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第貳章 綠色供應鏈管理

電子業中的供應商配合其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過程

中，中心廠雖居於主導地位，但為讓整個供應鏈體系快速且順利完成

導入，則有賴於供應商對於中心廠所提出的諸多事項的配合。因此，

在進行個案訪談前，有必要針對與本研究情境有關的供應鏈管理與綠

色供應鏈管理等基本知識，予以瞭解，以「跟上」這個領域的發展趨

勢[Strauss & Crobin, 1998]，並有助在訪談過程中，對受訪者回答內容

的理解，以及針對受訪者的回答內容，做進一步的追問。

第一節 綠色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是企業物流領域

內一項重要的發展，供應鏈管理與物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依據中華

民國物流協會[1997]的定義：「物流是一種物的實體流通活動的行為，

在流通過程中，透過管理程序有效結合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

通加工、資訊等相關物流機能性活動，以創造價值、滿足顧客及社會

的需求。」由此可知，物流是一種活動；物流是透過人才、資金、情

報、技術等經營資源，將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通加工、資訊

等個別的活動予以統合化、效率化，以提高對於顧客的服務品質。一

般而言，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的關係代表一連串演進的過程，Prida &

Gutierrez[1996]認為供應管理（supply management）的演進過程，是

從傳統單純的配送系統，演進至企業內部的物流整合，最後更達到企

業業間的內外部物流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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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鏈管理的定義

過去十數年間，供應鏈越來越受重視，因而產生多種對供應鏈的

定義。美國生產及存貨管理協會（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 APICS）於 1995 年出版的辭典，從兩方面來定義供應

鏈，一者認為供應鏈是種流程，從原物料至最終成品的生產過程中，

連結供應商與使用者的流程；另一則認為供應鏈是公司內部或公司以

外的各種功能，透過此一價值鏈，可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給其客戶。

Quinn[1997]將供應鏈定義為：將商品從原物料階段移動到終端

使用者的所有活動，包括取得原物料、採購、生產排程、訂單處理、

庫存管理、運輸、倉儲、和顧客服務等活動，更重要的是採用資訊系

統以監督所有的這些活動。除了對供應鏈的詮釋外，學者們更進一步

地說明供應鏈管理的概念，Ellram & Cooper[1993]認為，供應鏈管理

是從供應商至最終顧客間配送通路的整合性管理哲學。Ross[1998]也

視供應鏈管理為一種管理哲學，他更進一步提出供應鏈管理的目的，

認為「供應鏈管理是一個持續演進的管理哲學，其目的在尋求企業內

及通路中，所有合作夥伴間生產能力與資源的協同合作，使其成為一

個具高度競爭力的供應系統，並發展創新的解決方案，將產品、服務

及資訊的流動同步化，以創造獨特的、個人化的顧客價值」。

二、綠色供應鏈管理

由於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體認到環境惡化的狀態，也想要扭轉

此趨勢，於是包括歐盟、日本、或美國紛紛建立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

這些法規除了保護水與空氣等自然資源外，有很多是針對家電或電子

電機設備而設立的，此乃因為這些設備含有眾多有害物質，而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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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速度也相當驚人，已成為主要廢棄物之一，若無適當處理將會對

環境產生持續性的傷害。吳添傑[2005]將近年有關電子電機設備與其

周邊產品之環保議題資料分為有害化學品管制、廢棄物管理、氣候變

遷、臭氧層破壞、能源、與永續發展等六類，並整理出世界各國針對

此六類環保議題所提出的相關規定與措施；台灣近幾年已陸續制訂國

家「21 世紀議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書」、「國家環境保護

計畫」，經濟部並公告「管制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品作業要點」，

行政院核定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將 2003 年訂為永續發

展行動元年，期能帶動國人永續發展的理念與行動，永保台灣生機。

這些法規中，台灣需要遵循且最為迫切的，對我國電子電機製造業影

響最大的，即為歐盟二十五國所制訂，並於 2003 年 2 月 13 日所公布

的廢電機電子指令（WEEE）及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限用（RoHS）

等兩個指令。

為回應這些環境條例和環境哲學的變化，必須發展相應的作業

指導方針和標準，以協助組織建立生態永續的商業實務。因此國際標

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於 1996

年 9 月推出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標準，至今已經有 20 多個和環

境管理策略有關的 ISO 14000 系列完成公告。國際標準組織希望透過

ISO 14000 系列以完成下列三個目標：

1. 希望各國透過一個一致性的方法推動環境管理。

2. 持續地透過對組織系統之稽核，強化企業改善及評估環境績

效的能力。

3. 促進國際貿易並移除貿易障礙。

國際標準組織要求組織遵循 ISO 14000 規範發展一系列程序或

分析方法，以達成上述三項目標，這些程序或方法包括[Prat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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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所有新的活動、產品、與流程，開發先進的環境衝擊分

析法則。

2. 針對現有的活動、產品、與流程，開發具連續性的環境衝擊

評估法則。

3. 在組織的每一層次，訂定污染防制與減廢的政策，並發展可

持續修正的標準與目標。

4. 對每一個明確的目標設定量化指標與監督的程序。

5. 訂定違反環境政策或污染物外洩時的處理程序。

6. 對應組織標準，訂定當供應商或承包商使用組織設備時的環

境標準。

由此可知，ISO 14000 系列的重點在程序和系統，而不在訂定一個廢

棄物排放的標準、限制，也不是廢棄物的測試的方法。

在環境管理早期的發展階段，企業經常將其營運績效與環境績

效分開，但是由於組織外的各種壓力和本身對環保之責任，企業也開

始將環境目標納入現有的營運目標架構之中。事實上，將環境目標與

營運目標結合有其潛在利益，這些利益包括[Beamon, 1999]:

（一）透過減少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所支出的成本以增加獲利。更

明確的說，有效的環境管理可以避免下列成本的支出

[Cattanach et al., 1995]：

1. 避免採購危險原物料的成本，因為環境受到傷害導致的成本

支出內化為此原物料的成本。

2. 避免儲存、管理、與處理製程廢棄物的成本，特別是當廢棄

物處理的成本越來越高時。

3. 避免大眾因對環境有害的產品的市場抗拒所支出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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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免大眾因對環境造成傷害的組織的敵意所支出的成本。

（二）減少環境與健康風險以減少責任風險；企業必須因為工作環

境造成對公司內外人員的傷害擔負責任[Zhang et al., 1997]。

（三）安全與潔淨的工廠[Zhang et al., 1997]。

社會對於環境保護的新思維，對全世界從事製造和生產的企業

是一個挑戰，因此應發展產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共存的機制。就目前環

境狀態和惡化的情況，有必要改變生產製造的哲學，減少廢棄物與資

源的使用，並且避免產品一次使用即丟棄，以邁向永續。實施環境保

護的第一步驟是將目前單向的供應鏈變成一個迴路，擴充供應鏈的設

計，收集壽終產品與包裝，透過回收（ recycling）與再製造

（remanufacturing），再使用這些資源[Beamon, 1999]。
$ $

圖2.1 傳統的供應鏈

傳統的供應鏈（如圖 2.1）是一個從原物料取得到加工成最終產

品，然後配送到消費者的整合性製造流程。在設計、模擬、和分析這

類供應鏈時，考量從向供應商採購原物料到將產品配送到顧客整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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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最佳化；此類供應鏈之實踐缺乏對環境因素之考量。由於大眾、

政府、及部分產業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在供應鏈中有必要考量所有產

品與供應鏈流程對整體環境立即與最終的效應（又稱為產品看管

「product stewardship」和流程看管「process stewardship」）。於此一

脈絡下，看管（stewardship）的概念與環境有關，此意謂，與供應鏈

有關的人士認知到，在考量一個組織對環境的影響時，應包括：從獲

取原物料到所生產的商品的使用，乃至於最後丟棄商品時對環境的影

響[Lamming & Hampson, 1996]。Smart[1992]就認為產品看管是，一

個產品對環境的衝擊是它在製造、使用、與丟棄時對環境衝擊的總

和；換言之，公司考量產品對環境的衝擊時，不僅應考慮其自己本身

的流程，也應回溯到原物料的取得、產品製成後的使用，甚至於產品

拋棄後的情況。此一看管的思維與傳統供應鏈是有差異的，這種考量

產品在其生命週期各個階段對環境的影響正是綠色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或環境供應鏈（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的核心

概念（如圖 2.2 所示）。

綠色供應鏈擴充原本是單向的傳統供應鏈為一個半封閉的循

環，將產品和包裝的回收，再利用（re-use）或再製造納入供應鏈中。

回收是由收集、拆解、分離等一連串活動所組成的流程。從現場收集

使用過的產品、零組件、或材料，必要時將其拆解，將它們分離成均

質的同類物料（like material），然後再處理成與原產品性質和功能不

一樣的回收產品、零組件、或物料。回收成功與否視回收物料的品質，

與市場是否能接受回收物料而定。再利用則是從現場收集使用過的產

品、零組件、或材料，在經過檢查或測試後，將堪用的產品再予以配

送或銷售，雖然這些產品與原有的產品的價值是不相當的，但是卻不

需要額外的處理。在製造的流程則包括，從現場收集使用過的產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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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在評估其狀態後將磨損、損壞、或過時的零件置換成新的或

翻新的零件，此一再製產品經過檢驗和測試後，至少可以符合甚至超

越新產品的品質標準，再製的產品仍然保有原產品的特性和功能；在

再製造過程中，可能因為更替零件於設計上的改善，使得再製品的品

質或功能甚至會超過原產品。由於綠色供應鏈包括再製造、回收與再

利用等過程，因此增加供應鏈設計的複雜度，企業必須有新的策略與

模式，以因應環保議題所帶來的變化。

製造

運送供應

$ $
$

顧客

零售

廢棄物

回 收

再製造與
再使用

收 集

廢棄物

廢棄物

廢棄物

廢棄物

廢棄物

廢棄物

廢棄物

圖2.2 綠色供應鏈5

5 本圖摘錄自 Beamon[1999]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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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綠色供應鏈管理之推動

經濟部工業局[2004]曾提出，廠商在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可

從廠內管理及製程改善、供應商的管理、及電子工具的應用等三方面

加以進行。本節將針對此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廠內管理及製程改善

1. 蒐集產品輸出地區法規與主要客戶之要求：瞭解各地區環境

法規與客戶對環境的要求，比較其差異，藉以訂定自己對環

境的要求。

2. 建立產品環境政策與推動時程：根據環境法規與客戶要求，

建立自身的環境政策與推動時程，並於廠內宣導。

3. 廠內製程檢討：檢討及修正廠內製程以符合客戶要求，必要

時尋求技術輔導。

4. 修改管理系統程序：修改公司相關管理系統（如 ISO 9000）

之內容與程序，以因應綠色生產及綠色供應鏈管理。

5. 綠色與非綠色製程的管控：廠商若有綠色製程和非綠色製程

並存時，應進行原物料管理、進料掌控、與製程污染預防等

事項。

（二）綠色供應商管理

1. 與供應商溝通：藉由各種溝通管道，如說明會等，讓供應商

瞭解廠商的環境政策、推動時程、及作法，以增進供應商配

合的程度。

2. 擬定供應商聲明書：要求供應商填具產品不含有毒物質聲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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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化學物質調查表：依廠商之環境政策，製作化學物質調

查表，讓供應商填寫。

4. 要求供應商將產品送檢：廠商應說明產品檢驗報告的內容，

講解產品送檢前的拆解方式。

5. 稽核供應商：建立對供應商之稽核模式，以稽核供應商。

（三）電子工具的應用

1. 評估組織內軟硬體資源並與資訊人員訪談：其目的在將供應

商之管理納入環境考量並予以電子化，再將管理綠色供應商

之資訊系統與公司其他系統整合。

2. 修改資訊系統之架構：由資訊人員依環境之需求，修正資料

庫，增加容納環境資訊之欄位，以利程式開發。

3. 要求供應商輸入資料：供應商輸入的資料將直接匯入資料庫

中，讓其他資訊系統使用。

4. 自動標示警示功能：於資訊系統中增加警示功能，當零組件

所含的有害物質含量超過客戶要求時自動警示，有助於產品

之開發或評估。

第三節 本章小結

過去很多產業的情況是廠商與廠商的競爭，在電子產業則是供

應鏈與供應鏈的競爭，供應鏈管理的優劣關乎企業甚至於整個供應鏈

的生存。在環境保護的聲浪下，供應鏈管理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對企

業與供應鏈在原物料選擇、產品設計、及製造流程的要求更高。在日

益強調環境保護的經營環境下，國際品牌大廠直接面對公眾、環保團

體、及環保法規的壓力，但台灣的電子業中心廠及其供應商，亦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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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因應來自品牌大廠的壓力。換言之，上游的供應商對環境管理績效

之重視，主要來自於客戶的要求。為因應這些環保訴求，供應商須尋

找符合環保法規的原物料，而因原物料的改變，產品的製程亦隨之修

正，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加工材料或技術也必須考量環境要求，甚至

在製造時或產品銷售後，亦須面對回收、再製或在利用等問題，這些

都牽涉到中心廠與供應商的協同合作；換言之，需要供應鏈夥伴更緊

密的整合。這些改變要考量成本效益與更高的技術層次，因而導致技

術與組織的創新。在推動環保績效的脈絡中，供應鏈面臨不確定性。

如當產品被檢驗出不符合環保指令的物質時的懲罰程度等，這些不確

定性增加了供應鏈的風險，因此廠商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以為因應。

本章所提到有關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文獻的內容，主要在於「跟

上」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發展趨勢，並未針對現有的理論文獻進行回

顧，其原因為，本研究採取採取質的研究，研究者本身不應有既定的

理論架構，因此若先閱讀理論文獻，將形成先入為主的概念，因而妨

害對研究現象的觀察以及對研究議題的思考。正如 Strauss &

Crobin[1998]所提，「因著迷於某一先前的研究，以致於嚴重癱瘓本身

的分析工作。除非他們能放手一搏，…，否則他們將無法創造自己的

發現。」本章之功用即在瞭解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基本知識，並用於輔

助訪談的進行與對現象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