址為
http://www.teema.org.tw/publish/default.asp。

3 請參考經濟部資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網站，網址為 http://www.ociid.org.tw/modules/tinyd0。
4 請參考經濟部資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簡報，名稱為「2004 年國際資訊廠商在台國際採購處採

購現況及意見調查」，網址為
http://www.ociid.org.tw/modules/wfsection/viewarticles.php?catego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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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超越美國地區成為我國資訊硬體出貨的主要地區，由此可見歐盟所

公布的 WEEE 與 RoHS 等指令對台灣資訊硬體產業的影響程度。

台灣的電子廠商，大多為國外品牌大廠的代工製造廠或代工設

計廠，WEEE 與 RoHS 兩環保指令之公佈，影響台灣電子產業甚巨，

其中又以 RoHS 指令對台灣廠商衝擊最大。RoHS 指令，強調對產品

的有害物質含量之控制須從源頭做起，在進行原物料採購時，即需檢

視原物料是否符合有害物質含量的規定。國際品牌大廠在面臨環保法

令的壓力下，亦要求台灣代工廠及其上游零組件供應商，一起加入綠

色供應鏈管理的行列，共同致力於「綠色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因此，

國內廠商為因應歐盟法令與客戶要求，相繼投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為因應 RoHS 指令對產品之要求，國際品牌大廠如：SONY、

HP、Motorola、Dell、Apple、EPSON 等，均自訂其綠色產品及環境

管理之規範，並要求國內代工廠商改採綠色產品設計、選用符合規定

的零組件、修正現有的產品管理系統、簽具不使用有害物質的切結書

等，以求產品能符合環保規範。而國內廠商在品牌客戶的壓力下，亦

將此環保要求轉告其上游零組件供應商，並要求供應商共同導入綠色

供應鏈管理，定期對供應商作相關的評估與檢視。綠色供應鏈管理之

導入，一方面能讓台灣廠商整個供應鏈體系所生產的產品，能符合國

際環保指令之規定，降低來自國際品牌大廠懲罰性賠償的風險；另一

方面國內廠商能利用此機會，致力於環保性替代原料的開發、綠色產

品的研發與製造，以及上下游廠商間綠色供應鏈管理機制之建立，將

原本形同「非貿易障礙」的環保指令，轉為促進國內廠商生產技術升

級的一項動力，使台灣廠商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所具備的優勢，除傳統

供應鏈所強調的品質、成本、速度之外，又增加「綠色產品」之研發

與提供能力之優勢，無形中強化台灣廠商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製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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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二、研究動機

1999 年 3 月，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先生率領國內產、官、學

界專家，赴美參訪 IBM、Dell、Oracle 等多家企業與機構，擷取美國

產業界推動電子化供應鏈及企業電子化經驗，回國後即建議政府積極

推動台灣產業電子化工作。政府隨即於 1999 年 6 月，將原已執行多

年的「產業自動化計畫」擴大為「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動方案」，

以製造業、商業、金融證券業、農業、營建業、政府部門等為對象，

積極輔導各產業建立電子化供應鏈，並籌畫「推動資訊業電子化計畫」

（即 A、B 計畫），作為推動其他產業電子化之標竿計畫。自此，在

短短的五年內，政府積極展開「資訊業電子化 ABCDE 計畫」，協助

國內資訊業者建立供應鏈體系資訊流、金流、物流、設計流等之電子

化。

在此期間，全球適逢 2000 年「.COM」公司泡沫化的衝擊，於

是利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Internet）平台，全面改造廠商與供應商

的採購流程，以及廠商與客戶的銷售流程，以創造企業價值，便成為

當時資訊科技的運用重點，而這也是電子化企業（electronic business）

的核心觀念與作法，迥異於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強調於

利用數位化方式進行交易。電子化企業的重點在於利用網際網路與資

訊科技進行跨組織的企業流程改造，因此特別強調「流程」；電子商

務則強調線上的交易行為，其重點為「交易」。綜合而言，「A、B、C、

D、E」計畫是以資訊業廠商為主體，針對其商流、金流、物流、設

計流等活動，運用網際網路的技術，重新建構嶄新的企業模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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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計畫的主軸是以網際網路的技術，全面改造台灣資訊產業大廠

與客戶的銷售關係，以及與供應商的採購關係。

在 A、B 計畫完成後，為協助資訊產業解決跨國性之金流、物

流、及共同標準問題，政府於 2001 年 7 月至 2003 年 12 月，進一步

推動 C、D、E 計畫；C 指金流（cash）、D 指物流（delivery）、E 指

協同設計（engineering collaboration）。因此，C、D、E 計畫係以 A、

B 計畫為基礎，輔導至少 25 個體系的上下游廠商，進行金流、物流、

協同設計等活動之電子化，其目的乃延伸 AB 計畫電子供應鏈之應用

範圍及效果。C、D、E 計畫推動範疇包括：帳款收付、帳務管理、

線上融資、全球庫存管理、貨況追蹤、及協同設計等電子化服務。

為因應於 2005 年 8 月開始實施的 WEEE 指令，以及於 2006 年

7 月實施的 RoHS 指令，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對國內電子業中心

廠與供應商而言，不僅勢在必行，且具迫切性。經濟部於 2005 年 5

月特別設置「歐盟環保指令因應對策小組」，邀集所屬工業局、標準

檢驗局、技術處、和中小企業處等單位，訂定整體因應策略，並研訂

出「我國產業因應歐盟環保指令行動方案」作為策略指導方針，積極

展開各項輔導工作，以協助廠商儘早因應新的環保規範。經濟部於

2005 年 7 月 27 日宣布啟動「寰淨計畫（G 計畫）」。

寰淨計畫（G 計畫）乃結合以電子業中心廠為主之供應鏈體系、

檢測驗證機構、產業公協會、及資訊服務業者等相關單位，協助資訊

電子產業運用既有的電子化供應鏈基礎，加強台灣廠商對於電子產品

或零組件的綠色管理能力，建構完整的產業綠色供應鏈電子化體系解

決方案。G 計畫的三項重要工作包括：「輔導建置綠色供應鏈資訊管

理示範系統」、「建立綠色產品及管理系統認證、驗證標準及體系」及

「綠色材料與零組件驗證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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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計畫分兩階段推動，初期為輔導輸歐產值高的資訊電子業

者，以中心廠帶動供應商方式，建立電子化綠色供應鏈體系；國內品

牌廠商則以因應 WEEE 之規範為主，輔導建立綠色產品回收體系及

回收管理平台之示範系統；中長期則將推動對象擴及產險公司，以協

助業者因應違反歐盟規範所產生之求償索賠，建立風險控管機制。參

與 G 計畫初期階段的業者或機構包括：華碩電腦、神達電腦、大眾

電腦、智邦科技、台灣檢驗科技、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及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等，此計畫預計在 2006 年 6 月底，完成輔導國內

15 個中心體系，帶動超過 1,000 家供應商符合歐盟環保指令之要求。

為因應社會大眾對綠色產品的期待與環保法令的要求，綠色研

發、綠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運輸、綠色行銷、及逆向物流（reverse

logistics）等議題，對企業而言，日形重要。對於建置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業者而言，綠色供應鏈管理是企業流程的再造，乃將環保的概念

整合至既有的供應鏈體系的運作環節中，包括：產品的設計、原物料

採購、產品的製造、產品的銷售、及產品使用後的回收等。短期而言，

綠色供應鏈的建置，將確保未來輸至歐盟國家的電子產品能符合

RoHS 等環保指令的規定，避免一旦產品被檢驗出含有害物質，不僅

品牌大廠將遭受鉅額罰款，且上游廠商亦需擔負相關責任。就長期趨

勢而言，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推動，將使台灣電子廠商所代工的產品，

符合國際環保標準，強化廠商在國際代工市場的競爭力。換言之，「綠

色產品」將成為供應鏈體系，在傳統的「成本」、「速度」、「彈性」等

競爭因子外，另一項的競爭重點。

美國國際開發署（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所屬美亞環保聯盟(the United States—Asia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US-AEP)於 1999 年的報告[US-AEP, 1999]指出，影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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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供應鏈的環境管理（supply cha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之

因素，主要可分為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兩類。在外部因素方面，主要

來自環保法令的規定、客戶的要求，以及股東或其他環保團體的壓

力；而在內部因素部分則包括：（1）基於降低風險管理的考量，廠商

瞭解身為供應鏈的成員，則必須共同承擔產品因不符合環保規定而招

致的損失，為降低此種風險，需進行供應鏈的環境管理。（2）基於效

益的考量，此部分的效益可能來自於廠商與其供應商，因進行環境污

染的控制而使其生產成本降低，或因採取協同設計而獲致效益。（3）

對環境議題的重視，當企業本身越重視環境管理的績效時，則越瞭解

企業的環境管理，不能獨善其身，必須將上游供應商的作業一起納入

管理。（4）維護及提升企業形象，藉由對供應鏈整體作環境管理，一

方面可避免企業因產品發生問題，導致企業聲譽受損，另一方面，可

因積極投入綠色產品的生產，提升企業形象。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需要中心廠與供應商雙方的合作與相

互配合。在導入過程中，中心廠雖居於主導地位，但仍需供應商在人

員、作業流程、系統建置…等事項的配合與執行，如：中心廠需要供

應商提供「綠色零組件的檢驗報告」、「不使用禁用物質的承諾書」、

成立「專責單位」、建立「符合環保的控管流程」、並輔導其上游廠商

採取因應措施等等。

對中心廠而言，RoHS 環保指令即將於 2006 年 7 月開始實施，

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不僅必要，且具緊迫性。整個體系若未能及

早完成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建置，產品將無法輸至歐盟國家。因此，中

心廠透過各種措施或作為，如：舉辦供應商說明會，宣導綠色供應鏈

管理的目的與效益，說明供應商需繳交的檢驗文件與對供應商的稽核

重點，提出「若未導入綠色供應鏈，未來可能沒訂單」等，希望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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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對於中心廠所要求的事項，能積極配合，不僅要作得對，也要作得

快。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一，來自於對業界在企業電子化方面的發

展之持續關切與興趣。在電子業的電子化採購計畫（B 計畫）結束後，

筆者仍持續關注電子業中心廠在電子化的後續發展，並與部分推動電

子化計畫的人員保持聯繫。寰淨計畫（G 計畫）於 2005 年 7 月開始

執行後，筆者曾透過對 S 公司，負責推動綠色供應鏈計畫人員的訪

談，以及取得其 S 公司與其供應商的會議資料，從中瞭解 S 公司與其

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過程與內容。從訪談過程中亦得知，為

順利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有諸多新作法或要求事項需要供應商的配

合與採行。因此，為提高供應商對 S 公司各種要求事項的配合度，S

公司針對不同特性的供應商，採取不同的作為或措施。但根據 S 公司

受訪者表示，縱然他們已盡量針對供應商的特性，採取不同的方式，

試圖提高供應商對各要求事項的接受度與配合意願，但供應商對於 S

公司要求事項的回應與配合程度，仍有所不同。

綜合上述的訪談結果可發現：第一，S 公司（中心廠）與在推

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時，著重於思考對供應商該採取何種措施，以及這

些措施對供應商的配合度產生何種影響，而較少深入瞭解影響供應商

對於 S 公司要求事項的配合度的因素為何？第二，供應商對於 S 公司

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的配合度，可從供應商對其要求事項的執行

情況，加以觀察，但供應商對 S 公司要求事項的配合程度，並不完全

取決於 S 公司對供應商所採取的措施或作為。第三，從訪談中，僅瞭

解中心廠對於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作法與看法，但並不瞭解供應商

在配合導入時，對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此事，或對中心廠在導入過

程所採取的措施之看法與感受。基於上述的訪談發現，引發作者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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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角度，探討：供應商在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有

那些因素會影響他們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觀念被引進並落實到台灣業界，乃是近幾年

的事。對國內的電子業廠商而言，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是新事物的

採用（innovation adoption），是以傳統的供應鏈管理為基礎，基於對

環境管理議題之重視，結合上下游廠商，為生產出對環境造成最低傷

害的產品，而進行的管理方式。歐盟的 RoHS 指令雖於 2003 年公佈，

並預計於 2006 年 7 月開始實施，但台灣的電子業廠商於 2005 年，在

經濟部工業局的「寰凈」計畫之推動下，由電子業中心廠結合其上游

供應商，積極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因此，對於大部分的國內廠商而

言，近幾年仍處於學習與摸索階段，在導入初期，台灣廠商關注的重

點在於，學習因應各國際大廠對於「綠色產品」的不同要求，尋找合

格的替代材料，轉換相關產品的製程，以確保所生產的原物料產品不

含「有害物質」。又因為國際品牌大廠著眼於未來消費者對於「綠色

產品」的重視，以及降低未來因產品含有危害物質而造成的風險，這

些大廠大多以 RoHS 的規範為基礎，向國內的代工廠商提出更嚴格的

產品環保標準，因此，國內廠商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的初期，只能疲於

奔命地瞭解客戶對於產品環保標準的不同要求，並在產品的製程以及

企業內部的採購與品管等流程加以改變。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對學界而言，綠色供應鏈管理並非新的觀念，國外學者已提出

綠色供應鏈管理對於企業進行環境管理之重要性；藉由綠色供應鏈管

理之導入，可將供應商納入企業的環境管理系統 [Walto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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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並針對企業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實例，探討建置綠色供應

鏈管理之模式，以及影響企業成功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因素[Min &

Galle, 2001; Beamon, 1999]。而目前國內學界對此議題的探討，仍著

重於對國際環保法令之分析與研究，或將歐盟的環保法規視為企業新

的環境風險，從降低企業的環境風險之角度，為國內廠商分析其可能

面臨的風險來源與風險種類，並為廠商提出因應的管理作法[胡憲倫

等，2006；陳文凱等，2006]。整體而言，國內現有的研究，較缺乏

從管理的角度，根據國內廠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實際過程與作

法，針對上下游廠商在導入過程中的互動，以及影響廠商成功導入之

因素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對於國內電子廠商而言，不僅必要，

且具急迫性。中心廠無不透過各種方法，提高供應商對中心廠要求事

項的配合度，希望及早完成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建置，因此希望供應商

在配合導入時，不僅能作得快，也要能作得好。因此，引發本研究從

供應商的角度，試圖瞭解影響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配合度的

因素。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從供應商的角度探討：

為因應歐盟的 RoHS 環保規範，電子業的供應商在中心廠的要求下，

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在配合導入的過程中，有那些因素會影響

供應商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透過對上述研究問題之探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可從兩方面來說

明。第一，就理論面而言，本研究希望藉由個案公司的訪談與次級資

料的蒐集，建構「供應商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理論架構，以

解釋電子業的供應商在配合其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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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心廠配合度的因素為何。

第二，在實務面，本研究結果可讓中心廠瞭解，供應商在配合導

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的想法，以及影響供應商對中心廠配合度之因

素。藉此，一方面可讓中心廠針對有有助於提升供應商配合度之因

素，設計提高供應商配合意願的措施；另一方面，可避免中心廠僅按

照本身對供應商行為動機的臆測，採取自認為「適當」的措施，結果

不僅影響供應商對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的配合度，甚至破壞雙方的

合作關係。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電子業供應商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

情境下，探討影響供應商對中心廠配合度的因素。本研究範圍如下：

一、綠色採購與綠色生產

台灣的電子廠商大多為國際品牌大廠的代工廠，在 RoHS 環保規

範的壓力下，中心廠為能提供綠色產品給其代工客戶，一方面需投入

綠色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另一方面則需向其供應商進行綠色採購。因

此，雖然綠色供應鏈的活動包括：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生產、

綠色行銷、及綠色回收等部分，但基於本研究背景與研究情境，本研

究所探討的綠色供應鏈管理，對中心廠而言，指的是綠色採購；對供

應商而言，指的是綠色生產。因此，綠色設計、綠色行銷、及綠色回

收等內容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中。

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階段



第壹章 緒論

14

本研究始於 2006年初，在此研究時點，大多數供應商為因應 2006

年 7 月即將實施的 RoHS 指令，正配合其中心廠的諸多措施，以及早

具備綠色生產的能力。就研究時點而言，則為供應商在綠色供應鏈管

理之導入階段，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影響因素，乃是針對綠色供應鏈

管理之導入階段，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至於，綠色供應鏈管理

在導入後，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則不在本研究的範圍。

三、研究對象

RoHS 指令對台灣的電子電機產業衝擊最大。2004 年台灣電機

電子相關產業總產值約佔台灣工業總產值 49.19%，台灣近年來出貨

歐盟地區的資訊硬體比例為 28.2%，僅次於美國地區的 29.8%，可見

歐盟所公布的環保指令台灣資訊硬體產業的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

以電子資訊產業中的某一供應鏈體系中之供應商為研究對象，從供應

商的角度，探討當供應商在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影響

其對中心廠配合度之因素為何。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首先，經由實務的觀察與文獻

的研讀，確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目的。接著，為得到研究問題的答

案，本研究著手進行研究設計。由於本研究目的在發展「供應商配合

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理論架構，而非作理論的驗證，因此在研究

問題與研究目的之考量下，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設計，並利用紮根理

論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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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在完成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後，本研究立即進行資料的蒐集，資

料的來源有兩部分：一是從對個案公司訪談所獲得的初級資料，另一

則是蒐集公開或未公開，而與綠色供應鏈管理有關的次級資料，包

括：業者與供應商的會議資料、業者公布於公司網站的資料、經濟部

工業局所推動的「寰凈計畫」等。

在針對個案公司進行訪談後，本研究則進行訪談資料的整理與

分析。在資料分析時，本研究主要根據紮根理論法所提的三個步驟，

進行資料的處理，包括：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等三者。在

針對訪談資料與次級資料進行分析後，本研究根據個案訪談結果與次

級資料內容，提出本研究對研究主題的洞見，並發展成研究發現與理

論架構。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研究限制、及後續的研究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