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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文本分析

紮根理論是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整理和分析，透過資料的逐

級編碼以建構理論。Pandit[1996]說明紮根理論研究的步驟，如圖 4.1 所

示，從理論抽樣起始，最終發展出相關理論為止。其中資料分析過程包

括紮根理論三個級別的編碼，分別是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編碼。

三級編碼中的第一個級別是開放編碼，這個階段的工作在把資料轉

化成概念，同時對每一個概念賦予一個標籤，也就是概念化資料。當概

念開始累積時，藉著發掘概念的性質和面向，將相關概念聚集在一起，

並以更抽象的解釋名詞來歸類，進一步發展成或稱為範疇的類屬

[Strauss & Corbin, 1998]。第二個級別的編碼為主軸編碼，其目的在將開

放編碼中所得的類屬相互關連，以對觀察到的現象形成更精確且更複雜

的解釋。第三個級別的選擇編碼是一個統整（ integrating）與精鍊

（refining）類屬的歷程，直到主要類屬被統整而形成一個較大的理論架

構，研究發現才真正成為一個理論，而決定出核心類屬（central category）

則是此編碼的第一步。

如果可能的話[Pandit, 1996]，理論抽樣、資料收集與分析的工作將

一直持續，直到每個類屬都達到飽和為止，此稱為理論飽和。理論飽和

意指，（1）再也沒有關於該類屬的相關資料產生，（2）該類屬之屬性與

面向以充分發展出來，（3）類屬間關係已經建立，並經過驗證。

本研究個案公司之選擇係依 Strauss & Corbin[1998]的理論抽樣方

法。研究之初僅決定第一個樣本，其他樣本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

的，其目的是找尋最有可能呈現出概念變異情形的人、事、或地，以增

加類屬的屬性與面向的密度。在理論抽樣的大原則之下，本研究依強度

抽樣選擇第一個訪談對象（A 公司）。所謂強度抽樣是指，抽取具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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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資訊密度和強度的個案進行研究[Patton, 2002]，希望其所提供的豐富

資料可以對所關注的現象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並揭示存在於現象中的複

雜與細微之處[陳向明，2002]。第二個樣本則在分析 A 公司所收集到的

資料之後，再依理論抽樣方法決定。

圖4.1 紮根理論執行程序6

第一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依據理論抽樣原則，依序選擇並訪談了 A、B、C、D 等四

家公司，這四家公司與其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資料

分析過程包括開放編碼、主軸編碼、與選擇編碼等步驟，編碼與類屬的

形成常隨新資料常隨新資料的加入而有所變動，整體的編碼過程是反覆

進行與修正，因此本研究以 A 公司為例，說明資料開放編碼與主軸編碼

的過程，整體分析的結果會在本章第二節以後的章節再做說明。

6 本圖摘錄自 Pandit[1996]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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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受訪公司與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受訪公司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D 公司

產業別 被動元件產業 電腦機殼產業 電鍍產業 連接器產業

主要產品 電容器、電阻器、電

感器

家電與電腦機殼 產品外觀的電鍍 連接器

公司特性 日系跨國企業 本國企業 本國企業 美系跨國企業

員工人數 1450 人 140 人 165 人 230 人

成立於 1968 年 1964 年 1988 年 1995 年

受訪對象 品保課長、資材課

長、回路應用處課長

品保工程師 協理、品保專員 行銷企劃副理

訪談時間 2.5 小時 2 小時 2.5 小時 1.5 小時

本研究第一個訪談對象為 A 公司，該公司為 S 公司之供應商，依 S

公司吳經理之介紹而進行訪談。A 公司為日系廠商，在歐、亞及美洲均

設有子公司，為一跨國性集團。在供應鏈方面，除了是 S 公司的上游供

應商外，還是一個擁有眾多供應商的中心廠，兼具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角

色，另外由於 A 公司很早就致力於綠色供應鏈管理，具豐富的相關管理

經驗，應該擁有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豐富資訊，為資訊密度高之研究對

象。在進行正式訪談前，已透過電話與電子郵件方式與受訪者聯繫，訪

談時先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接受錄音，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才進行正

式的訪談與錄音。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整理成逐字稿，以便於分析。

A 公司是由總公司於 1968 年在台灣所成立的日商公司，公司位於

桃園縣楊梅鎮，主要生產：陶瓷電容器、電阻器、電源供應器、及電感

器等電子零組件，其產品廣泛應用於資訊、通訊、家用電器以及消費型

電子產品，如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DVD/HDD 錄影機、平面顯示器、

汽車及其導航系統等。A 公司是國內重要的被動元件廠商之一，目前主

要供應電子被動元件給 S 公司，現有員工約 1450 人，是日本總公司以

外最具規模的生產與技術基地，亦是台灣地區重要的外商電子公司之

一。就系統管理面而言，A 公司已於 1999 年 10 月取得 ISO 14001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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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認證；在產品的品質管理方面，A 公司於 2000 年 12 月，獲得

QS9000 品質系統認證；針對 N 公司 GP 的要求，A 公司內部亦進行供

應鏈管理之檢視以及產品資訊之彙整，如產品環境標準書、化學物質調

查表、採購基本契約書等；在綠色製程的推動部分，A 公司於 1999 年

起，即著手建立綠色採購標準，並成立「製品環境保證推進委員會」專

責單位，因應客戶對於綠色產品的各項要求。在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推動

上，A 公司為因應其他日系客戶的要求，在五、六年前即相當重視無鉛

製程的推動，在面對於 2006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 RoHS 規範，A 公

司在日本的總公司已於 2004 年底對外宣布，整個集團將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符合 RoHS 有關於限用物質的規定。訪問 A 公司前，作者

已將訪談大綱透過電子郵件傳給其品保部課長，並在訪談當天，由品保

部吳課長再邀集與綠色供應鏈相關之資材部徐課長及回路應用處彭課

長等兩位，共同參與訪談。

開放性編碼的首要步驟是概念化，Strauss & Corbin[1998]指出，概

念是研究者從資料中所指認出的重要事件、事物、行動/互動等的抽象表

徵；每一個概念皆代表一個特定現象。本研究概念化之過程，為將受訪

者的訪問錄音，再將訪談內容之錄音寫成逐字稿，之後，針對逐字稿進

行概念化的工作。然而由於逐字稿概念化過程十分繁瑣，本研究以具三

個欄位之表格呈現 A 公司訪談的概念化結果，其中最左邊欄位為逐字稿

內容，中間欄位為由逐字稿摘錄出的分析段落，最右邊欄位則是根據分

析段落萃取出的概念。A 公司概念化之結果如表 4.2 所示。

表4.2 公司訪談逐字稿概念化之結果

訪談逐字稿 分析段落 概念化

 S 公司他們來的時候，他們是

透過網站的方式。(A01-1)

S 公司建置資訊平台。曾：S 公司在推綠色供應鏈時，透過哪些方法

來要求他的上游供應商，使得他們在配合時

可以又快又好，早點達成綠色供應鏈要求的

標準？

 他要求他的供應業者到他的

網站上面，把提供給他的一

上傳檢驗報告給 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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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關材料的成分上載到他

的網頁上面去。(A01-2)

 類似我們測試的像 SGS、

ITS，測試的結果報告，類似

這些報告（彭課長拿出測試

報告給大家看），把它上網

去。(A01-3)

上傳檢驗報告給 S公司。

 我們現場的製造單位、技術

的。(A01-4)

由製造部門上傳檢驗報

告。

 我們就必須就這些產品包含

哪些物質，上載給他看，而

且相關的資料，他是想讓我

們透過像 ITS 或是 SGS，他

們應該有一些我們上游的資

料，也可以共享就對了。

(A01-5)

透過第三方單位分享檢

驗資料。

吳：S 公司他們來的時候，他們是透過網站的

方式，他要求他的供應業者到他的網站上

面，把提供給他的一些相關材料的成分上載

到他的網頁上面去。

彭：類似我們測試的像 SGS、ITS，測試的結

果報告，類似這些報告（彭課長拿出測試報

告給大家看），把它上網去。

吳：給它上載到網站上，當然它的網頁我是

沒有看過，是你們在上傳的(吳課長對著彭課

長說話)。

彭：對，我們去上傳的。

吳：他們有開放網頁給我們。

曾：User 是誰？是誰在上載的？

彭：我們現場的製造單位、技術的。

吳：我們有賣給 S 公司什麼樣的產品，我們

就必須就這些產品包含哪些物質，上載給他

看，而且相關的資料，他是想讓我們透過像

ITS 或是 SGS，他們應該有一些我們上游的資

料，也可以共享就對了。到時他不要向 A 公

司要資料，他只要向 ITS 或 SGS，就可以取

得到 A 公司曾經化驗過的資料。

 他只要向 ITS 或 SGS，就可

以取得到 A 公司曾經化驗過

的資料。(A01-6)

零組件送檢驗中心檢

驗。

檢驗報告之儲存與分享

都透過第三方單位。

透過第三單位取得化驗

報告。

 按照他要求的格式，我們上

網去，之前是這樣。(A02-1)

上中心廠網站，依其格

式輸入資料。

 在我的感覺，就是說他第一

次，他前後來兩次，兩次我

都有參與。(A02-2)

稽核是中心廠的輔導措

施之一。

 A 公司其實走製品環境，我

覺得是跑得比 S 公司還快。

(A02-3)

比中心廠還早實施「綠

色產品」之製造。

 當初他到我們廠來時，survey

時，做一些 audit 的時候，他

是抱著來學習，整個過程他

是講稽核，但是從頭到尾是

我們在報告。他在我們報告

的過程中，他看到很多可以

學習的地方。(A02-4)

中心廠願意向知名供應

商學習。

 那第二次來的時候，就是上

上禮拜，他就已經要求我們

做什麼工作，什麼工作！

(A02-5)

中心廠因學習而提升其

輔導能力。

彭：按照他要求的格式，我們上網去，之前

是這樣。最近他來的是上個月吧，還是上上

個月？

吳：應該是上？兩個禮拜前吧！

彭：不止啦！他來的時候是要我們整理一份

我們所有的品名給他，他會登錄，以後就不

需要一顆一顆的去上，他在 approve 的時候就

不需要每顆每顆去上，他整個就會幫我們弄

好。

吳：在我的感覺，就是說他第一次，他前後

來兩次，兩次我都有參與。第一次好像是在

去年的時候來的，去年的時候 A 公司其實走

製品環境，我覺得是跑得比 S 公司還快，當

初他到我們廠來時，survey 時，做一些 audit

的時候，他是抱著來學習，整個過程他是講

稽核，但是從頭到尾是我們在報告。他在我

們報告的過程中，他看到很多可以學習的地

方，就一直一直的問，那大概從早上談一直

到下午三點多，他就跟旁邊那一些人講：這

次來的目的不是在稽核你們。A 公司大概做

得沒什麼問題，做得那麼詳細。那第二次來

的時候，就是上上禮拜，他就已經要求我們

做什麼工作，什麼工作！

曾：那很顯然你們在某些技術上是比 S 公司

 那我們不是 A 公司自己在

run 這一個東西，我們從總公

司那邊開始 run，他也會要求

他的子公司跟著 run。(A02-6)

跨國企業之環境政策影

響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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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還要快。

吳：其實我們是算在世界企業裡面，算一個

跨國企業。那我們不是 A 公司自己在 run 這

一個東西，我們從總公司那邊開始 run，他也

會要求他的子公司跟著 run。

 其實 RoHS 對應在 2006 年 7

月開始要實施，那 A 公司是

在 2004 年 12 月，就已經把

階段性任務完成了。(A03-1)

跨國企業自發地執行綠

色供應鏈。

 就是跑在前面。(A03-2) 跨國企業提早執行環境

管理。

 像 R 公司或是 Y 公司，那些

比較大廠的，H 公司啦，事

實上都在 A 公司前面，…我

們不跑不行。(A03-3)

受同業影響而執行環境

政策。

 主要我們有個資訊部門在對

應。(A03-4)

有專屬的資訊部門負責

傳遞訊息。

 有開說明會，有派人到林口

那邊開會，劉小姐和我們的

技術都有過去。(A03-5)

說明會是中心廠的輔導

措施之一。

曾：總公司那邊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做？

吳：我們 2004 年其實就在我們的簡介裡面對

外發表，其實 RoHS 對應在 2006 年 7 月開始

要實施，那 A 公司是在 2004 年 12 月，就已

經把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曾：所以你們遵照的標準不是 RoHS，是你們

自己訂的？

吳：就是跑在前面。像 R 公司或是 Y 公司，

那些比較大廠的，H 公司啦，事實上都在 A

公司前面，尤其是 N 公司，那這些大廠都已

經跑得那麼快了，我們不跑不行。

曾：你們應該可以達到 RoHS 是比較基本的，

現在做的都應該超過 RoHS 的要求？

吳：前幾天也有一家公司來我們公司做診

斷，那我們也用簡報的方式跟他們說，他也

認為 A 公司做得很好，就是說這一塊做得蠻

落實的。

曾：像在使用資訊系統方面，我們也訪問過

另外一家公司，他們比較小間，他們說他們

只是 fax 過去而已。

吳：這是很基礎的，那些廠商可能比較剛開

始 run 的，那些比較大廠的，我覺得他們已經

走向網頁化了，所以要求他的 supplier 自己到

網頁上去上載。

曾：那時候 S 公司怎麼樣去要求你們去做這

些事情？吳：S 公司他的背景你應該知道吧？

他有很多供應商，他沒有很多時間教育供應

商怎麼填、怎麼填，所以他設個網頁。

彭：主要我們有個資訊部門在對應，那時我

也沒參與。

吳：我們的網頁和他們的網頁之間怎麼串，

資訊室那邊會比較清楚。詳細我們也沒有上

他們的網頁 key in 資料。

曾：填表的是你們製造部門填表對不對？S

公司要你們做這些事的時候，有沒有開說明

會？

彭：有開說明會，有派人到林口那邊開會，

劉小姐和我們的技術都有過去。

吳：我們也常常參加一些我們客戶的說明會。

 那些比較大廠的，我覺得他

們已經走向網頁化了，所以

要求他的 supplier 自己到網

頁上去上載。(A03-6)

大廠有網頁服務形式的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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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能理解他這樣的作

法。(A04-1)

理解中心廠的作法。

 我們 A 公司也會要求他們到

A 公司網頁去填些資料，大

家的格式不一樣。(A04-2)

資料格式不一。

 我們是把這些接受教育的廠

商都集合在我們禮堂，我們

也召開一個說明會，說你如

何去填這份資料。(A04-3)

召開說明會教導供應

商。

曾：他會跟你們講說我們要做這些事情，要

開說明會請您們參加。除此之外，還會透過

那些方式要你們動作快一點，盡量配合？

吳：我們也能理解他這樣的作法，事實上不

是只有 S 公司這樣要求，像 T 公司也是這樣

子做的。我們只要接收到客戶要我們參加說

明會就一定會派人過去。A 公司也曾經召開

過相同類似的東西，要求我們的供應業者配

合 A 公司，我們也做過這樣的說明會。A 公

司有 A 公司的作法，其他客戶有其他客戶的

作法。我們 A 公司也會要求他們到 A 公司網

頁去填些資料，大家的格式不一樣。

曾：你們在要求你們的供應商時，是比較 open

的說，比較柔性的勸說，要他們來學一下新

的東西？還是…

吳：我們一開始在 run 這一塊的時候，我們是

把這些接受教育的廠商都集合在我們禮堂，

我們也召開一個說明會，說你如何去填這份

資料，我們 A 公司架構的一些樣式全都會

show 給他們看。

曾：你們也會面對很多製造商，製造商有不

同的網頁，所以有些欄位和格式是不一樣

的，雖然是填一樣的東西，但是恐怕他的欄

位名稱不會一樣，會不會造成操作人員的困

擾？

彭：事先他們會有說明會教我們怎麼去填，

所以我們這邊去聽的人回來，就照他們的方

式去做。

曾：這個 case 也可以比擬到你們的供應商，

說不定他們也有很多你們這樣的客戶，他們

會不會覺得這樣很煩，每次都要 key in 這些

東西？

吳：我所知道的，不見得每家供應商都會填

這些資料，我們還是會大家相互容忍，你填

不好會再教你，對方填不好，有時自己還會

下去幫他填，也有可能。

 我所知道的，不見得每家供

應商都會填這些資料，我們

還是會大家相互容忍，你填

不好會再教你，對方填不

好，有時自己還會下去幫他

填，也有可能。(A04-4)

持續教導二階供應商或

代填資料。

 沒效啦！強者恆強，鼻子摸

一摸，自己寫一寫。(A05-1)

代強勢二階供應商填資

料。

 倒不是說，對他的產品不夠

沒有信心。就是說希望我賣

你東西你就買，懶得做這些

動作。提供這提供那，下一

大堆保證，一般都是比較強

勢的供應商會這樣。(A05-2)

強勢供應商不願提供不

含毒物保證書。

曾：還是能力不足的？

吳：倒不是說，對他的產品不夠沒有信心。

就是說希望我賣你東西你就買，懶得做這些

動作。提供這提供那，下一大堆保證，一般

都是比較強勢的供應商會這樣。

曾：那這部分怎麼辦，遇到這種強勢的，如

果他沒有上傳這些資料，沒有保證書，也沒

有告訴你原物料的來源，遇到這種供應商怎

麼辦？

吳：這確實很傷腦筋，但最起碼會簽一些保

 這確實很傷腦筋，但最起碼

會簽一些保證書，最低的門

簽署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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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最低的門檻。

曾：你剛才講說大概百分之十不太上網站去

登錄這些，只是上傳這些檢驗報告而已，那

對這些廠商，你們有沒有要求他，希望你來

上傳，沒有來上傳我就怎樣，你們會不會用

某些方法，嘗試的去來硬的？

吳：沒效啦！強者恆強，鼻子摸一摸，自己

寫一寫。

曾：所以您的意思是說，會聽話的，早在你

第一次跟他講後就會照做了？

吳：因為有些東西對他們講，尤其是像代理

店之類的，要填那麼多資料，其實他認為是

額外的工作，我為什麼幫你填那些資料，你

要買就來買啊！

檻。(A05-3)

 不會啦，我們都會盡量配合

我們的廠商，他要我們測什

麼東西，我們都會去測。

(A06-1)

盡量配合檢測。

 有些東西我們沒辦法配合

的，我們都會說明。(A06-2)

供應商常與中心廠溝

通。

曾：那是因為他們是大廠？他們供應的貨比

較好？價格比較低？還是零組件比較關鍵，

比較買不到？

吳：是這樣子的，有些像跨國的，也有可能，

他們也是賣些日系的產品，他們是一個代

理。像我們的母公司，日本的 A 公司到這邊

來有時也會稽核我們的業務，我們也會跟他

反應這些問題：「對方不填，就是不填」。他

說：我們日本 A 公司也是這樣，碰到比較強

勢的供應商，就是這樣子。

曾：所以你們遇到強勢的，你們就只講一次，

你們也不會再做下一步的動作？

吳：有再努力啦，應該或多或少有要回一點

點。

曾：你們繼續打電話催？

吳：當然是，一直催。

曾：這個跟你們人員之間，聯絡人之間的互

動，如果互動好一點或者是私底下交情好一

點，會不會讓他們在這方面的配合度高？

吳：好像不會。因為這一方面是我們的採購

在跟供應商對應，我把我們的採購叫過來好

了。

曾：用這 case 來比擬到你們，例如說你們是

比較強勢的，那中心廠有時反而比較是弱勢

的，你們就不太理他們？

彭：不會啦，我們都會盡量配合我們的廠商，

他要我們測什麼東西，我們都會去測。有些

東西我們沒辦法配合的，我們都會說明，以

現有的資料都符合 RoHS 的規格。

曾：他們要求你們填什麼，你們就會上去填。

不會因為你們比較強勢一點，就不去做這些

動作？

 都是有回，有回的時間性，

有些可能是要我們的母公司

日本那邊回的，依賴日本的

時間蠻長的。(A06-3)

等待母公司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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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都是有回，有回的時間性，有些可能是

要我們的母公司日本那邊回的，依賴日本的

時間蠻長的。

 新開發的廠商一開始就需符

合基本的門檻。(A07-1)

供應商能進行綠色生

產。

 難啦！沒有他不行。(A07-2) 供應商不易被取代。

 跟 S 公司還是有買方和賣方

的感覺，不管怎麼樣，綠色

這一塊 power 再強的，歐盟

那邊 2006 年 7 月份開始，抵

觸這東西大家要負責，可能

上游到時不 run 這一塊也不

行。(A07-3)

法令壓力下，產品都要

符合法規。

 我們一般保證書是說，我們A

公司賣的產品，絕對不含他

們公司所限制的範圍，比如

說 RoHS 的規範，或是看公

司規定的管制物質，含有量

不可以超過他們公司的基

準。(A07-4)

品保部門被要求簽署保

證書。

 目前，我們簽的賠償條款，

比較不會通過我們來簽，通

常是透過 sales 來簽的。

（A07-5)

違反歐盟環保指令要賠

償。

曾：那以後你們在找供應商的時候，這些供

應商，會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我們的標準，以

後我就不和他們往來？

吳：新開發的供應商開宗明義地會對這一

塊，你要提供我這些東西。因為開始 run 的時

候很多是過往雲煙的廠商，會倒回去要這些

資料（保證書等）。但新開發的廠商一開始就

需符合基本的門檻。

曾：那過往的廠商會不會達不到你們要求，

以後就不跟他們做生意了？

吳：難啦！沒有他不行。跟 S 公司還是有買

方和賣方的感覺。不管怎麼樣，綠色這一塊

power 再強的，歐盟那邊 2006 年 7 月份開始，

抵觸這東西大家要負責，可能上游到時不 run

這一塊也不行。

曾：如果在簽保證書時有沒有談到，以後如

果發現檢驗不合格時，責任的歸屬，誰負擔？

吳：當然有，我們經常在簽保證書。

曾：是否有講好到時候處罰的罰款，要負擔

多少錢、責任的歸屬，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吳：通常這一段會在買賣契約談，我們一般

保證書是說，我們 A 公司賣的產品，絕對不

含他們公司所限制的範圍，比如說 RoHS 的

規範，或是看公司規定的管制物質，含有量

不可以超過他們公司的基準，我們通常是簽

這種保證書。

曾：會不會說他們願意簽保證書，但是對於

懲罰條款，他們就不太願意放在合約或保證

書上面？

吳：目前，我們簽的賠償條款，比較不會通

過我們來簽，通常是透過 sales 來簽的，我們

這一部份只是保證我們 A 公司產品不會有含

你們所要求的管制物質。

曾：所以一般來說你們對製造商你們客戶大

概 ， 應 該 是 你 們 也 不 太 願 意 簽 那 些

punishment，有關的懲罰條約。就看你們 sales

那邊。

 目前，我們簽的賠償條款，

比較不會通過我們來簽，通

常是透過 sales 來簽的，我們

這一部份只是保證我們 A 公

司產品不會有含你們所要求

的管制物質。(A07-6)

品保部門簽署不含有毒

物質保證書。

吳：我們對於我們的供應商要求提供某些資

料，填些網頁資料，如果對方不填，你這邊

怎麼處理（這時，吳課長轉向徐課長）？

徐：一般我們要他測，但他不測的，我們會

要他寫一個保證書，保證裡面沒有我們的禁

 我們跟他們買的可能金額

少，買一點點，可能一個月

買一次，一兩千塊，可能檢

測一個花你五千塊，我賣你

一千塊，可是檢測費用五千

採購量少、金額小、交

易頻率低的產品由製

造商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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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自己

檢測，當然這些檢測費用由

我們負擔。(A08-1)

 通常會先透過會議或溝通，

跟他講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我們也某種程度知道供應商

填這個表會有能力上的問

題，不見得每個人對這一塊

都很熟悉，所以我們會做很

充分的說明，包括這個表的

含意是什麼，填的方式是什

麼。(A08-2)

說明「why、what、how」，

充分溝通。

 會，這些都會影響。(A08-3) 電腦操作。

用物質，一旦有問題的時候，我們會以這一

保證書，來建立所謂的懲罰，你不測可是你

保證沒有問題。基本上我們的客戶一定要求

我們填入資料。我們跟他們買的可能金額

少，買一點點，可能一個月買一次，一兩千

塊，可能檢測一個花你五千塊，我賣你一千

塊，可是檢測費用五千塊，有時候我們可能

會自己檢測，當然這些檢測費用由我們負

擔。長期來講我們會做供應商整合，就是說

我們買太多小廠商的話，有的廠商買一個，

有的廠商量比較大，我們會把他集中化。這

些小廠商因為他沒法負擔這些費用，或是他

本身的料進很少，那我們下次再做整合的部

分，整合成大的，集中在某幾家，那買量大

的話，就值得去花這個成本。當然沒辦法時，

我們客戶要求送檢，我們會自己送檢，或是

建議廠商換替代材料，別家可不可以取代

的，以這樣的方式來運作。

曾：那你們會要求他們把檢驗資料填到網站

上面嗎？

徐：我拿一個 sample 給大家看（這時，徐課

長拿出他們的表單）。

吳：通常會先透過會議或溝通，跟他講我們

的訴求是什麼，我們也某種程度知道供應商

填這個表會有能力上的問題，不見得每個人

對這一塊都很熟悉，所以我們會做很充分的

說明，包括這個表的含意是什麼，填的方式

是什麼。

曾：會跟他們的能力，跟他們的電腦操作能

力有關?

吳：會，這些都會影響。我們自己講，如果

我們都沒 touch 這一塊的話，我們都認為這一

塊是蠻難的，因為表裡面有一些累積百分比

啦、重量、pcm 這一些東西，廠商只知道賣

東西，不知道這一塊是什麼，含意是什麼，

他根本無從去填起，所以我們辦說明會必須

辦得很謹慎，教到會為止。比如說要拆解，

他這個東西是不是可拆解的、他的檢驗方式

是什麼，他提供的原物料，他可以整顆丟下

去分析，還是說你要把這個部位，每一個產

品的部位拆解之後，各別去做分析，如果這

個沒說明他們可能把整顆丟下去。

 如果我們都沒 touch 這一塊

的話，我們都認為這一塊是

蠻難的。(A08-4)

推動綠色生產不容易，

的經驗很重要。

曾：拆解到什麼程度，我們也需跟他們講，

會不會有因為剛開始時要拆解到什麼程度，

他們就拿去檢驗了，下次你們又要求，再拆

 這個沒有跟供應商說清楚，

他們就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

麼。(A09-1)

清楚說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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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教他怎麼寫，有時候講

了老半天，他還是不懂，沒

辦法就自己操刀，自己打一

打，當然我會看這些資料來

打，打完以後，當然最重要

的還是保證書啦，叫他們一

定要保證給我，哪我打這些

資料，保證沒有問題，這種

情況小廠比較多。(A09-2)

教不會，則代小型供應

商填表格。

規模小的廠商能力不

足。

 有時我會幫他介入跟他原廠

談，找他環境部的人跟他

談，需要什麼資料，有的時

候可以幫他協調成。(A09-3)

代小廠向其供應商溝

通。

 有時大廠會罵人。他會要求

我們到他的網頁上載，營業

會打電話罵ㄟ，你還不上

載，到底單子還要不要接

啊。(A09-4)

訂單要脅。

解得更細，然後產生一些互相關係的摩擦？

吳：這也不是我們要求啦，一般像 RoHS 要

求的就是這個樣子，一定是可拆解的，他的

分析報告是拆解部位的分析報告，不是整個

丟下去。例如塑膠包的金屬，必須金屬和塑

膠分離，拿去化驗，不可能整個丟下去。

徐：RoHS 要求的是 homogeneous，以前剛開

始做的時候，整顆啦就去檢驗。

吳：這個沒有跟供應商說清楚，他們就不知

道你的要求是什麼。

曾：如果是比較強勢的供應商，你們有時候

替他們填，但是有沒有針對比較弱勢的廠

商，硬要他們去填他？

徐：我們有時候會幫他做，因為我們有些表

格是系統設定的，有些困難度，有時候我們

會幫助他寫，真的不會寫，幫你打一打，當

然我們會看一些檢測報告，像 SGS 的成分

表，裡面用的是哪些成分，包含他們的含量

多少，我們打完以後，這份就送給他們，幫

他們打。他們不會做，有些廠商根本沒有接

觸這個環境，他不知道怎麼去寫這些資料。

我會教他怎麼寫，有時候講了老半天，他還

是不懂，沒辦法就自己操刀，自己打一打，

當然我會看這些資料來打，打完以後，當然

最重要的還是保證書啦，叫他們一定要保證

給我，哪我打這些資料，保證沒有問題，這

種情況小廠比較多。有些小廠向中鋼、南亞

進一百個料一點而已，他不給，有時會面對

這點，有時我會幫他介入跟他原廠談，找他

環境部的人跟他談，需要什麼資料，有的時

候可以幫他協調成。

吳：有時大廠會罵人。他會要求我們到他的

網頁上載，營業會打電話罵ㄟ，你還不上載，

到底單子還要不要接啊！越大的，大概越（大

廠），哪一家名字記不起來。S 公司蠻客氣的。

我所接觸的 S 公司是比較 smooth 的，感覺上。

曾：有沒有哪些客戶是比較強勢的？

吳：很強勢的就 T 公司嘛！T 公司就非常強

勢。T 公司、G 公司，還有 P 公司這些廠商都

非常強勢，動不動就切訂單這樣，就要脅，

像我們最近還有 G 公司跟 T 公司明天要來稽

核。

曾：是因為你們對他們的銷售量佔營運比較

大的部分？

吳：我想可能跟 7 月份快到了有關係，RoHS

七月份。我們 schedule 就有三、四家大廠要

很強勢的就 T 公司嘛！T 公

司就非常強勢。T 公司、G 公

司，還有 P 公司這些廠商都

非常強勢，動不動就切訂單

這樣，就要脅。(A09-5)

強勢製造商採切單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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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們公司稽核，光是綠色這一塊。

 去年來稽核是來學習 A 公司

的，講是講稽核，可是從頭

到尾都是我們在講 A 公司我

們怎麼做，還跟我們要些資

料。現在他可能跟很多大廠

外界接觸久了，大家磨合差

不多了，他也知道外界要些

什麼東西，他也會拿來跟 A

公司要求。(A10-1)

透過稽核學習綠色供應

鏈管理。

 剛開始的時候買原料比較

貴，先跑的人買東西就貴，

到後面現在已經變普遍性的

價格都會一樣。(A10-2)

清潔生產初期，材料成

本較高。

 有時候可能是公司要求切

（切換製程），但是你的客戶

沒有要求切，我沒有要求你

切，你要變更，那我就叫你

提安規。(A10-3)

廠商提前進行清潔生

產。

彭：S 公司前次來是一些事項檢討。

吳：S公司稽核講是講去年啦，他有到我們 line

in 上面去，不單是看綠色這一塊，整個像是

品質系統啦、製程上面的管制啦，去年是有

做這樣的稽核。綠色這一塊，我覺得 S 公司

去年時，我覺得還不是很成熟，他可能還在

學習階段，去年來稽核是來學習 A 公司的，

講是講稽核，可是從頭到尾都是我們在講 A

公司我們怎麼做，還跟我們要些資料。現在

他可能跟很多大廠外界接觸久了，大家磨合

差不多了，他也知道外界要些什麼東西，他

也會拿來跟 A 公司要求。

徐：這些表格每家都大同小異，每家表格不

一樣比較累一點而已。

曾：在實施綠色供應鏈之後，會不會影響您

們買材料或交貨的效率？對你們的影響為

何？

吳：影響不大。

徐：剛開始的時候買原料比較貴，先跑的人

買東西就貴，到後面現在已經變普遍性的價

格都會一樣。現在大部分都提了要對應的部

分，以前是承認的問題、安規的問題、重送

安規。我們的客戶的客戶，他們也說要變更，

有的面對說，公司自己要求要全面先，還是

要客戶要求，有時候可能是公司要求切（切

換製程），但是你的客戶沒有要求切，我沒有

要求你切，你要變更，那我就叫你提安規，

這些問題有時也會牽涉到和客戶關係的部

分。

曾：某些小事情的累積，會不會影響你們的

關係？

徐：多少對供應商會有些，會把這些放進去。

以往我們沒有把環境放進去嘛，後面因為環

境越來越重視，所以我們這方面在供應商的

評價方面這一塊也慢慢在重視，這些不提供

資料的廠商、不檢測的啦，我買你的東西不

放心，我們會慢慢整合，就慢慢移到大廠、

國際廠來做，這個效應會產生這種情形。

 這些不提供資料的廠商、不

檢測的啦，我買你的東西不

放心，我們會慢慢整合，就

慢慢移到大廠、國際廠來

做，這個效應會產生這種情

形。(A10-4)

將訂單轉移給大廠。

小廠沒有清潔生產能

力。

 這個問題我也經常在反應，

我們拿了那麼多東西給人家

簽，如果真的發生事情，人

家真的賠得起嗎？他沒有這

個能力。沒有發生誰都不知

道。(A11-1)

若違反環境指令，恐無

法負擔賠償金額。

曾：像 S 公司希望找的供應商會越來越大間，

小間的他們就不要了，以後萬一有問題他們

也賠償不起。

吳：這個問題我也經常在反應，我們拿了那

麼多東西給人家簽，如果真的發生事情，人

家真的賠得起嗎？他沒有這個能力。沒有發

生誰都不知道。  所以對廠商有分風險，這家 選擇供應商應考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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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比較高，你買材料就要

小心了，所以說對廠商就要

分類。一方面價格因素有，

環境因素也有，量集中，價

格也有議價空間。(A11-2)

險。

物料價格很重要。

 所以趨勢一定會慢慢集中

化，小廠比較沒辦法對應這

些東西，所以我們也是後面

慢慢就會做，就這種環境，

慢慢也會體會哪些廠商沒辦

法配合。(A11-3)

小廠較沒辦法符合環境

指令之要求。

小廠較沒有綠色生產能

力。

 可能我們的表格來講，別公

司的表格可能給你一張紙填

填就可以了，而我們公司全

部都用系統來打，因為本身

用程式來設定的。(A11-4)

使用資訊系統處理業

務。

徐：所以對廠商有分風險，這家風險比較高，

你買材料就要小心了，所以說對廠商就要分

類。一方面價格因素有，環境因素也有，量

集中，價格也有議價空間。所以趨勢一定會

慢慢集中化，小廠比較沒辦法對應這些東

西，所以我們也是後面慢慢就會做，就這種

環境，慢慢也會體會哪些廠商沒辦法配合。

曾：就資訊系統而言，小廠沒辦法填的比例

比較多？

徐：可能我們的表格來講，別公司的表格可

能給你一張紙填填就可以了，而我們公司全

部都用系統來打，因為本身用程式來設定

的，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比較，我們也做說明

會啦，說明操作，後面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新廠部分，一新開發的廠商就跟他說明怎麼

去操作，所以填寫就沒有什麼問題，我們開

發新廠商時，你的資料會配合我們檢測，沒

有辦法就不行了，就不去找你了。一旦展開

這環境，對供應商的選擇就比較嚴格了。

 新廠部分，一新開發的廠商

就跟他說明怎麼去操作，所

以填寫就沒有什麼問題，我

們開發新廠商時，你的資料

會配合我們檢測，沒有辦法

就不行了，就不去找你了。

(A11-5)

零組件符合檢驗規定。

曾：因為綠色供應鏈，S 公司供應商由千餘家

變為幾百家，你們有這樣的情況嗎？

吳：不單純是為了綠色的吧？可能是因為政

策導向吧！像策略聯盟這樣子，大家合起來

一起買，成本比較低，考量點不一定是綠色

供應鏈。

曾：S 公司開了說明會後，你們有沒有馬上去

做？

彭：我們就會按照他的 schedule，要在幾號之

前提給他，我們都照他的要求。他要求的事

項不會很複雜，因為他都有做說明，雙方溝

通過。

 我 們 就 會 按 照 他 的

schedule，要在幾號之前提給

他，我們都照他的要求。他

要求的事項不會很複雜，因

為他都有做說明，雙方溝通

過。(A12-1)

直接溝通。

 所以大廠和大廠間都沒有什

麼隔閡啦，就怕小廠說他也

聽不懂，大廠和大廠之間只

有懂不懂的問題，沒有能不

能的問題。有時候會跟人力

的素質有關係，小廠說明

後，不會填就不會填。(A13-1)

大型供應商理解製造商

的作法。

小型供應商的人力素質

不佳。

吳：所以大廠和大廠間都沒有什麼隔閡啦，

就怕小廠說他也聽不懂，大廠和大廠之間只

有懂不懂的問題，沒有能不能的問題。有時

候會跟人力的素質有關係，小廠說明後，不

會填就不會填。

徐：尤其是家庭式的，他沒有這種觀念。

吳：大廠有這種 sense。

徐：有時候你要回收快的話，有時候就要自

己接下去，幫他們去填，因為一直講講他還

是不會寫，有時候我們操作說明跟他講了，

 像我們這東西我們以前也不

會填，因為我們有一個專責

的組織，專門對付綠色這一

成立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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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當我們營業接到客戶這

個要求的時候，就往我們這

單位丟，由我們這個單位專

責幫他們填寫這個資料。

(A13-2)

他還是不會填。

吳：像我們這東西我們以前也不會填，因為

我們有一個專責的組織，專門對付綠色這一

塊，當我們營業接到客戶這個要求的時候，

就往我們這單位丟，由我們這個單位專責幫

他們填寫這個資料。

曾：這個單位做哪些事情？

吳：就是綠色的嘛，他是綠色採購，我負責

製品有害物質的一些對應。

徐：我是對材料購買，供應商的一些。

曾：你和你們的供應商之間，會不會因為綠

色供應鏈的事情，而產生關係上的變化？

徐：我們算是比較柔性的，沒有說：不可以

就把你砍掉，我們都還是會跟你教育或說明。

 我們算是比較柔性的，沒有

說：不可以就把你砍掉，我

們都還是會跟你教育或說

明。(A13-3)

製造商會對供應商做教

育或說明。

 我們是站在互相配合上，雙

方配合的立場來談。(A14-1)

聯絡人員的觀點。

 有時日本總公司會罵我們太

親切，尤其是對採購。(A14-2)

高層希望採取強硬措

施。

 買方和賣方間的關係，這個

東西不容易取得，我們只好

低聲下氣的。(A14-3)

零組件不易取得。

 那如果我有好幾個備胎放著

的時候，你不行我就給你拿

掉，很現實。(A14-4)

表現不佳就被取代。

吳：我們通常不是站在比較強勢的一方。

曾：是不是和日本公司的文化有關？

徐：我們是站在互相配合上，雙方配合的立

場來談。

吳：有時日本總公司會罵我們太親切，尤其

是對採購，我本身也幹過採購。你說日本會

不會用哪種親切方式，不會ㄟ。經常上面就

說：你們採購怎麼感覺那麼客氣，通常採購

是會罵人的，凶悍那種。我們的老闆也會說

你們會不會太溫柔了一點。不過他倒不希望

你和供應商打壞關係，也不希望你和供應商

勾肩搭背，感情那麼好，你跟你的供應商之

間應該是很那種楚河漢界，品質不好我就修

理你，做到這個程度。所以企業文化，我們

的高層還是企盼我們跟供應商之間是比較強

硬的。應該講和買賣，買方和賣方間的關係，

這個東西不容易取得，我們只好低聲下氣

的。那如果我有好幾個備胎放著的時候，你

不行我就給你拿掉，很現實。

曾：哪種方法，強硬的還是溫柔的比較好用？

吳：我個人覺得交朋友的立場，柔的比較好，

但在公司的立場當然是比較硬的，以 A 公司

來看半柔半硬會比較好，太硬買不到東西。

 我個人覺得交朋友的立場，

柔的比較好。(A14-5)

聯絡人員認為柔性措施

比較好。

 沒有籌碼時我對你硬也硬不

起來。有些廠商拜託你單子

不要下給我好不好！哪你怎

麼辦？一天到晚發訂單給

我，量又那麼少。(A15-1)

訂單數量少時，談判較

沒籌碼。

曾：你會不會針對哪些廠商硬一點，哪些廠

商軟一點？

吳：硬一點軟一點應該看供需的問題，我有

我的籌碼時可以對你硬，沒有籌碼時我對你

硬也硬不起來。有些廠商拜託你單子不要下

給我好不好！哪你怎麼辦？一天到晚發訂單

給我，量又那麼少，兩天又要出貨，每個月

給我的 forecast 又不準，他說我跟你們是做

service 的，不是要賺你們的錢。有的供應商

 有的供應商說我跟你們 A 公

司是有感情的，不是純粹賺

你們的錢，是有感情的，我

們配合那麼久了。(A15-2)

彼此是有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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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大老闆就說，他到大

客戶那邊一樣坐著給人家

罵，他在這邊雖貴為副總、

總經理，可是到人家那邊去

還是給人家的採購罵，給營

業罵。(A15-3)

製造商態度強硬。

 他就感慨為什麼人家的採購

是那麼強硬的。人家的一個

採購來做 audit，可以把我們

的處長叫來罵。(A15-4)

來稽核時，對方態度不

佳。

 尤其是 P 公司，我們只要聽

到這個名字，現場就很反

感，不是只有我。(A15-5)

對某一客戶觀感不佳。

說我跟你們 A 公司是有感情的，不是純粹賺

你們的錢，是有感情的，我們配合那麼久了。

我們的大老闆就說，他到大客戶那邊一樣坐

著給人家罵，他在這邊雖貴為副總、總經理，

可是到人家那邊去還是給人家的採購罵，給

營業罵，他就回來講，為什麼我們不能以同

樣的立場去罵他們？！罵我們供應商，為什

麼我們出門都被罵，他就感慨為什麼人家的

採購是那麼強硬的。人家的一個採購來做

audit，可以把我們的處長叫來罵，他敢。像 Q

公司、T 公司、P 公司這幾個廠商我們都覺得

蠻硬的，至少我個人接觸的感覺啦，這幾個

廠商都蠻硬的，蠻強勢的。這幾家廠商有些

也是日系的。尤其是 P 公司，我們只要聽到

這個名字，現場就很反感，不是只有我。他

們來要你做什麼，一點小東西他們也認為大

缺點，動不動就切你的訂單，而且往上報，

那是我們的感覺，說 P 公司又要來了，這種

客戶不好對應。比較大型的像 N 公司也是很

嚴格，N 公司的嚴格是無庸置疑的。N 公司

在做電玩，PS2，在荷蘭，N 公司大廠賠得起，

像一般小公司簽了保證書，發生了事情他又

能負什麼責任。

 一點小東西他們也認為大缺

點，動不動就切你的訂單，

而且往上報。(A15-6)

威脅要減少訂單。

稽核結果回報給供應商

的母公司。

 我們會把自己的風險盡量降

低，我們不完全信任供應商

什麼保證書之類的。(A16-1)

降低風險。

對廠商不完全信任。

 我們自己也投入蠻多的心

力、成本在上面，我們寧願

自己去證實我們的東西是沒

有問題的，所以對供應商現

在的材料我們是自己拿去化

驗的。(A16-2)

寧願投入資源於重複檢

驗。

 他認為 A 公司做得很徹底，

就是說他讓他們接收到 A 公

司的產品，讓他們很放心，

因為 A 公司對進來的每一顆

料都有拿去化驗。(A16-3)

相信產品符合環境指

令，而不重複檢驗。

 他們看了我們管理的方式，

他們認為 A 公司的方式讓他

們很放心。(A16-4)

對廠商的管理很放心。

A 公司被認知有很好的

管理制度。

曾：7 月開始要實施了，違反RoHS 規定的 case

會不會有一些陸陸續續出現？

吳：應該會。我們的風險，我們會把自己的

風險盡量降低，我們不完全信任供應商什麼

保證書之類的，我們自己也投入蠻多的心

力、成本在上面，我們寧願自己去證實我們

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對供應商現在的

材料我們是自己拿去化驗的。我們不相信供

應商的化驗，我們自己有買設備，進來的每

一個材料、每一個設備，我們都會經過檢驗，

一方面雙重保障，供應商一方面保證，自己

要檢驗。前幾天也有家客戶，他來 A 公司，

我們介紹 A 公司管理的模式，他聽了我們的

簡報之後認為，像 A 公司這樣做的不多了

啦，他認為 A 公司做得很徹底，就是說他讓

他們接收到 A 公司的產品，讓他們很放心，

因為 A 公司對進來的每一顆料都有拿去化

驗，所以他們接收到的產品含有那些禁用物

質成分物質的成分也不大，他們看了我們管

理的方式，他們認為 A 公司的方式讓他們很

放心（信任）。前一陣子，也有請賣檢驗設備

的，來幫我們介紹對於那些有害物質檢測的

方式檢驗過程怎樣，他有提到就是說，現在

 一般他們認為將來的企業為

了保障他們自己的產品，通

常會購置這些設備。(A16-5)

自購檢測設備降低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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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企業慢慢都會購置所謂 SRF 的設備。

SRF 是一個定性的分析儀器，ICP 通常講 ITS

或是 SGS，ICP 的報告是一個定量的我的東西

含有多少的 PPM 在裡面，那 SRF 是測有沒

有，它是一個比較粗略的檢測儀器，他可以

測這所有的化學成分有沒有有害物質在裡

面，它是比較著重於質的檢測儀器，那 ICP

是著重於量的。一般他們認為將來的企業為

了保障他們自己的產品，通常會購置這些設

備。

曾：一般製造商來說，他們會不會只承認那

一些單位的檢驗報告？

吳：只要是國家實驗室認可的，就 OK。甚至

我們國家標準局的網站也有提到，就是說很

可能因應將來在 2006 年 7 月份以後，我們輸

往歐洲的產品，他都會要求先附一些檢驗報

告，證明你提供的產品是沒有問題的，那要

怎麼證明這些東西沒有問題，就是取得這些

實驗室認知的檢驗機構，只要經由他們檢驗

出來的東西提出的證明，就代表這些是沒有

問題的。我們的實驗室是一般的量測，範圍

可能沒有含到這一塊，我們有 SRF 設備，但

是沒有 ICP 設備。

曾：如果可以自己檢測那不是很好？

吳：要看，有些客戶不要。老王賣瓜，自己

總是說自己的好。他寧可相信第三者測的，

不相信自己測的。所以我剛才講經過標準檢

驗局認可的這些民間機構，他自己擁有這些

設備，只要經過標準檢驗局認可，將來他自

己加工檢驗的東西，輸到歐洲去，歐洲就應

該會承認他的檢驗報告。目前台灣就這兩

家，SGS 和 ITS。

曾：你們做了這個之後，成本會增加嘛，價

格上會調多少？

吳：不得不買這個設備，這個成本是不得已

的，但是售價上不可能提高的。短期內不可

能，長期也不可能。我們產品的價格永遠是

往下跌的，不會因為這樣而漲價，只能朝往

製程方面改善，把成本 cost down 下來。

 不得不買這個設備，這個成

本是不得已的，但是售價上

不可能提高的，只能朝往製

程方面改善，把成本 cost

down 下來。(A17-1)

改善製程，以降低成本。

 第一個是大廠的牽引，大廠

會要求你這麼做，我們不得

不配合。(A18-1)

客戶的要求。曾：會影響你們積極推動綠色供應鏈，背後

有哪些因素的考量？

吳：第一個是大廠的牽引，大廠會要求你這

麼做，我們不得不配合。第二是我們母公司

本身的政策，我們是一個大的跨國企業，本

身要走在前面，不可以給人家推著走，我們

對自己企業的責任心，本身就應該要走在前

 我們母公司本身的政策，我

們是一個大的跨國企業，本

身要走在前面，不可以給人

家推著走。(A18-2)

母公司要求自己要領先

同業。



第肆章 文本分析

67

 我們的大老闆，日本的，他

也向世界宣示 A 公司做出來

的產品，從什麼時候開始就

沒有含有毒物質，這宣示一

出來，所有的子公司就朝這

一個方向走。(A18-3)

宣示產品不含有毒物

質。

 我們通常都蠻 care 客戶的要

求，我們 A 公司通常不是只

有看你買多少，而是商譽的

問題。(A18-4)

重視客戶的要求。

面。我們的大老闆，日本的，他也向世界宣

示 A 公司做出來的產品，從什麼時候開始就

沒有含有毒物質，這宣示一出來，所有的子

公司就朝這一個方向走。

曾：你們供應給 S 公司的產品，會不會因為

有比較多的競爭者，所以配合度比較高一

點？

吳：我們通常都蠻 care 客戶的要求，我們 A

公司通常不是只有看你買多少，而是商譽的

問題，有些廠一個月跟 A 公司買十幾萬，我

們也不敢小看他，萬一他對 A 公司傳出一些

不能聽的話，或 A 公司對應態度很惡劣，對

我們的商譽也是損失。所以儘管是五萬，十

萬這些廠商，客戶來診斷我們，我們還是畢

恭畢敬的。

 所以儘管是五萬，十萬這些

廠商，客戶來診斷我們，我

們還是畢恭畢敬的。(A18-5)

不論交易額的大小都畢

恭畢敬。

客戶來診斷，畢恭畢敬。

 我們都不覺得 S 公司要求會

過份，或會有什麼難的地

方，我覺得彼此都可以諒

解。(A19-1)

諒解作法。

 可能對一些小廠，沒有建立

制度的影響比較大，從無到

有的廠比較累。(A19-2)

小廠在導入綠色供應鏈

比較累。

 S 公司來可能是過去的經

驗，S 公司來，我們覺得不是

那種很畏懼的對象，只是來

教你而已。(A19-3)

稽核氣氛輕鬆。

 P 公司來的時候我們的精神

都繃得很緊，就好像當兵時

師長來一樣。(A19-4)

稽核氣氛緊張。

曾：你們在台灣多久了？

吳：民國 57 年創立的。

曾：你們和 S 公司過去的關係會不會影響你

們在做綠色這一塊的配合？

吳：不會ㄟ。他對我們的要求都很普通，很

尋常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本身也在 run 這一

塊，我們都不覺得 S 公司要求會過份，或會

有什麼難的地方，我覺得彼此都可以諒解，

他們要求什麼我們都可以配合。

徐：可能對一些小廠，沒有建立制度的影響

比較大，從無到有的廠比較累。

曾：你們與客戶之間的互動情形如何？

吳：S 公司來可能是過去的經驗，S 公司來，

我們覺得不是那種很畏懼的對象，只是來教

你而已，通常是採購或是品保過來。S 公司來

診斷，和一般的 T 公司啦、Q 公司、P 公司那

種氣氛是差很多的，P 公司來的時候我們的精

神都繃得很緊，就好像當兵時師長來一樣，

來的前兩天，那現場該收的趕快收起來，該

擺好的擺好，佈告欄上有什麼過期的資料，

很注重那些細節。我覺得跟母公司日本，在

日本來講的話 P 公司是 A 公司的大客戶，儘

管對我們來講是小的，但是牽扯到企業形象

的問題，我們怕他回到日本爆料，台灣做得

很差，我就怕他寫一些有的沒有的，回到日

本告狀。其實我覺得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為什

麼要挑一些毛病，寫一大堆東西，最重要的

是讓供應商和客戶之間，共同為這個品質做

好，大家都有一個共識，那是最重要的。

曾：我想跟方法有關係，S 公司的表達方式和

P 公司就不一樣，例如 S 公司可能也有寫評分

 共同為這個品質做好，大家

都有一個共識，那是最重要

的。(A19-5)

共識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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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過表現出來不會讓你覺得很有壓力。

 政 府 要 訂 定 他 的 標 準 。

(A20-1)

政府未訂定統一的標

準。

 每家每家的標準都不一致，

你要求一百，他要求十，都

沒 有 一 套 統 一 的 標 準 。

(A20-2)

各家廠商的標準不一。

 我們一看怎麼那麼嚴格，我

們會寫不下去，不太敢寫，

不太敢保證。(A20-3)

標準過於嚴格。

 我們光是研究那些報表，研

究完就花了半天的時間，你

報表要提供我們填，但又沒

寫得很清楚，要我們仔細

study 裡面的內容，看完後我

們才有辦法填，這也是我們

填得比較傷腦筋的地方。

(A20-4)

說明不清楚，影響填表

作業。

 還有就是客戶瞭解的層次。

我們有時會很奇怪你怎麼會

跟我要 MSDS，污染檢測資

料表，明明就是一些很固態

的 東 西 ， 怎 麼 會 跟 我 要

MSDS，他們對這一塊到底瞭

解多少，他們會跟我要這些

資料，感覺上很無理，也很

無奈。(A20-6)

對檢驗項目不清楚。

 對資料的要求上面，別人怎

麼要，我也怎麼要，是不是

他真的很瞭解這些東西。

(A20-7)

人云亦云。

曾：你覺得在推動綠色供應鏈時，有哪些因

素會影響你們的成效？

徐：政府要訂定他的標準，政府不出來讓企

業自己在玩，每家每家的標準都不一致，你

要求一百，他要求十，都沒有一套統一的標

準。

吳：每一家客戶要求的項目，有點像模仿性

的啦，他拿別人的標準來抄，然後自己再加

一個 10%。我們碰到的瓶頸是認為說我們的

客戶拿一大堆證明要我們填的時候，我們一

看怎麼那麼嚴格，我們會寫不下去，不太敢

寫，不太敢保證。

徐：有時項目一百多個，兩百多個，所以保

證不含，你又不能不簽，不簽又沒有訂單。

吳：各家的基準不一啦。第二個就是訂一大

堆資料叫我們填，那個量一進來就是五、六

張，密密麻麻的，我們光是研究那些報表，

研究完就花了半天的時間，你報表要提供我

們填，但又沒寫得很清楚，要我們仔細 study

裡面的內容，看完後我們才有辦法填，這也

是我們填得比較傷腦筋的地方。

吳：還有就是客戶瞭解的層次。我們有時會

很奇怪你怎麼會跟我要 MSDS，污染檢測資

料表，明明就是一些很固態的東西，怎麼會

跟我要 MSDS，他們對這一塊到底瞭解多少，

他們會跟我要這些資料，感覺上很無理，也

很無奈，我們通常會透過營業再跟他溝通，

可不可以我們給你成分表，再給你分析報告

就好了，可以不要 MSDS。對資料的要求上

面，別人怎麼要，我也怎麼要，是不是他真

的很瞭解這些東西、要這些資料的目的？我

們通常不理解的部分是，客戶要這些資料到

底做什麼？

曾：你們跟他們講的時候，他們會接受嗎？

吳：有的會接受啊。

 要這些資料的目的？我們通

常不理解的部分是，客戶要

這 些 資 料 到 底 做 什 麼 ？

(A20-8)

未說明需繳交的「資料

類型」及「理由」。

 我們已經是到第三手了，我

們 還 不 是 直 接 的 窗 口 。

(A21-1)

資訊經過多手傳遞。

 我們所接受到一大堆調查的

資料，是來自於營業接受到

的訊息再轉給我。(A21-2)

營業接受資訊再轉相關

人員。

 我們有疑問時，沒有辦法跟

客戶做直接的反應。(A21-3)

無法直接向製造商反

應。

資訊不完整。

曾：有的客戶只要求你們拿資料，但是沒有

說明 why。這種客戶多不多？

吳：當然有，資料給他就好了。我們已經是

到第三手了，我們還不是直接的窗口，我們

所接受到一大堆調查的資料，是來自於營業

接受到的訊息再轉給我，所以我們有疑問

時，沒有辦法跟客戶做直接的反應，迂迴地

到營業，再到我們這邊，營業有時又不太懂，

也蠻花時間的。因為營業沒辦法，他也沒有

那麼多時間去對應這麼多東西，他一天到晚  營業有時又不太懂，也蠻花 邊界人員不理解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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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顧著他的訂單會不會跑掉而已，有關於像

客戶這一些要求事項，他一定提供給專責單

位負責。

徐：到了 7 月 1 日，你就不能慢，是強制性

的，東西不能賣，他就會很緊張。

時間的。因為營業沒辦法，

他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對應

這麼多東西。(A21-4)

訊息。

 我是覺得世界上國家也好，

有一個共通的格式，綠色這

一塊像 ISO 這樣的東西，該

提那些資料，有一個標準在

那裡。(A22-1)

各家廠商的標準不一。

各家廠商的格式不一。

 我們每次看客戶要什麼東

西，要先 study 個半天，才知

道客戶要什麼(A22-2)

花時間瞭解表單內容。

 通常我們的供應商才賣我們

一顆料而已，但我們就要求

我們的供應商去拆解那顆料

的成分表。(A22-3)

訂單金額不高，但須付

出高額的檢驗支出。

吳：我是覺得世界上國家也好，有一個共通

的格式，綠色這一塊像 ISO 這樣的東西，該

提那些資料，有一個標準在那裡，標準的模

式出來，就不會像每一家供應商要求得不一

樣，第一個基準不一樣，第二個格式不一樣，

我們每次看客戶要什麼東西，要先 study 個半

天，才知道客戶要什麼。如果有一個很標準

的模式進來，我就知道他要一個分析報告，

他要的是保證書，而且保證書的格式是什

麼，這些很清楚的話，對應上會比較輕鬆一

點。

曾：你的意思是說，有時候你的客戶要的資

料，可能是因為他的客戶向他要，所以他就

向你們要？

吳：是啊！比如說 PC 板好了，一個 PC 板裡

面零件那麼多，他跟你要成分表，你想想看

裡面有多少成分，通常我們的供應商才賣我

們一顆料而已，但我們就要求我們的供應商

去拆解那顆料的成分表，你看 A 公司的成分

表要如何給他，裡面有幾百顆料，密密麻麻

的，還好我們有做管理，這個材料會連結到

BOM 表上面。如果我們相同地去要求我們別

家客戶，如果他們沒有像 A 公司這樣做管理

的時候，他們拿得出來嗎？

徐：我們的 BOM 表和我們工程師做的系統化

的管理，只要電腦一抓，就直接抓下去。

曾：非常謝謝你們接受訪問，如果有問題希

望還可以再訪問你們。

吳：沒問題。

 我們的 BOM 表和我們工程

師做的系統化的管理，只要

電腦一抓，就直接抓下去。

(A22-4)

電腦化的資料管理。

開放性編碼中第二個重要的步驟是發現類屬。分析者在獲得一些概

念後，會瞭解到某些概念可以一個或多個更抽象、更高層次的概念加以

群組，而成為類屬，並命名之。類屬的命名取決於研究者的視野、研究

主題、與研究的情境脈絡。雖然概念化與發現類屬分屬兩個步驟，Strauss

& Corbin[1998]強調，一旦概念開始累積，分析者也應該開始群組的歷

程，並將概念以更抽象的解釋名詞—即類屬，來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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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類屬與概念是如何命名的？Strauss & Corbin[1998]曾提示三種

方式，（1）從現有概念選一具代表的概念：若某一概念比其他，更具抽

象和綜合性之意涵，即可用來作為擁有相同特徵之事物的命名。（2）從

文獻：若分析後所得的意涵和目前的研究資料有關，可使用這些既定的

概念，而不必重新命名。在借用這些名詞時，需注意這些名詞約定俗成

的意義和相關意涵是否會造成資料詮釋上的偏差，而妨礙分析者從資料

中看出新的意義來。（3）實境代碼（in vivo codes）：根據研究的情境脈

絡，選出容易讓人記憶，或可立即引人注意的名詞。

根據前述對類屬發展方法之描述，本研究將逐字稿概念化之成果

（如表 4.2）重整，彙整出相關類屬（如表 4.3），表 4.3（概念化後的編

號代表其在逐字稿的位置）為 A 公司編碼後所得之類屬。

表4.3 A 公司編碼所得之類屬

概念化 類屬一 類屬二

S 公司建置資訊平台。(A01-1)

上傳檢驗報告給 S 公司。(A01-2)

透過第三方單位分享檢驗資料。(A01-5)

檢驗報告之儲存與分享都透過第三方單位。(A01-6)

透過第三單位取得化驗報告。(A01-6)

上中心廠網站，依其格式輸入資料。(A02-1)

等待母公司之決策。(A06-3)

直接溝通。(A12-1)

資訊經過多手傳遞。(A21-1)

無法直接向製造商反應。(A21-3)

營業接受資訊再轉相關人員。(A21-2)

邊界人員不理解製造商訊息。(A21-4)

溝通形式。

持續教導二階供應商或代填資料。(A04-4)

說明「why、what、how」，充分溝通。(A08-2)

清楚說明要求。(A09-1)

直接溝通。(A12-1)

說明不清楚，影響填表作業。(A20-4)

未說明需繳交的「資料類型」及「理由」。(A20-8)

花時間瞭解表單內容。(A22-2)

溝通內容。

持續教導二階供應商或代填資料。(A04-4)

供應商常與中心廠溝通。(A06-2)

溝通頻率。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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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溝通。(A12-1)

稽核是中心廠的輔導措施之一。(A02-2)

說明會是中心廠的輔導措施之一。(A03-5)

召開說明會教導供應商。(A04-3)

強勢製造商採切單措施。(A09-5)

製造商會對供應商做教育或說明。(A13-3)

高層希望採取強硬措施。(A14-2)

聯絡人員認為柔性措施比較好。(A14-5)

製造商態度強硬。(A15-3)

來稽核時，對方態度不佳。(A15-4)

威脅要減少訂單。(A15-6)

稽核結果回報給供應商的母公司。(A15-6)

稽核氣氛輕鬆。(A19-3)

稽核氣氛緊張。(A19-4)

溝通策略

理解中心廠的作法。(A04-1)

盡量配合檢測。(A06-1)

教不會，則代小型供應商填表格。(A09-2)

大型供應商理解製造商的作法。(A13-1)

聯絡人員的觀點。(A14-1)

聯絡人員認為柔性措施比較好。(A14-5)

來稽核時，對方態度不佳。(A15-4)

不論交易額的大小都畢恭畢敬。(A18-5)

諒解作法。(A19-1)

邊界人員特性：同理心。

上傳檢驗報告給 S 公司。(A01-2)

透過第三方單位分享檢驗資料。(A01-5)

零組件送檢驗中心檢驗。(A01-6)

簽署保證書。(A05-3)

品保部門被要求簽署保證書。(A07-4)

中心廠之要求事項。

由製造部門上傳檢驗報告。(A01-4)

有專屬的資訊部門負責傳遞訊息。(A03-4)

品保部門被要求簽署保證書。(A07-4)

成立專責單位。(A13-2)

營業接受資訊再轉相關人員。(A21-2)

專業化。

等待母公司之決策。(A06-3) 集權化。

組織結構。

稽核是中心廠的輔導措施之一。(A02-2)

中心廠因學習而提升其輔導能力。(A02-5)

持續教導二階供應商或代填資料。(A04-4)

教不會，則代小型供應商填表格。(A09-2)

代小廠向其供應商溝通。(A09-3)

訂單要脅。(A09-4)

說明會是中心廠的輔導措施之一。(A03-5)

召開說明會教導供應商。(A04-3)

強勢製造商採切單措施。(A09-5)

製造商會對供應商做教育或說明。(A13-3)

高層希望採取強硬措施。(A14-2)

聯絡人員認為柔性措施比較好。(A14-5)

輔導能力。 技術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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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態度強硬。(A15-3)

來稽核時，對方態度不佳。(A15-4)

威脅要減少訂單。(A15-6)

稽核結果回報給供應商的母公司。(A15-6)

稽核氣氛輕鬆。(A19-3)

稽核氣氛緊張。(A19-4)

規模小的廠商能力不足。(A09-2)

小型供應商的人力素質不佳。(A13-1)

供應商能進行綠色生產。(A07-1)

推動綠色生產不容易，的經驗很重要。(A08-4)

小廠沒有清潔生產能力。(A10-4)

小廠較沒有綠色生產能力。(A11-3)

零組件符合檢驗規定。(A11-5)

改善製程，以降低成本。(A17-1)

清潔生產能力

大廠有網頁服務形式的資訊系統。(A03-6)

電腦操作。(A08-3)

使用資訊系統處理業務。(A11-4)

電腦化的資料管理。(A22-4)

資訊科技能力。

各家廠商的標準不一。(A20-2)

各家廠商的格式不一。(A04-2)

對檢驗項目不清楚。(A20-6)

人云亦云。(A20-7)

綠色供應鏈管理能力

比中心廠還早實施「綠色產品」之製造。(A02-3) 環境承諾。

中心廠願意向知名供應商學習。(A02-4)

中心廠因學習而提升其輔導能力。(A02-5)

透過稽核學習綠色供應鏈管理。(A10-1)

組織學習。

跨國企業之環境政策影響其子公司。(A02-6)

跨國企業自發地執行綠色供應鏈。(A03-1)

跨國企業提早執行環境管理。(A03-2)

跨國企業。

大廠有網頁服務形式的資訊系統。(A03-6)

規模小的廠商能力不足。(A09-2)

將訂單轉移給大廠。(A10-4)

小廠較沒辦法符合環境指令之要求。(A11-3)

大型供應商理解製造商的作法。(A13-1)

小型供應商的人力素質不佳。(A13-1)

小廠在導入綠色供應鏈比較累。(A19-2)

廠商規模。

組織特性。

跨國企業自發地執行綠色供應鏈。(A03-1)

法令壓力下，產品都要符合法規。(A07-3)

法令壓力。

採購量少、金額小、交易頻率低的產品由製造商送

檢。(A08-1)

清潔生產初期，材料成本較高。(A10-2)

物料價格很重要。(A11-2)

訂單金額不高，但須付出高額的檢驗支出。(A22-3)

成本效益分析

違反歐盟環保指令要賠償。（A07-5)

若違反環境指令，恐無法負擔賠償金額。(A11-1)

認知風險。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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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供應商應考量風險。(A11-2)

降低風險。(A16-1)

寧願投入資源於重複檢驗。(A16-2)

標準過於嚴格。(A20-3)

受同業影響而執行環境政策。(A03-3)

A 公司被認知有很好的管理制度。(A16-4)

母公司要求自己要領先同業。(A18-2)

維護企業聲譽。

共識是最重要的。(A19-5) 認知價值。

跨國企業提早執行環境管理。(A03-2)

廠商提前進行清潔生產。(A10-3)

宣示產品不含有毒物質。(A18-3)

環境承諾。

代強勢二階供應商填資料。(A05-1)

強勢供應商不願提供不含毒物保證書。(A05-2)

供應商不易被取代。(A07-2)

訂單要脅。(A09-4)

強勢製造商採切單措施。(A09-5)

零組件不易取得。(A14-3)

表現不佳就被取代。(A14-4)

訂單數量少時，談判較沒籌碼。(A15-1)

製造商態度強硬。(A15-3)

來稽核時，對方態度不佳。

威脅要減少訂單。(A15-6)

客戶的要求。(A18-1)

客戶來診斷，畢恭畢敬。(A18-5)

重視客戶的要求。(A18-4)

相對權力。

彼此是有情感的。(A15-2)

對某一客戶觀感不佳。(A15-5)

稽核氣氛輕鬆。(A19-3)

稽核氣氛緊張。(A19-4)

情感

對廠商不完全信任。(A16-1)

寧願投入資源於重複檢驗。(A16-2)

相信產品符合環境指令，而不重複檢驗。(A16-3)

對廠商的管理很放心。(A16-4)

信任。

夥伴關係。

資訊經過多手傳遞。

花時間瞭解表單內容。(A22-2)

資訊及時性。

資訊經過多手傳遞。 資訊正確性。

資訊不完整。(A21-3) 資訊不完整。

資訊品質。

自購檢測設備降低風險。(A21-1) 專屬性資產。

根據紮根理論執行程序（如圖 4.1 所示），資料分析階段還包括主

軸編碼和選擇編碼，主軸編碼是一個將開放編碼所得的類屬關連起來的

過程，而選擇編碼之目的在統整與精鍊理論。事實上在進行 A 公司開放

編碼之同時，就逐漸顯現出這些類屬的關連性，且對理論已經有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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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看法，換言之，開放編碼分析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主軸編碼或選

擇編碼的過程。由於詳細地敘述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之過程將極為繁

瑣，而且在進行其他個案分析時，之前的編碼還是有可能修改，此一過

程正如 Strauss & Corbin[1998]所言，統整的歷程始於第一筆資料的分

析，而一直到最後的撰寫工作才告終結。因此本文僅描述類屬的發展，

其他則在多個個案訪談結束後再行說明。

A 公司訪談資料分析和統整過後，必須再進行理論抽樣，選擇下一

個樣本，以蒐集資料。繼 A 公司之後的訪談對象為 B 公司，原因是，

分析 A 公司資料時發現，溝通是一個重要現象，為了更充分地發展其屬

性與面向，有必要針對此一現象做更深入地探索，另外 A 公司受訪者認

為小型廠商恐無法配合綠色供應鏈管理，廠商規模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

概念；因此在 S 公司吳經理推薦下，選擇對溝通現象有深入理解且規模

小於 A 公司的 B 公司為第二個訪談對象。在結束 B 公司訪談後，進行

紮根理論的編碼分析過程，然後再進行理論抽樣，這一過程持續進行，

直到理論飽和為止。理論飽和有兩種不同的意涵，一是根據研究所得的

重要現象持續蒐集並分析資料，直到其達到飽和；另一種是在研究的範

圍中，持續蒐集並分析資料，直到找到所有類屬為止。但是無論上述何

種情形，在時間或資源有限等現實情況考量下，要達成理論飽和有其困

難，因此本研究總計抽樣四家公司，並陸續地完成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工

作。

除了 A 與 B 兩家公司外，本研究還選擇 C 與 D 公司為樣本。之所

以選擇 C 公司是因為前兩家公司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產品製造技術在導

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中居重要地位，部分廠商即因技術無法因應客戶要求

而失去與其他企業往來的機會。而 C 公司之專業為塗裝，利用電鍍法，

在金屬材質甚至塑膠材質的表面加上標誌或圖文。過去電鍍時採用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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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六價鉻，C 公司有能力使用符合環保要求的三價鉻取代六價鉻，在

技術上優於其他公司，故被選為第三家接受訪談的公司。本研究在分析

B 和 C 兩家規模較小的公司的資料時，發現其相對權力小於中心廠，而

影響了雙方的互動，因此選擇 D 公司為第四個訪談對象。D 公司為跨國

性的大公司，資源豐富，相對於小公司可能擁有較大的權力，但又因為

其為中心廠的供應商，若從訂單的觀點看權力恐弱於中心廠，因此被選

為樣本，以深入探索相對權力對溝通現象的影響。

茲說明 B、C、和 D 三家公司的基本資料。B 公司是一家位於台北

縣中和市的中小型企業，公司成立於 1964 年，現有公司員工約 140 人，

專門從事電腦機殼的代工生產。四十餘年以來，B 公司已成為國際大廠

在電腦機殼產品的重要代工夥伴，產品包括：家電產品、影印機、筆記

型電腦等家電與電腦機殼及其零組件。目前 B 公司的三大客戶為：S 公

司、中強光電、華碩。其中，S 公司是 B 公司的最大客戶，並與 B 公司

已維持七、八年的生意往來經驗，目前 B 公司供應給 S 公司的產品是工

業用電腦或伺服器的機殼；供應給華碩電腦的是筆記型電腦的底座與機

殼。在產品品質管理部分，B 公司於 1995 年獲得 ISO 9002 國際品質認

證；在綠色製程的推動上，B 公司已於 2005 年初即配合中強光電導入

綠色製程；在 2005 年底又配合 S 公司的規定，導入綠色製程。目前綠

色製程的推動，是由品質保證部門來負責執行。在綠色產品的生產部

分，B 公司本身根據客戶所指定的綠色材料，進行電腦機殼的生產與加

工，但在電腦機殼完成後所需的電鍍與烤漆作業，則交由外包廠商負

責。這些電鍍廠或烤漆廠的規模通常較 B 公司小，因此當 B 公司要求這

些電鍍廠繳交材料成分表以及產品送檢時，因高額的檢測費用往往加重

這些電鍍廠的成本壓力，電鍍廠的配合程度並不高，此外，B 公司也不

易從這些電鍍廠商取得電鍍的材料成分，上述的情況增加 B 公司對於委

外電鍍與烤漆廠商的控管，也增加 B 公司本身所承擔的產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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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是家位於桃園縣龜山鄉的電鍍廠，此公司是由三兄弟共同創

立的家族式企業。公司成立於 1988 年，專門從事各類機殼外觀的電鍍

服務，此外還提供模具開發、塑膠射出成型、塑膠電鍍、防鍍噴漆、熱

熔、陽極處理等服務。C 公司現有員工約 165 人，主要的客戶為：宏達

電、英華達、仁寶、廣達、緯創、宏碁、BenQ，其中，以 D 公司為 C

公司的最大客戶，前幾年 D 公司的訂單還佔 C 公司營業額的 97％，近

年來，則隨客戶數的增加，逐漸降低 C 公司對於 D 公司的依存度。S 公

司對於 C 公司而言，並非大客戶，其訂單量約佔 C 公司營業額的 10％

～15％，兩家公司的訂單往來始於 2005 年，目前 C 公司主要為 S 公司

提供手機與衛星導航系統的電鍍服務。在產品品質管理部分，C 公司於

2003 年已獲得 ISO 9001 的品質系統認證，2006 開始進行 ISO-14000 的

導入及相關作業；在綠色製程的推動上，D 公司是最早要求 C 公司導入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客戶，在 2004 年，D 公司即預先告知 C 公司有關於

RoHS 指令的規定，並於 2005 年 5 月開始要求 C 公司配合導入綠色製

程，製程中不得使用有毒的六價鉻，需改採無毒的三價鉻。C 公司並在

2006 年，分別於大陸無錫廠及台灣龜山廠，導入可測 RoHS 禁用物質的

XRF X-ray 螢光分析儀。C 公司為因應綠色製程的導入，在綠色材料的

測試與使用部分，則由擁有技術能力，並擅長研發產品的二老闆（擔任

C 公司協理）來負責。

D 公司是國際最大被動元件廠商，於 1995 年在台灣所成立的子公

司，現有員工約 230 人，總公司位於美國。D 公司所生產的被動元件是

國內電子業的上游關鍵零組件，目前主要產品有：連接器、自動斷電器、

繼電器等重要電子零組件，以及供電系統、無線電通訊設備、終端機設

備等裝配設備。國內電子業大廠如華碩、S 公司、鴻海、微星、智邦等

都是 D 公司的重要客戶。其中，D 公司與 S 公司的交易關係已超過十年

之久，D 公司主要供應連接器給 S 公司，按照每年與 S 公司的業務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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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S 公司屬於 D 公司前十至十五大客戶。D 公司的綠色供應鏈管理

模式，主要依循美國總公司的產品材料與零件標準，並設立 EHS 專責

部門，推動相關管理及教育訓練。在實際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在組

織分工部分，目前由各地區（五個國家）的工程部分別管理，並向總公

司的總裁報告，各地區的負責人為專案經理，專案經理底下的組員則負

責向供應商蒐集零組件的材料成分表以及產品測試報告。為因應臨

RoHS 指令的新規範，D 公司已訂定料號管理方案，將無鉛材料與零件

另編新的料號，針對包裝訂定包裝規格加以標示區分。由於目前仍有部

分客戶未要求提供無鉛產品，故 D 公司尚未進入量產階段。D 公司已取

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並通過 N 公司 GP 之要求，成為 N 公

司的綠色夥伴。進料檢驗階段由 QA 先行篩選，再委外檢測或由廠內實

驗室進行試驗分析。針對供應商之系統面管理，則由總公司負責規劃，

而資訊部負責執行。

在受訪者部分，通常是受訪公司自行決定訪談當天的受訪者，A 公

司由品保部、資材部、及回路應用處等三位課長，共同參與訪談；B 公

司由品保工程師接受訪談；C 公司由擔任協理的二老闆以及品保專員，

先後接受訪談；D 公司則由行銷企劃副理接受訪談。訪談時間則取決於

與受訪者的互動情況，訪談時間多者兩小時三十分鐘，少者約一小時三

十分，受訪公司與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整理如表 4.1 所示。

第二節 環境意識之漣漪效應

中心廠和其上游供應商為何願意製造符合環境法規的產品，進而執

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其源頭在於環境意識的興起。環境意識，如一顆石

頭投入平靜的湖面所引起的漣漪一樣，以投入點為中心向外擴散，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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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情境中少部分環保人士就是這一個中心點，環境意識透過這一個

中心點逐漸地傳遞到各行各業，在各行業中發酵形成共識，隨之而來的

就是將此一意識付諸行動，以落實維護地球環境之理念。

一、少數人的環境意識

環境意識是反映人與自然環境可和諧與持續發展的一種新的價值

觀念[劉捷，2004]，是指對環境的情感態度和環境價值觀，引導大眾從

思想上、情感上尊重環境、關心環境、熱愛環境、理解環境，進而形成

對待環境的正確態度[盧蓮英、餘中山，2005]。環境意識起源於西元十

九世紀末期，部分人士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認為人類應該親近自然，

與自然為伍。二十世紀環境概念逐漸發酵，並從拯救野生動物開始，直

到最近的全球暖化、節能等議題上。

近年來，由於環保團體的倡導，民眾也逐漸感受地球生態環境之重

要。根據一項以美國人為對象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消費者聲稱

他們的採購決策受到企業環境聲譽的影響，百分之八十的消費者願意付

更高的價格購買對環境友善的商品[Lamming & Hampson, 1996]。消費者

對環境之關懷，使得部分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企業率先地重視地球的生態

環境，並在禁/限用有毒物質的環境法令實施前，將此一概念與其產品結

合，希望在產品製造過程中，無論是原物料或生產過程，均不使用有害

物質。

二、先行於環境法規的積極性環境承諾

環境承諾是組織成員關懷環境的一種過程 [Keogh & Polonsky,

1998]。A 公司與 D 公司都是跨國性企業在台灣的子公司，其母公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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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承諾影響子公司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配合度。A 公司在日本的

母公司認為，維護環境品質是他們的責任之一，當此一理念或願景轉化

為企業政策後，所有的海外子公司都須遵循此一政策。正如 A 公司的母

公司所宣示的（如圖 4.2）：「地球是生命之母，人類必須培養與地球的

共存關係。…對地球之愛是所有環境活動的起點。…」

圖4.2 A 公司對環境之承諾7

當 A 公司接受母公司對環境管理的理念後，立刻執行母公司所交

付的任務，並於 2004 年 3 月透過回收與再利用的機制，達成所有產品

零排放(zero emmisions)的目標，而其所生產的零組件，也於 2004 年 12

月完全符合預定於 2006 年 7 月實施的 RoHS 指令，同時向其顧客保證，

他們的產品對環境是無害的[TDK, 2005]。A 公司的受訪者表示，

第一個是大廠的牽引，大廠會要求你這麼做，我們不得不配合。第

二是我們母公司本身的政策，我們是一個大的跨國企業，本身要走在前

面，不可以給人家推著走，我們對自己企業的責任心，本身就應該要走

在前面。我們的大老闆，日本的，他也向世界宣示 A 公司做出來的產品，

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沒有含有毒物質，這宣示一出來，所有的子公司就朝

7 請參考 A 公司網站，網址為 http://www.tdk.co.jp/csr_e/kankyo_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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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方向走。…我們 2004 年其實就在我們的簡介裡面對外發表，其實

RoHS 對應在 2006 年 7 月開始要實施，那 A 公司是在 2004 年 12 月，就

已經把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D 公司與 A 公司有類似的環境承諾。D 公司在美國的母公司承諾

在環境、健康和安全等方面力求卓越，願意順從所有與環境、健康及安

全相關的法令與規範，並於 2003 年 10 月成立負責企業「環境、健康及

安全（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EHS）」的治理結構，制訂管理體

系，並實施 EHS 政策和指令[Tyco International Ltd., 2005]。D 公司之所

以配合客戶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並非源於中心廠的壓力，而是自

認為是環境保護的先行者，對環境、健康和安全是有承諾的，D 公司說：

其實開頭，本來就是對這國際公約來講，他本來就是一個領導廠

商，本來就必須率先去符合這樣的需求。D 公司在一開始，甚至是兩三

年前在汽車產業上，他就已經在導入這樣的東西了。所以說不見得說台

灣這邊要求，他才去做。

企業對環境的願景，通常在考量社會或企業環境壓力下所形成，而

企業的環境願景將具體落實為企業的環境政策。A 公司與 D 公司在策略

上均具有環境願景。2002 年 10 月，A 公司制訂一個重要的環境計畫—A

公司環境行動 2010（A 公司 Environmental Action 2010），此計畫明確地

定義子公司及企業部門在環境保護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以整合企業資

源與集團所有的環境活動。D 公司更組成環安衛（EHS）的正式部門，

由集團副總裁領導與集團的其他公司與部門合作，以發展環境策略與目

標。這兩家公司都將其環境願景轉化為企業實際可行的政策，而制訂環

境政策的時間先於政府部門環境法規開始實施的時間，本研究稱這種對

環境的關懷與願景為積極性的環境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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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儕壓力

根據 A 公司受訪者的說明，可發現「同儕壓力」是影響供應商導

入環境管理的一個壓力：

像 R 公司或是 Y 公司，那些比較大廠的，H 公司啦，事實上都在

A 公司前面，尤其是 N 公司，那這些大廠都已經跑得那麼快了，我們不

跑不行。

過去 A 公司，在消費者的印象中是生產錄音帶或錄影帶的國際大

廠，但現已轉型為國際重要的被動元件供應廠商。A 公司受訪者認為，

R 公司、H 公司、與 N 公司等屬於日系大廠的客戶，都已積極推動綠色

供應鏈管理，生產符合環保規範的綠色產品，A 公司認為其本身既是這

些大廠的供應商，且亦為國際知名企業，為維護其本身的企業形象與企

業聲譽，因而也積極推動綠色零件的製造。此種受到其他國際廠商影

響，而改變自身行為或態度，積極投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現象，本研究

稱為「同儕壓力」。

四、法令壓力

隨著環境意識興起，部分民眾有組織地致力於自然環境的保護，

企圖改變眾人對環境的認知與行為，並要求政府制訂法令以保護地球環

境。呼應這些對環境保護的請求，各國政府或區域組織也開始針對產品

規格，加入環保性的要求，如歐盟所頒佈的 RoHS 與 WEEE 指令。因此，

除了部分跨國性企業積極性的環境承諾外，全球各國際大廠及企業皆致

力於提出相關的對應政策，以因應這些環保指令的要求。針對歐盟 RoHS

指令的規定，受訪者曾做以下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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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我們 2004 年其實就在我們的簡介裡面對外發表，其實

RoHS 對應在 2006 年 7 月開始要實施，那 A 公司是在 2004 年 12 月，

就已經把階段性任務完成了。…難啦！沒有他不行。跟 S 公司還是有買

方和賣方的感覺。不管怎麼樣，綠色這一塊 power 再強的，歐盟那邊 2006

年 7 月份開始，抵觸這東西大家要負責，可能上游到時不 run 這一塊也

不行。

C 公司：直到今年，我有感覺到他們強烈要求，今年的七月一號

要開始導入的時候喔！我告訴你們喔，可以說，這是一個震撼喔！…我

認為影響因素有幾點啦，第一，因歐盟已有明確的規定，這是一定要做

的事。

無論 A 公司或 C 公司都感受到歐盟環保指令對其推動綠色供應鏈

管理的壓力。歐盟於 2003 年 2 月正式公布 WEEE 與 RoHS 兩大環保指

令，其中 WEEE 指令規定，自 2005 年 8 月 13 日起，銷售至歐盟市場的

電子電機產品之製造商，必須承擔報廢產品的回收、處理及再循環的處

理工作；RoHS 指令則規定，自 2006 年 7 月 1 日起，銷售至歐盟市場的

電子電機產品不得含有六項有害物質。

依據上述訪談摘要，受訪者均指出對 RoHS 指令之重視，比較

WEEE 與 RoHS 兩種指令，RoHS 指令將對台灣輸往歐盟的電子電機產

品造成更重大的影響。很多台灣資訊電子產業廠商扮演代工製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的角色，當國外品牌商接收

RoHS 指令後，轉而要求國內中心廠除須符合過去安規與可靠度的規範

外，還必須將 RoHS 指令落實到產品的設計與製造之中，中心廠又要求

其上游的供應商，必須提供符合 RoHS 的原料或零件。如此，品牌商直

接承受環保法令的壓力，再由品牌商傳至中心廠，再延伸到供應商。雖

然 RoHS 與 WEEE 等法規對原料零件供應商是有影響的，但這些法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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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是透過品牌商逐漸傳給供應商，對供應商而言，是間接壓力而非

直接壓力，其直接壓力是來自於它的客戶—中心廠。

五、客戶壓力

A 公司與 C 公司受訪者皆表示，為爭取客戶的訂單，供應商必須

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A 公司：第一個是大廠的牽引，大廠會要求你這麼做，我們不得不

配合。

C 公司：那 S 公司他們這樣要求，我們也必須配合，畢竟我們要接

他們的訂單嘛！…目前我瞭解的是，你們如果想做我的生意，就是要符

合這些要求。因為不只這家，像 K 公司、J 公司、U 公司、E 公司都是這

樣要求的。…主要那是個趨勢啦！因為如果說我想做什麼生意，不這麼

做，我接不到單子啊！以我們公司來說，不管大單或小單、散單都會接。

大廠開始有這種要求，那相對說，我們也會要求我們的協力廠商要這樣

做。當初，我們是依客戶的要求。他如果沒有要求我們就不會這樣做。

供應商之所以願意遵守歐盟的環保法規，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企業

的生存與競爭，原料零件供應商收入的主要來源即是訂單。C 公司受訪

者明白地表示：「不這麼做，我接不到單子啊！」，當供應商未遵守各地

區制訂的環保法規時，則不具製造綠色產品的資格與能力，在接單量減

少之下，則會影響企業的生存。事實上，廠商在進行綠色採購（green

purchasing）時，供應商是否能提供符合環保法規的原料或零件，是供

應商遴選的條件之一[Min & Galle, 1997]，此一條件在歐盟強制性的環保

指令實施後，更成為中心廠挑選合格供應商的必要條件。中心廠勢必從

名單中剔除無法供應符合環保法規產品的供應商，不再下訂單給這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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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雖然被剔除的供應商仍能出貨到沒有環保法規限制的國家或地區，

但他們終將因為市場的限縮，面臨是否能永續經營的挑戰。正如 C 公司

的受訪者所說：「像 K 公司、J 公司、U 公司、E 公司都是這樣要求的」；

當大部分中心廠都要求綠色原料或零件時，不具綠色產品生產能力的供

應商就只能退出市場。根據本研究的觀察，S 公司的供應商數量，在實

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前有上千家，在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後，則減少為數

百家，雖然供應商家數減少的原因並不純然是考量環保法規，但環保法

規是主要原因之一。本節所述的環境意識漣漪效應總結如圖 4.3 所示。

圖4.3 環境意識的漣漪效應

第三節 中心廠對供應商的要求事項

國際品牌廠商面對各政府組織環境法規之壓力後，會考量自身情

況整理並修正政府的環境法規，再要求其所委託的中心廠執行。為符合

各國或各區域環保法規，我國大部分電機電子產品或零組件的製造廠商

都體認到，「危害物質」的管制不能獨善其身，需要供應鏈上所有成員

的配合，一旦管制不當，「危害物質」可能會出現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

某個環節，並隨著供應鏈體系廠商的加工，逐漸累積到產品中。因此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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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供應鏈管理的目的，即希望供應鏈中的各級廠商能對「危害物質」進

行有效管理。本節主要透過公司的訪談與文獻資料的蒐集，瞭解在導入

綠色供應鏈管理過程中，中心商希望供應商配合執行的事項。

我國電子業廠商大多是國外品牌大廠的代工廠商，因此對於綠色

產品的製造與管理亦需負起責任。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國內中心

廠工作的重點在建立危害物質的管制程序，此一程序可分成「環境危害

物質調查」、「建立管制流程」、「供應商簽署」及「後續執行」等四個階

段[吳添傑，2005]：

（一）環境危害物質調查：目前歐盟的 RoHS 指令所管制的只有鎘、

鉛、汞、六價鉻及含鹵素耐燃劑等六大化學物質，但是國外品牌

大廠更納入其他限用/禁用物質（如戴奧辛）或管制性物質（如

破壞臭氧層的氟氯碳化物）等，這些限用/禁用物質總數甚至高

達百餘種，若國內廠商對這些規定不經調查與整合，而令供應商

一一檢驗，將造成供應商相當大的負擔。因此中心廠有必要參考

各種國際公約（如 RoHS 或蒙特樓議定書）與客戶要求，訂定出

完整的禁用、限用、及參考的使用材質的名單，並且依產品選定

管制物質，以供應商參考與物料管理之用。

（二）建立管制流程：管制流程的重點在於針對產品中危害物質所進行

的檢驗，包括：產品拆解與檢測方法，因產品是由各種零件與物

料組成，產品需先拆解而後檢驗的規定，常對廠商造成困擾。雖

廠商認為應將產品拆解成「均質物料」（homogenous materials），

但如何界定「均質物料」仍是項難題[黃顯凱、曾亦宏，2005]，

也因此經常造成中心廠與供應商間的爭議。在檢測方面，可參考

檢驗單位所提供之資訊，對產品拆解後的均質物料使用相同檢測

方法，如此的檢測數據才能進行比較。中心廠為確保供應商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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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零件不含危害物質，也可參考歐盟各會員國海關對於電機電

子設備所採用的進貨檢測方式，或購買分析檢測設備，自行進行

出貨的檢驗作業。

（三）供應商簽署階段：在產品檢驗方面，當供應商的產品在生產物

料、製造地、或製程上有所變更，都須由向中心廠通報，並將產

品送檢，並取得品檢驗報告。中心廠則依其 IQC（Incoming Quality

Control）部門所制訂的測試方法、抽樣頻率、及抽樣水準，針對

各項列管的危害物質進行查驗。除前述的產品檢驗報告外，供應

商仍需準備「環境危害物質不使用證明書」，此兩份文件將隨貨

送交中心廠，以作為該批物料或零件進料驗收之依據。

（四）後續執行階段：除了 RoHS 外，相關禁限用物質的規範將會逐步

增加，中心廠應對法規進行動態管理，依法規之變動進行設計開

發、採購、進料管制、製程管制、成品管制至交貨。

從上述危害物質的管制流程可知，在進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中心

廠主要要求供應商提出「產品檢測報告」及「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

兩者。在公司訪談中，受訪者亦認為，產品送檢是供應商在配合導入綠

色供應鏈管理時的首要工作：

A 公司：…我們就必須就這些產品包含哪些物質，上載給他看，而

且相關的資料，他是想讓我們透過像 ITS 或是 SGS，他們應該有一些我

們上游的資料，也可以共享就對了

C 公司：…主要是產品要送檢，要通過檢測的認證。就是我們的產

品從原料到成品，每個過程都不能含有那些有毒物質，並且必須提出證

明。

當供應商要交出第一批量產的物料、零組件時、或產品製程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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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製造地點有更動時，中心廠會要求供應商將產品送至第三方驗證

單位，進行產品檢測。目前在台灣的第三方檢驗機構有：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Societe Generale de Surveillance, SGS）、全國公正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Ltd., ITS）、及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

驗中心（Taiwan Electronics Testing Center, ETC）等，其中，SGS 為 S 公

司委託檢驗的最主要廠商。

供應商在完成產品送檢之後，供應商需將第三方驗證單位檢測的

結果提供給中心廠：

A 公司：他要求他的供應業者到他的網站上面，把提供給他的一

些相關材料的成分上載到他的網頁上面去。…類似我們測試的像 SGS、

ITS，測試的結果報告，類似這些報告（彭課長拿出測試報告給大家看），

把它上網去。

C 公司：這樣做的中間，他一定會要求你提供一些包括原廠來的證

明嘛。就是說，你這個三價鉻，原廠會給你提出一個無毒證明嗎！你不

含這些東西的證書嘛！

D 公司：在零件一承認的時候，如果你宣稱這是綠色零件，那你就

要同時提供第三方認證單位的檢驗報告給你的客戶，也就是說，將零件

拆到某程度，再把驗出的六項限用物質的含量提供給它，所以你就要將

這些檢驗報告上傳上去。

綠色供應鏈管理剛實施時，廠商的零件檢驗完畢之後，第三方檢

測機構會將檢驗報告送至供應商，再由供應商以 email、傳真或紙本的

方式送至中心廠，C 公司就是採用這種傳統的方式，「我們都是直接將

這些測試報告的 PDF 檔案 e-mail 給 S 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在 S 公司

建議 SGS 後，由 SGS 建置一個資料連結的平台，讓供應商或中心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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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據報告編號和名稱下載檢驗報告，B 公司將此一過程說得相當詳

細：

但我認為 S 公司的吳經理的想法，跑得比別人快，所以不久之後，

他就與 SGS 人員作討論，想與 SGS 建立資訊平台，未來 S 公司的資訊平

台可與 SGS 作資料的連結，而等到 S 公司與 SGS 談好之後，再召開供應

商說明會，向供應商說明：S 公司已經與 SGS 談好，在資訊平台建立後，

S 公司不會跟供應商拿檢驗報告，而會直接跟 SGS 拉檢驗報告。所以供

應商要把貨品送到位於五股的 SGS 作檢驗，之後再將檢驗報告的 report

number 與 report 抬頭提供給 S 公司，以讓 S 公司根據這些資料，向 SGS

調閱檢驗報告。

有了 SGS 的資訊平台，供應商將零件送檢後的檢驗報告，都將儲

存在 SGS 的資料庫中，供應商不必將報告傳至中心廠，而能藉由此一平

台直接下載供應商的檢驗報告，此種間接的電子溝通管道，除了節省資

訊傳遞時間外，也可避免供應商造假的情形發生，並且提供資訊的可回

溯性檢驗，用以查核供應商在中心廠網站所輸入資料的正確性，當雙方

對資料有疑義時，也可以透過檢驗平台下載的資料，避免爭議。

當產品檢驗完成後，第三方檢驗單位會將檢驗報告送至供應商，供

應商再以電子郵件、傳真、或郵寄紙本的方式，將檢驗報告交給中心廠，

甚至將檢驗報告上的數據，直接輸至中心廠建置的資訊平台上。除繳交

檢驗報告之外，供應商還必須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供應商生產

的零件在附上第三方驗證單位的檢驗報告與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之

後，即成為中心廠認可的綠色零件。D 公司說：「承諾書那是一定要簽

的。」B 公司也認為：

我也有強制性要求供應商，你如果不能配合的話，沒關係，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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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簽切結書，但是如果你希望繼續跟我們配合的話，就一定要簽切結書

給我們，你要保證不使用那六大項有害物質。

綜合前述，為配合中心廠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供應商必須完成三

項工作：將產品送第三方驗證單位檢測、提供產品檢驗報告並上中心廠

網站輸入零組件的檢驗資料、及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

第四節 溝通

在本研究的情境下，為什麼能觀察到供應鏈成員間有溝通的現象

發生？原因始於中心廠必須將其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事項傳達給

上游的供應商，也因此啟動了一連串包括供應商與中心廠、供應商與其

上階供應商的溝通活動。若將溝通以對象劃分，而有不同的形式。例如

自我溝通是本人與自己的溝通，是個人認知活動的基礎；也有發生於兩

個人之間的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有發生於組織內

成員間的組織溝通（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更有發生在通路成

員間的跨組織溝通（inter-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一、溝通管道

供應鏈成員間是透過何種方式溝通的？本研究將其稱為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為了完成中心廠的要求事項，供應鏈成員藉

由各種不同的管道相互溝通。整理並分析個案訪談資料後，可以將溝通

管道分為傳統與電子等兩種管道；傳統的管道有電話和傳真等方式，而

電子的管道則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相互傳遞訊息。雖然電子郵件使用資

訊科技傳遞資料，但是其功能與普通郵件並無二致，因此仍被歸類為傳

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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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溝通管道又分為間接和直接兩種溝通方式。電子郵件和傳

真屬於傳統的間接管道，採用這些管道無法即時地進行專業人員間互

動。有時雖然人員間面對面即時地溝通，但是會談人員並非直接與事件

相關，必須再將資訊透過組織層級代轉，這種溝通雖然涉及人員的直接

溝通，但仍歸類為傳統的間接管道。B 公司描述：「剛開始還在磨合期

的時候，我不太清楚如何處理，剛開始我在接到客戶向我要資料時，我

可能要透過他，透過他，再透過他，輾轉很多人才能要到這個報告。但

現在我會直接透過一個人拿到報告。」這種經過多階層人員轉達資訊的

方式，通常沒有效率。

說明會屬於傳統的直接溝通管道，是供應鏈成員傳達綠色供應鏈

管理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A 公司受訪者表示：「有開說明會，有派人

到林口那邊開會，劉小姐和我們的技術都有過去。」C 公司也說：「當

然有開說明會。從以前開始，S 公司就有說這個機種是要銷往歐洲的，

所以他們事前就會先問我們，在製程部分是否有任何問題。」中心廠會

以其供應商為對象召開說明會，供應商也會以其上階供應商為對象召開

說明。A 公司說：「我們只要接收到客戶要我們參加說明會就一定會派

人過去。A 公司也曾經召開過相同類似的東西，要求我們的供應業者配

合 A 公司，我們也做過這樣的說明會。」

說明會之所以被界定為直接溝通，原因在於，雙方業務的執行者

可以齊聚一堂，面對面直接地互動，資訊不必經手他人。說明會旨在陳

述廠商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及作法，期望供應商能密切配合，詳細

地說明供應商應繳交的保證書、化學物質調查表、產品檢驗報告等文件

的內容與格式。中心廠更可進一步在說明會現場細部拆解相關產品，讓

供應商瞭解其提供的原料或零組件，哪些最有可能含有環境不友善的物

質，更透過拆解的過程，說明產品的檢驗方法與過程。



第肆章 文本分析

91

另一種屬於傳統直接溝通的管道是中心廠對供應商的稽核。例如

針對客訴部分，稽核供應商的處理方式與結果等，B 公司表示：

第一個他會以品質的部分擺在前面，再來就是一些管理面、系統。

品質的部分就是他會先看，這幾個月、或是這半年、這一年，有沒有一

些客訴（客戶抱怨）的部分，針對那些特殊的問題，先做一個檢討。這

個問題發生到現在，你們做一個怎麼樣的改善，後續追蹤的部分？然後

再來就是看，我們現場有些管理，比如說一些小缺失啦，或是一些什麼

製程或 SOP 啦，那些部分先去看，然後再來就是針對我們業務端那邊了，

接著就是我們廠務那邊了。

稽核時，中心廠與供應商的專業人員不需經過其他人地直接互

動，因此屬於傳統直接的溝通管道。例舉稽核的重點有，（1）製造管理：

協助供應商之製造管理，避免因一時混料或其他因素使得產品含有有毒

物質。（2）採購管理：協助供應商建立綠色採購程序，及與其上階供應

商間的稽核制度，減少供應商提供有毒物料的機率。

電子的溝通管道係使用資訊與通訊科技所建立的媒介相互傳遞資

訊。本研究並不以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來區分電子溝通管道的不同形

式，而認為電子溝通管道的形式是由較高連線程度到較低連線程度的一

個連續帶所組成。一種連線程度較低的電子溝通管道是，中心廠以試算

表軟體建立物質成分表單，讓供應商將資料依中心廠格式填入表單的相

應欄位內，之後再將完成後的檔案以電子郵件回傳給中心廠，中心廠再

透過轉換程式轉入 ERP 系統中。一種屬於中等連線程度的電子溝通管道

是，中心廠建立用以讓供應商輸入綠色材料物質成分的網站，讓供應商

進入此一網站中的相關網頁，並在適當欄位輸入資料後，物質成分資訊

就透過 Internet 進入中心廠的資料庫中，而中心廠也透過此網站，通知

供應商其零組件的審查狀態與結果，以達成雙向互動的模式。連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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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電子溝通管道則是，供應商與中心廠都有 ERP 系統，而且雙方的

系統可以互傳資料，因此中心廠的 ERP 系統可擷取到供應商 ERP 系統

內的物質成分，再轉換為中心廠的 ERP 系統。

A 公司的中心廠 S 公司就要求 A 公司，「他要求他的供應業者到他

的網站上面，把提供給他的一些相關材料的成分上載到他的網頁上面

去。」大型的供應商如 A 公司也有相類似的網站讓其供應商輸入資料，

「A 公司有 A 公司的作法，其他客戶有其他客戶的作法。我們 A 公司

也會要求他們到 A 公司網頁去填些資料，大家的格式不一樣。」

二、溝通策略

中心廠為了讓供應商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求事項，因而透過

不同溝通管道，採取多種策略，企圖讓供應商做出符合其期望之行為，

這種藉由溝通管道發揮影響力，讓供應鏈其他成員順從其意志所用的策

略稱為溝通策略。本研究觀察到且經常為組織所使用的溝通策略概分為

強硬的及柔性的溝通策略。

一種常被中心廠使用的強硬溝通策略是威脅，當供應商未能確實

地執行中心廠交辦事項時，中心廠傳達將採取負面的制裁行動。觀察中

最常使用的強硬策略是減少或不授予供應商訂單。將零件檢驗後的材料

成分經由中心廠網站輸入其資訊系統是供應商被要求的重要事項，未能

順從的供應商有時會受到失去訂單的威脅。A 公司說：「有時大廠會罵

人。他會要求我們到他的網頁上載，營業會打電話罵ㄟ，你還不上載，

到底單子還要不要接啊。」

另一種常被使用的強硬溝通策略是訴諸雙方所訂定的契約。B 公

司就曾因為中心廠來稽核時，雙方意見相左，中心廠就想依合約將整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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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退回給供應商，「但是他坐在旁邊就說”沒關係啊，你們來這邊討論，

看要怎麼處理，不處理沒關係啊，我就整批貨就報廢啊…”，就是很大

聲，要怎麼處理，就怎樣怎樣的。這是很 over 的要求。」

A 公司說：「尤其是 P 公司，我們只要聽到這個名字，現場就很反

感，不是只有我。他們來要你做什麼，一點小東西他們也認為大缺點，

動不動就切你的訂單，而且往上報。」除了切訂單外，另類形式的強硬

策略是訴諸上層。由於 P 公司公司與 A 公司的母公司有溝通管道，他常

將與 A 公司互動的情形向 A 的日本母公司告狀，希望透過此種策略，

讓 A 公司順從 P 公司的訴求。

理性勸說則屬於柔性的溝通策略。B 公司受訪者認為中心廠在綠

色供應鏈管理作法上，應該有彈性，聽取供應商的意見，如果一味地堅

持自己的作法，而且採用強硬的溝通策略以說服他人順從其意志，就很

容易引起供應商的反感。B 公司就曾告訴中心廠：如果中心廠作法上沒

有彈性，以致於供應商都無法完成任務時，屆時就沒有供應商有能力和

中心廠交易了。「你一定要這樣硬性要求的話，供應商交不出來，那我

相信如果我這一間交不出來，他那一間交不出來，他也做不出來，請問

你們公司的供應商你要去哪裡找。」這種方式可歸類為理性勸說的溝通

策略。

三、溝通頻率

B 公司受訪者表示，當他有空閒時，會主動拜訪其供應商，向供

應商傳遞中心廠或歐盟最新的環保資訊，預先告知供應商未來因應環境

法規的作業模式。B 公司受訪者也表示，中心廠與供應商之間的互動也

很重要。中心廠與他們平常的溝通頻率，會影響他們對中心廠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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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度。有些中心廠平時與供應商聯絡不多，卻又常直接要求供應商

的配合，在此情況下，B 公司的配合意願自然不高，也會影響綠色供應

鏈管理的推動效率。

…我有時候比較沒有一些狀況的時候，或是事情比較少的時候，我

都會去我們供應商那裡坐一坐，跟他們講說，現在我收到客戶或歐盟那

邊最新的訊息，我會先讓他們心裡有個底，後續在幾月的時候，客戶那

邊會導入怎麼樣，我的作業模式，我可能會因為這樣子，我會預先跟你

討論這一塊。…我們一個月見不到幾次面，一年沒通幾次電話，那你一

直跟我要求這些東西，那你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事情嗎？現在的情況

是，其實你說客戶講的，我自己個人覺得我到目前我還不是很認同說，

客戶的說法一定對。

溝通頻率是供應鏈成員在某段期間接觸的次數。頻繁的溝通可以

促進彼此情誼，反之，雙方溝通次數少，缺乏私人情誼，聯絡人員行事

可能因此而缺乏彈性。

四、溝通內容

在本研究的情境下，溝通內容含有三種不同的屬性，一種是供應鏈

成員溝通時交換的資訊種類，另一種是針對某一特定的資訊種類，供應

鏈成員間論述或說明此一資訊詳細的程度，前者稱之為溝通內容的廣

度，後者稱為溝通內容的深度。第三種屬性是內容的攸關性，

例如行銷通路成員的溝通內容有實體庫存、促銷活動、產品特性、

定價結構、與市場條件等五種，此種分類即在說明溝通內容中的廣度。

就綠色供應鏈管理而言，中心廠藉由說明會的召開，與供應商進行溝

通，並提出中心廠要求事項之說明，如：零件送第三方驗證單位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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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零件檢驗資訊給中心廠、及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等等，這些

要求事項在溝通內容上歸屬於溝通內容的廣度。若針對某一特定訊息，

再詳加說明，就涉及溝通內容的深度。供應商將零組件檢驗後的結果，

透過表單將資訊傳遞給中心廠，針對此一特定資訊，中心廠是否對供應

商詳細地說明填表目的、填表方法、表單欄位意義等資訊，將影響供應

商對綠色供應鏈的配合度，這些概念屬於溝通內容深度。

若溝通內容未述及某些資訊，換言之，缺乏溝通內容廣度，會影響

綠色產品的製造。例如 D 公司為了符合環境規範而採用了不同材料，以

取代過去含有禁用物質的材料，當零組件製造完成後，送交中心廠做進

一步地組裝，但是由於中心廠改變製程設定或使用溫度較高的製程，致

使 D 公司所提供的零組件無法正常運作。D 公司說：

他們也必須讓我們知道他們的製程能力在哪裡，譬如說，他們的製

程溫度是提高到怎樣的一個程度，或者說它製程的一個設定，是怎樣的

一個設定，那我產品交進去會不會有問題。

部分中心廠舉行說明會時，會說明供應商應完成事項之內容，但是

經常疏忽地未提及己方因應綠色製造所採取的措施，如中心廠製程改變

等，使得雙方無法充分配合。換言之，溝通內容缺乏廣度的問題常發生

在，中心廠未具備完整的綠色供應鏈管理知識，或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

說明著重在供應商端應辦理事項，對於己方因應環境法規而改變的作法

未充分地告知上游供應商。使得供應商必須在做中，獲取更多中心廠的

資訊，每發生一次問題，得到一些訊息，再發生再得到訊息，這種從做

中獲得資訊的經驗，令供應商難以因應中心廠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要

求。

在溝通內容的深度方面，成員間也發生一些問題。B 公司與某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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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廠溝通時得知產品必須遵守歐盟環境法規的規範，當 B 公司生產完

成，再送第三方檢測機構後，中心廠卻認為 B 公司的產品不符合他們對

環境的要求，幾經折衝，原來問題出在中心廠僅說明需遵守環境法規，

未更詳細地說明是歐盟的還是自訂的法規？禁用或限用物質含量之限

制等訊息，以致於 B 公司認為理所當然地依據歐盟法規來製造產品，等

到中心廠發現問題後，才共商解決之道，雙方也因此產生很多的不愉

快。B 公司說：

我完全沒有接收到你們的含量、質的要求，說你一定要我把鉻侷限

在多少 ppm 以下，我都沒有收到，那他就把他的規範傳給我，其實我們

也吵了一個多禮拜。當初沒有人給過規範，我是以歐盟的標準給他們。

溝通內容深度的問題也發生在 A 公司。A 公司的受訪者陳述，中心

廠未能詳細說明表單內容與填表方法，讓供應商在配合時需花費更多人

力與時間，才能完成工作。

通常會先透過會議或溝通，跟他講我們的訴求是什麼，我們也某種

程度知道供應商填這個表會有能力上的問題，不見得每個人對這一塊都

很熟悉，所以我們會做很充分的說明，包括這個表的含意是什麼，填的

方式是什麼。…我們光是研究那些報表，研究完就花了半天的時間，你

報表要提供我們填，但又沒寫得很清楚，要我們仔細 study 裡面的內容，

看完後我們才有辦法填，這也是我們填得比較傷腦筋的地方。

溝通內容的第三個屬性是溝通內容的攸關性。A 公司曾說：「…對

資料的要求上面，別人怎麼要，我也怎麼要，是不是他真的很瞭解這些

東西、要這些資料的目的？我們通常不理解的部分是，客戶要這些資料

到底做什麼？」A 公司對中心廠所要求資料的合理性，會以生產綠色產

品的經驗做判斷，有時 A 公司認為，中心廠所要求的資料對綠色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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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沒有幫助的，填這些資料只有浪費 A 公司的資源，藉由這類資料

所做的溝通，和綠色供應鏈管理是不相關的。換言之，溝通內容是不是

和工作的脈絡相關，故攸關性也是溝通內容的重要屬性。

由於綠色供應鏈管理是項新的議題，並涉及組織間資訊的交換，

有必要在企業內或組織間發展出良好的溝通模式，以確保供應鏈有效率

的運作。與其上游供應商相較，中心廠擁有較多的資源來因應環境管理

的議題與需求，供應商則由於資源的缺乏，面臨技術或資訊方面更嚴峻

的挑戰，因此中心廠應採取各種形式的措施，如研討會或說明會、不定

期輔導與稽核等，以分享知識與資訊，並提供供應商技術支援，促進彼

此的協同合作。透過上述措施，中心廠可為供應商提供污染防治、限用

物質、及環境監測等有關的成功案例，強化供應商解決環境問題的能

力。本研究整理溝通類屬如圖 4.4 所示。

溝

通

溝通管道
傳統的直接管道

傳統的間接管道

電子溝通管道

溝通頻率

溝通策略 強硬的溝通策略

柔性的溝通策略

溝通內容 溝通內容的深度

溝通內容的廣度

溝通內容的攸關性

圖4.4 溝通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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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技術與能力

溝通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現象外，另一個影響供應商綠色供應鏈

管理配合度的現象是屬於組織的技術與能力。本研究從訪談中發現，供

應商的技術、創新、資訊管理能力、與專業輔導能力，將影響其對於導

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配合度。技術創新能力所呈現出的清潔生產技術是

廠商成為綠色供應鏈一份子的必要條件，當國外品牌廠商將重點置於行

銷時，台灣的電子廠商因為以製造代工為主，為了執行綠色產品的生

產，廠商的清潔生產技術不可或缺。廠商的資訊管理能力有助於供應鏈

成員間的資訊交換，舉凡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員工的資訊技術、與資

訊交換的程序等，均屬於廠商的資訊管理能力。此外，中心廠對其上游

供應商的專業輔導能力，亦是影響供應鏈管理導入配合度的影響因素。

本節將說明從訪談逐字稿萃取出此三項概念的過程。

一、技術創新能力

與綠色產品相關的技術創新能力呈現在符合環境要求的清潔生

產，其範疇則包括綠色材料與製程。文獻（如 Thorpe, 1999）指出，「清

潔生產」不僅意指在工廠內以更清潔的方式生產產品，而是從產品生命

週期的觀點，將原料取得、產品設計、產品製造、到產品回收等階段皆

納入對環境的考量。台灣資訊電子產品供應商以製造為主，廠商之商業

模式多為代工製造，在環境的要求下均致力於如何取得綠色材料與提升

產品製程的效率與產品的品質。

（一）綠色材料

歐盟的 RoHS 指令明確地規定銷售至歐盟市場的電子電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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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鉛（Pb）、鎘（Cd）、汞（Hg）、及六價鉻（Cr6+）等四項重金屬，

與多溴聯苯（PBB）及多溴二苯醚（PBDE）等兩項含溴防火耐燃劑。

舉例而言，過去鉛被廣泛應用在電子相關產業中，因為鉛與錫有低熔點

及良好熱疲可靠度之性質，是目前電子產品中錫鉛銲料的主要成份之

一；鉛會傷害人類的大腦及神經系統，甚至暴露於低劑量的鉛中，也可

能造成學習障礙及聽力降低等問題[王正全等，2004]。過去廠商生產零

組件或產品時，使用的材料或含有有毒物質，為了符合 RoHS 規定，廠

商必須尋找替代材料，以取代目前所使用的材料。

廠商尋找符合環保法規的替代材料時，常面臨兩個難題，一是部

分的替代材料不易尋得。另一項則是，縱然供應商找到替代材料，但以

替代材料所製成的產品穩定度較差。針對第一個問題，B 公司受訪者表

示，廠商進行電鍍或烤漆製程時，多以鉛或汞為原料，但因為現行的環

境法規禁用鉛或汞，故需向外尋找環保的替代材料，有些廠商就因為找

不到替代材料，無法生產符合環境要求的產品而退出市場。甚至於 B 公

司的上游供應商也沒找到符合規定的替代材料，但是貨還是要交給中心

廠，在知會中心廠的情況下，中心廠也不強求 B 公司一定要簽署「不含

有害物質保證書」，B 公司受訪者強調：

有些東西在台灣就是找不到料。…其實像我們的感受還比較不會

（那麼強烈），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是基本嘛，材料藥水，就像剛才所講

的第三類藥劑嘛，但是在我們的下游，他們就會有比較困難，因為他們

就是一些電鍍啦、一些烤漆啦、清洗啦，那些都牽扯到含鉛含汞的部分，

他們會比較感受得到，就是他們一定非要去找這個替代性，那找不到的

話這個市場就不必玩了。還是會去 try 啦。我所知到的是有（人退出這

一塊）。…現在就遇到一個瓶頸，目前就是有一個情況，已經在量產的

東西，採購會先發一個訊息，叫我們先進，先進一樣那個料，因為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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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部分，他沒辦法斷，那他現在有跟我們討論說，有改替代的，就是電

鍍、黑鋅，我們自己的供應商現在還沒有找到環保的。…當然不敢啊，

他們不會要求我們一定要簽（不含有害物質保證書）。因為他們明明也

知道，有些要找替代材料，真的在台灣目前還是有困難。

其次，針對使用替代材料的產品品質部分，B 公司受訪者即表示，

採用無鉛製程所生產的機板，在測試時無法通過可靠度的檢驗：

因為我曾經知道說，在無鉛製程，我自己認知的，在跑錫滷，他們

把那個整條線拉出來做無鉛製程，那出來的東西，去做耐落測試，一下

去那個機板就掛了，所以你說真的台灣因為要因應歐盟這個趨勢，你說

用一些替代性的材料來做的話，我覺得並不是樂觀的一件事情。

C 公司使用綠色材料來製造產品時，也發生產品品質不如含禁用物質的

產品。C 公司主要從事電鍍服務，當以無毒的三價鉻藥水取代會造成污

染的六價鉻藥水時，其電鍍後的產品在質感或表面精緻度上較差，C 公

司受訪者即表示：

我現在有三價以及六價的藥水，但因為用三價鉻做出來的東西，產

品外觀還不能像六價鉻一樣鮮豔，而且有些客戶還沒完全要求到，所以

並沒有完全都用三價鉻。

「綠色材料（green materials）」意指為了製造符合環境法令規定的

產品所用的材料。1992 年，日本東京大學的山本良一首次提出「環境材

料（Ecomaterials）」的概念8，他認為環境材料是，讓環境的負擔最小，

且具有最大再生利用能力的材料，即能節約資源的運用，減少或防止環

8 請參閱經濟部工業局 GDN 綠色設計聯盟網站，網址為 http://gdn.ema.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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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容易被回收後再利用，或丟棄後易於自然分解而回歸自然的材

料。換言之，環境材料的主要概念可歸納為具有再使用（reuse）、再循

環（recycle）、減量（reduce）、與低排放（low emission）等特性的材料。

本文在綠色供應鏈管理之情境下，無論是中心廠或供應商，其製造的產

品或零組件皆須符合環境法令的規定。因此綠色材料在概念上可定義

為：用來生產或製造，且符合環境法規的實體物質9。

（二）清潔製程（clean process）

廠商使用綠色材料時，常需改變製程，對廠商來說，製程改變是

一種挑戰。C 公司受訪者表示，在中心廠要求供應商生產綠色產品後所

引發的後續問題，如綠色材料搜尋或製程改變，都需靠供應商自行摸

索，中心廠在清潔生產的技術上，無法提供太多的協助。C 公司受訪者

亦表示，採用綠色材料及改變產品製程，常致使產品的穩定性不如從

前，C 公司花了約半年時間的摸索才解決此一問題。C 公司本身因擁有

環境技術的創新能力，因此當同業因生產技術能力不足，而無法導入清

潔製程時，C 公司最終卻能達成中心廠對於產品的要求。

三價鉻有一個過渡時期，當時我們也很痛苦，因為藥水都不懂，還

有原料，按照人家跟你講的方式下去運作，你自己都會遇到挫折，譬如

說，它現在的產能沒有像過去鉻一樣，鉻可以快速的操作。在做的過程

中，許多的問題都要自行去摸索，連原料也要自行去摸索啊！…因為別

家技術做不到的，但我們做的到！那是因為我們老闆很重視產品的研

發，有時候在工廠待到三更半夜，就是為了調藥水，所以簡單說，我們

公司的強項應該是擁有核心技術。

9 Wikipedia（網址為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認為材料是用來生產或製造的實體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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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為環境法規僅施行於部分區域，仍有地區或國家沒有相

關法規的約束，因此廠商經常需針對同一產品，同時生產含禁用物質與

不含禁用物質的產品。在實務作法上，基於成本考量，廠商不會為了綠

色產品建立一條生產線，大部分都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製造含禁用物

質與不含禁用物質的產品。當前一階段生產含禁用物質的產品，下一階

段欲生產不含禁用物質的產品時，除需採用綠色材料外，生產線上的設

備、機台、或製造環境還需確認不含殘留的禁用物質，以保證未來產品

符合環境法規的要。D 公司受訪者認為，當有鉛製程被轉為無鉛製程時，

需確認原物料不含鉛，此外，機台、藥水、製造環境須經過清理，避免

殘留的有毒物質影響無鉛製程的產品品質。

要看時間點，因為在之前一開始都是有鉛的，那我們要無鉛的東

西，所以第一個，它要去確認它的電鍍的材質是無鉛的。除了這些之外，

在切到無鉛的時候，它的製造環境、藥水、機台等都要重新整理過，因

為不能讓有鉛的物質殘留在裡面。

綠色材料、清潔的製造環境與製程是清潔生產的重要環節，對推

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是相當重要的。聯合國環境計畫（United Nat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將「清潔生產（cleaner production）」定

義為：「持續運用與製程和產品相關的整合性環保策略，以減少人類與

環境的風險」。10就製程而言，清潔生產包含節省原物料及能源，不使用

有毒原物料，並降低排放物及廢棄物的量及毒性；對產品而言，清潔生

產在減少從原料的萃取到最終的處置，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的衝

擊。

10 請參考清潔生產行動組織網站，網址為 http://www.cleanproduction.org/Steps.Process.U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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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pe[1999]更將清潔生產的概念，從製造階段延伸到零組件或產

品的設計階段。清潔生產不僅是以較清潔的方式在工廠生產產品，應該

以整體性的方式檢視產品的設計及消費對生態造成的衝擊。Thorpe[1999]

認為清潔生產是由謹慎、預防、民主、與整體等四種概念性原則所組成，

（1）謹慎性（precautionary）原則：當某一活動威脅環境或人類的健康

時，縱然該活動的影響在科學上的因果關係尚未完全成立，仍然應該採

取謹慎的預防措施；（2）預防性（preventive）原則：應用”預防勝於治

療”的概念，此原則鼓勵發展更安全的替代品與清潔產品的技術研發；

（3）民主（democratic）原則：與清潔生產相關的人，如：工人與消費

者，應能接收到與清潔生產相關的資訊，參與決策，這些人的參與將有

助於清潔生產活動的執行；（4）整體性（holistic）原則：對環境資源與

消費須採取整體的系統觀點，以避免當解決某一部門的問題時，卻又引

發另一部門的問題。

從訪談逐字稿瞭解，供應商在針對綠色產品的生產，多著重於綠

色材料的選擇及綠色製程的導入，而未強調產品的設計與回收兩階段，

有時會發生供應商生產的零組件與中心廠的產品設計不相容的問題。因

此有必要採取 Thorpe[1999]的預防性及整體性原則，在生產過程中考量

產品生命週期中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因此將清潔生產概念化為:「改變

生產過程，讓產品在其生產製造階段或生命週期中符合環境法令之規

定，盡量減少廢棄物或污染的排放」。

二、資訊管理能力

為了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供應鏈成員須藉由各種溝通管道交換

資訊。傳統的溝通管道以紙本、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來傳遞資訊。

若供應鏈成員中的任一方，無論是中心廠、供應商、甚至於二階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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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良好的資訊管理能力，將可協助綠色供應鏈的管理工作，加速資訊

的傳遞。

本研究受訪廠商的資訊管理能力並不一致，部分公司仍然使用傳

統的溝通管道與中心廠交換資料。受訪公司中，C 公司以傳統的溝通管

道與中心廠進行資訊交換，當 C 公司收到中心廠的表單，將資料填寫完

畢後，即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將表單資料傳送給中心廠，「我們都是

直接將這些測試報告的 PDF 檔案 e-mail 給 S 公司就可以了。」部分規

模大的廠商擁有較好資訊管理能力，能藉由資訊系統作為雙方交換資訊

的工具。大部分中心廠均建置網站讓供應商輸入零組件的材料成分含

量，這些資料將直接拋轉至中心廠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如果供應商沒

有能力輸入資料（通常與供應商的專業能力有關，看不懂網站內專有名

詞的意涵），中心廠就必須依據供應商 mail 來的檢驗報告，自行將資料

輸入中心廠內部的資訊系統，當資料進入中心廠內部資訊系統後，就可

以用以進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工作。例如，當零組件材料中的物質含量

超過環境法規的規定時，採購人員就無法使用資訊系統對該項零組件下

單，D 公司說：「不承認，他就沒法上系統，沒辦法下單給你，其餘就

取決於案子的時間了，需在其時間內，就是在量產之前，完成文件的動

作）。」如此運作的資訊系統對綠色供應鏈管理是相當有幫助的。

不僅是中心廠，規模較大的供應商也有專業的資訊部門管理企業

資訊，並使用資訊科技，建立與其上游供應商的溝通管道，A 公司就是

一例。A 公司也由資訊部門設計相關系統，希望其供應商能透過系統於

A 公司傳遞資訊，因此 A 公司也有與中心廠類似的作法，會針對供應商

召開說明會，進行教育訓練，以熟悉其所建置的資訊系統。A 公司表示：

主要我們有個資訊部門在對應，…可能我們的表格來講，別公司的

表格可能給你一張紙填填就可以了，而我們公司全部都用系統來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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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身用程式來設定的，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比較，我們也做說明會啦，

說明操作，後面就比較沒什麼問題。新廠部分，一新開發的廠商就跟他

說明怎麼去操作，所以填寫就沒有什麼問題。

資訊系統的功能亦影響供應商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的配合

度。當中心廠的資訊系統與供應商內部的資訊系統無法相連結，還需根

據供應商所傳來的資訊，由人工方式輸入其內部系統，則此類資訊系統

的作用不大。相對地，若中心廠的資訊系統能與其內部其他資訊系統相

連結時，則將大幅提昇資訊處理的效率。A 公司的資訊管理能力就大幅

提昇了其資訊處理的效率。

A 公司的供應商將表單的資料藉由網頁輸入到 A 公司建置的綠色

供應鏈管理系統，此系統又與 A 公司採購自思愛普軟體系統公司（SAP）

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連結；當中心廠欲瞭解 A 公司的零組件的原物料是

否符合環境法規要求時，A 公司只要進入系統，擷取出該零組件的物料

清單（bill of materials, BOM），即能讓中心廠瞭解其供應商的零組件資

訊。

是啊！比如說 PC 板好了，一個 PC 板裡面零件那麼多，他跟你要

成分表，你想想看裡面有多少成分，通常我們的供應商才賣我們一顆料

而已，但我們就要求我們的供應商去拆解那顆料的成分表。你看 A 公司

的成分表要如何給他，裡面有幾百顆料，密密麻麻的，還好我們有做管

理，這個材料會連結到 BOM 表上面。如果我們相同地去要求我們別家

客戶，如果他們沒有像 A 公司這樣做管理的時候，他們拿得出來嗎？

資訊科技的運用，除可加快資訊傳遞的效率外，亦能促進綠色供

應鏈的管理。D 公司為強化綠色供應鏈管理，避免業務人員誤接含有危

害物質的訂單，因此在資訊系統中設定，要生產含有危害物質的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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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經過多重的確認程序，否則是無法接單的，

這個產業在變，需要做無鉛的東西，我們就會去配合，以符合客戶

要求。那對我們來講，到現在已經 2006 年接近六月的狀況之下，那個

系統已經鎖起來了，你要下有鉛的單，除非有去經過兩到三次的確認，

確認那個 demand 是存在的，不然那個系統不讓你接單。

另一個屬於資訊管理能力的概念是企業員工操作資訊設備的能

力，員工資訊知識不足經常發生在規模小的企業。B 公司說：「有啊，

因為我們的上游供應商大部分都是規模很小，公司裡頭才十幾個人，連

老闆都很少在用電腦的，這個部分的經驗與感受，中心廠不會比我們這

些廠商還強烈。有些供應商不僅 Excel 表單不會打，甚至連表單上面的

欄位代表什麼意思都看不懂。」

綜合上述對資訊管理能力的訪談顯示，供應鏈成員的資訊管理能

力呈現了幾個屬性，包括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專業的資訊部門，資訊

部門員工的系統分析、設計、與實作能力，還有企業員工基本的資訊素

養等。資訊管理能力結合了資訊、科技和能力等三種意涵，「資訊就是

所知表現在媒介上的形式」謝清俊[1996]，此處的「所知」是人類知道

的所有事務，包括常識與知識等等；科技是有助於人類解決問題的工

具、機器、材料、和程序之發展與應用11；而能力則是組織聚集、整合

和使用有價值資源的能力。換言之，資訊管理能力為組織運用各種可能

的資源、工具或程序來建立、儲存、交換、和使用人類知道的所有常識

和知識等資訊的能力。

11 請參考 Wikipedia 網站，網址為 http://www.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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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輔導能力

消費者或利益團體對綠色產品的重視，為企業推動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主因之一。品牌大廠為因應此趨勢，需先擬定相關的要求事項，並

要求代工廠商予以配合及執行。代工廠商接到品牌廠之要求，需將客戶

所要求的綠色產品規格，轉換為公司規格，並訂定更詳細的規範與產品

轉換時程之規劃，而所有相關的要求又將傳遞給供應商，故環境法規或

消費者對環境的訴求，是透過供應鏈分工體系，傳遞給所有的供應鏈成

員。

中心廠在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需以溝通為手段，達成供應鏈管

理的目標。為使產品能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中心廠接受品牌廠商之作

業要求後，必須將這些要求事項，明確且有效地傳遞給上游供應商。為

此，中心廠須藉由適當的溝通管道與措施，讓供應商瞭解中心廠的要求

為何、要求供應商配合的原因為何、及供應商如何配合。根據訪談內容，

中心廠主要以說明會與稽核作為與供應商互動的管道，受訪者對於中心

廠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的輔導措施，有以下的描述：

A 公司：有開說明會，有派人到林口那邊開會，劉小姐和我們的技

術都有過去。…我們也常常參加一些我們客戶的說明會。

B 公司：會（來稽核）。第一個他會以品質的部分擺在前面，再來

就是一些管理面、系統（管理系統建置與運作）。品質的部分就是他會

先看，這幾個月、或是這半年、這一年，有沒有一些客訴（客戶抱怨）

的部分，針對那些特殊的問題，先做一個檢討。這個問題發生到現在，

你們做一個怎麼樣的改善，後續追蹤的部分？然後再來就是看，我們現

場有些管理，比如說一些小缺失啦，或是一些什麼製程或 SOP 啦，那

些部分先去看，然後再來就是針對我們業務端那邊了，接著就是我們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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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那邊了，但是那幾個部分，我就不是那麼清楚。原則上，每個單位都

會看。像上次他們來稽核時，我也是把兩本資料都拉出來，他就是抽，

比如說他抽到這份報告，請問你們這份報告是用在什麼地方，那我就要

把原材料的進料規範（綠色產品規範與檢測）以及供應商的資料都拉出

來。

C 公司：當然！像電鍍是我的本科啦，S 公司是負責設計的，他在

輔導的時候，主要是告訴你：你要檢測什麼項目（綠色產品規範與檢

測），你需要找什麼（綠色替代材料與技術），他會給你一個方向指引。

就是說，你去找這些人，要去找誰去找那些東西？你需要些什麼東西？

要找怎麼樣的？假如說，他們需要什麼項目，我們就要去找。當然，在

格式作業上他有給我們幫忙。就是說，你要做什麼工作，如果是後製程

的電鍍，這不是他本科的東西。所以，他需要什麼資料，你就要去做，

這資料如何做，他就會跟你說（綠色資訊交換）。

換言之，廠商對其上游供應商的輔導項目，呈現出幾個不同的屬

性，包括國際環保趨勢與環境法規介紹、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置與運作、

綠色產品規範與檢測、綠色替代材料與技術、與綠色資訊交換等項目。

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置與運作是輔導的主要項目，廠商稽核供應商

的環境管理系統，是輔導供應商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

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EMS）是組織為降低

其對環境的影響，並增加組織運作效率的一連串程序與作為。根據 ISO

14001 之定義，環境管理系統的稽核，是一種系統化與文件化之查證過

程，以決定組織的環境管理系統是否符合環境管理系統的稽核準則。事

實上，ISO 14001 是國際認可的環境管理系統標準，指導組織在考慮到

環境保護、預防污染和社會經濟學需要的同時，如何有效管理公司業

務、産品和服務中的環境考量面及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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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組織技術與能力

綠色資訊交換也是廠商輔導的重要項目之一。廠商為了綠色供應

鏈管理，彼此必須交換很多資訊，為了統一各供應商的資訊，讓資訊有

一致的面貌，以便於中心廠對資訊之管理，因此中心廠會設計多種表單

讓供應商填寫。這些表單的內容與意涵多以簡潔的、重點化的形式表

示，若非經中心廠輔導或說明，供應商很難填寫這些表單，類似的困難

也出現在中心廠建置的綠色供應鏈網站。無論是表單或網站，物質成分

多以英文專有名詞呈現，若未經中心廠講解或供應商沒有專業人員處理

時，廠商是無法填寫的，此時，中心廠僅能收集供應商的檢驗報告或資

料，自行輸入資訊系統，若此類供應商一多，中心廠必窮於應付因而延

誤資訊處理的時間，故中心廠的輔導在此方面是不可或缺的。組織技術

與能力整理如圖 4.5 所示。

第六節 供應商的配合度

為配合中心廠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供應商必須完成中心廠交付

的三項工作：將產品送第三方檢測機構檢驗、進入中心廠網站輸入零組

件的資料、及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為證明產品中的零組件確實

不含管制物質，國外品牌大廠往往要求中心廠提出有害物質含量檢測報

告；相對地，中心廠也要求其上游供應商提出報告，以證明產品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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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心廠綠色採購的規格。供應商為提供產品不含有害物質之證明，乃

將產品送至第三方檢測機構檢驗，並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或相關

類似文件，以保證所提供的產品不使用有害物質，以及作為未來若產品

被檢驗出違反含量管制要求時，相關賠償訴求程序的依據。

供應商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其主要工作為提供綠

色原物料的資料給中心廠，讓中心廠能進行供應商零組件承認的動作，

並且向中心廠提出物料清單變更申請，這些工作都涉及供應商與中心廠

間資訊的傳遞。供應商提供綠色供應資料給中心廠的流程，如圖 4.6 所

示。

在供應商接受中心廠訂單，進行綠色生產之前，需先蒐集中心廠

對綠色供應的要求。若供應商因要進行綠色生產而改變原物料，則需將

改變內容主動通知中心廠。中心廠下單前會依據供應商提供的產品成分

資料，判斷該產品是否符合目標市場的環境要求及中心廠本身的規範。

針對有問題的物料，中心廠將請供應商改善，以加快產品上市時程。換

言之，供應商的配合度，與供應商是否將綠色供應資料傳遞給中心廠有

密切的關係。

本研究曾詢問 S 公司，瞭解中心廠如何衡量供應商的配合度。S

公司表示，供應商為獲得中心廠的訂單，都會將產品送第三方檢測機構

檢測，並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但由於供應商的技術與能力不

足，或中心廠與供應商相對權力結構等因素之影響，並非所有供應商會

依照中心廠的指示，進入中心廠網站輸入零組件資料；也有部分供應商

上網填寫的資料，經中心廠與原件核對後發現錯誤；也有供應商僅填寫

部分資料，還有部分尚未填寫；也有供應商未能在中心廠規定時間內輸

入完畢。這些情形都顯示出供應商是否有良好的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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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供應商提供綠色供應資料的流程12

S 公司所提及的配合度之觀念，也可在供應商的訪談中觀察到。A

公司的營業部門是與中心廠聯絡的窗口，中心廠對於推動綠色供應鏈管

理的資訊，需透過 A 公司的營業部門轉達給 A 公司的專責部門；同樣

地，當 A 公司的資訊要回傳給中心廠時，仍是透過營業部門的人員。

當然有，資料給他就好了。我們已經是到第三手了，我們還不是直

接的窗口，我們所接受到一大堆調查的資料，是來自於營業接受到的訊

息再轉給我，所以我們有疑問時，沒有辦法跟客戶做直接的反應，迂迴

地到營業，再到我們這邊，營業有時又不太懂，也蠻花時間的。因為營

業沒辦法，他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對應這麼多東西，他一天到晚只顧著

1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安環保報導第 20 期，網址為
http://www.ftis.org.tw/cpe/download/she/Issue20/current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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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訂單會不會跑掉而已，有關於像客戶這一些要求事項，他一定提供

給專責單位負責。

中心廠將調查表格，經由 A 公司的營業人員間接地傳遞到相關人

員手裡，此種資訊傳遞方式的缺點有二：一是資訊傳遞於時間上的延

誤，另一則是資訊透過多手傳播之下，最後接收到此資訊的人，可能無

法完整地接收中心廠的資訊，甚至接收錯誤的資訊，而做出錯誤的解讀。

C 公司也因為資訊從客戶傳到相關部門，經過多人的傳播，使得

資訊在很多層面上受到影響，這些影響包括資訊傳播的速度，使資訊不

能及時地到達相關人員手中、資訊不完整、與資訊錯誤等，甚至於因為

資訊太多，各部門必須從眾多資訊中篩選出與自己部門有關的資訊，或

因為太多不相干的資訊使得相關人員無法篩選出攸關且重要的資訊

等，凡此都影響資訊交換時的資訊品質。

如果事情都有專門的對口單位來負責，會比較好。例如：業務負責

談好訂單的交期與量，那品保就負責品質，而且對口單位的人與客戶談

完後，回到公司內部，必須將您們得到的重要訊息，轉告給相關部門，

有時候，客戶所講的跟聽的人回來所闡述的可能有差別。

從中心廠、A 公司和 C 公司的陳述得知，中心廠在綠色供應鏈管

理執行面上，最關心供應商是否配合中心廠的指示，在預定時間進入中

心廠網站輸入綠色產品的相關資料，這些輸入的資料將自動拋轉入中心

廠內部的資訊系統（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進行更進一步的處理，中

心廠將因此不必逐一輸入上百家甚至千家供應商的零組件資料，大幅縮

短中心廠資料處理時間，進而促進了綠色供應鏈管理效率。綜合上述，

供應商配合度在概念上，可被定義為：供應商在中心廠要求時間內，正

確且完整地提供中心廠所要求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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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是否能及時提供資訊，提供資料的正確性，資料是否完整

等均歸屬於供應商配合度的屬性，這些屬性所呈現出的及時與否（資訊

及時性）、正確與否（資訊正確性）、是否完整（資訊完整性）等面向，

將成為衡量供應商配合度的指標。供應商配合度之概念如圖 4.7 所示，

供應商的配合度包括資訊及時性、資訊正確性、與資訊完整性。資訊及

時性，指供應商是否能在中心廠規定的時限內，將資訊提供給中心廠；

資訊正確性，指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與資訊的原始憑證相同的程度；而

資訊完整性則是，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符合中心廠所要求的項目的程

度，而且這些資訊有原始憑證來相互參照（可回溯）。

圖4.7 供應商配合度的概念

第七節 本章小結

本研究針對供應商配合中心廠的要求，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過

程，試圖從此一過程瞭解影響供應商配合度的因素為何。本研究藉著觀

察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以及對供應商與中心廠間互動之陳述，

從供應商的角度，瞭解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過程中，影響供應商對中

心廠配合度之因素。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並沒有完全地在本章說明，

部分影響因素將於下一章中說明。本節擬概述至目前為止，本研究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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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供應商訪談所得的重要概念，並對此研究做一概括性陳述。

中心廠和其上游供應商為何願意製造符合環境法規的產品，進而

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其源頭在於環境意識的興起，此一意識的影響逐

漸擴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此稱之為環境意識之漣漪效應。環境意識之漣

漪效應起源於少部分人認知到地球環境對人類之重要性，此一環境意識

如同石子一般，當石子投入平靜的湖心時激起漣漪，並以投入點為中心

向外擴散。當更多民眾受到此漣漪影響後，政府或區域組織、甚至跨國

性企業也認知到此一議題的嚴重性，致使政府開始制訂與環境相關的法

規，部分知名的跨國企業，通常是行銷國際的品牌大廠，也意識到消費

者逐漸接受環保產品的傾向，在環保法規實施前，率先地生產綠色產品

（先行於環境法規的積極性環境承諾）。這些具備積極性環境承諾的企

業主動地制訂自己的環境規章，建立起由高階主管領導的專責單位，推

動環境政策，而成為生產綠色產品的尖兵。更有部分企業受到前述知名

企業生產綠色產品的影響，見賢思齊，也開始執行環境管理（同儕壓

力），這些企業認為自己也屬於知名的跨國廠商，別家公司都已經開始

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為了維護聲譽，在環境保護上不能落後於這些公

司。擁有積極性環境承諾或受到同儕壓力的廠商，在環境策略上大多屬

於主動積極型的企業，組織成員同心協力地致力於綠色生產和綠色供應

鏈管理，相對地配合度也較高。

當政府開始實施環境法規時，於產業界首當其衝的是國際品牌大

廠，所有掛著這些品牌的產品進入這些地區，都需符合當地的環境法規

（法令壓力）。在世界各區域或國家中，以歐盟最為積極，其制訂的環

境法令包括 RoHS 與 WEEE 等，換言之，這些國際大廠直接承受政府環

境法規的壓力，為此，國際品牌大廠參考輸入國的環境法規，制訂適合

自己的環境政策或規範，開始要求台灣的中心廠生產綠色產品。台灣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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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電子產業製造商之商業模式以 ODM 和 OEM 為主，這些廠商作為國

際大廠的代工廠，必須生產符合這些大廠所制訂的環境規範的產品（客

戶壓力），而以這家代工廠為中心的衛星廠商，也必須提供符合代工廠

環境規範的零組件或物料（中心廠壓力）。換言之，因少部分人的環境

意識，接連地影響了政府組織、品牌大廠，之後又逐漸地擴及代工廠商、

代工廠的第一階供應商、及其第二階供應商等所有的供應鏈成員，甚至

此一效應將影響更多的普羅大眾。凡是受到政府環境法規壓力，或是客

戶壓力的企業，在環境策略上大多屬於被動的企業，其於導入綠色供應

鏈管理時的配合度，亦不如主動積極型的企業。

台灣中心廠受到客戶壓力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進一步地要求其

供應商完成其所交代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將產品送第三方檢測機構

檢測、上中心廠網站輸入零組件的檢驗資料、及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

證書，為了完成任務，中心廠使用各種溝通管道與供應商溝通，希望供

應商能配合中心廠的這些要求。中心廠所使用的溝通管道有傳統的間接

管道，如電子郵件或傳真；有傳統的直接管道，如中心廠舉辦的說明會，

讓雙方相關的人員能直接互動。除了傳統的溝通管道外，中心廠與供應

商也會以電子的溝通管道交換資訊。和傳統溝通管道不同的是，電子溝

通管道並不被區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電子溝通管道，而是以連線程度來

區分電子溝通管道。一種連線程度較低的電子溝通管道是，中心廠以試

算表軟體建立物質成分表單，讓供應商將資料依中心廠格式填入表單的

相應欄位內，之後再將完成後的檔案以電子郵件回傳給中心廠，中心廠

再透過轉換程式轉入 ERP 系統中。一種屬於中等連線程度的電子溝通管

道是，中心廠建立用以讓供應商輸入綠色材料物質成分的網站，讓供應

商進入此一網站中的相關網頁，並在適當欄位輸入資料後，物質成分資

訊就透過 Internet 進入中心廠的資料庫中。連線程度較高的電子溝通管

道則是，供應商與中心廠都有 ERP 系統，而且雙方的系統可以互傳資



第肆章 文本分析

116

料，因此中心廠的 ERP 系統可擷取到供應商 ERP 系統內的物質成分，

再轉換為中心廠的 ERP 系統，換言之，連線程度高的電子溝通管道是，

在一方將資料輸入系統時，這些資訊能自動地拋轉至對方的資訊系統

中，使得資訊的傳遞更為迅速、完整和正確。

中心廠可以選擇多種溝通管道和供應商溝通，在每一管道中運用

不同的溝通策略，讓供應商順從其意志，簡要地可以將溝通策略區分為

強硬的溝通策略和柔性的溝通策略兩種。一種常被中心廠使用的強硬溝

通策略是威脅，當供應商未能確實執行中心廠的要求事項時，中心廠通

常對供應商採取負面的制裁行動。理性勸說則屬於柔性的溝通策略，乃

透過合乎邏輯推理的言詞來說服他人。溝通頻率是溝通的屬性，供應商

認為若平時中心廠能與他們多溝通、見面，因而建立起的私人情誼或信

任，有助於彼此的配合意願。中心廠與供應商透過管道互動，必牽涉溝

通內容，當溝通內容所涉及的互斥項目越多，就表示溝通內容的廣度越

高，若針對某一特定資訊，再詳加說明，此即涉及溝通內容的深度，亦

即，中心廠是否對供應商詳細地說明其所欲傳達的資訊。換言之，溝通

內容的深度和廣度，會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

除了溝通外，另一類與供應商配合度相關的是廠商的技術與能

力，廠商的技術與能力包含技術創新能力、資訊管理能力、及專業輔導

能力等三方面。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呈現在符合環境要求的清潔生

產，清潔生產是從產品生命週期的觀點，考量產品由物料取得到產品被

廢棄後的回收等階段所造成的環境問題。訪談的結果顯示，台灣大部分

廠商現階段著重於綠色材料與綠色製程，以通過檢測的綠色材料取代含

有有毒物質的材料，而製程則強調從管末技術轉換成管頭技術的綠色製

程。資訊管理能力為組織運用各種可能的資源、工具或程序來建立、儲

存、交換、和使用人類知道的所有常識和知識等資訊的能力。供應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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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資訊管理能力呈現出幾個屬性，包括：資訊科技的基礎建設，成立

專業的資訊部門，資訊部門員工的系統分析、設計、與實作能力，以及

員工基本的資訊素養等。供應商不僅需要資訊素養以使用中心廠所建立

的溝通管道，若供應商還擁有資訊的專業人員，建置資訊系統，讓其上

游供應商用以交換資訊，廠商具備這些資訊管理能力，自然能提升資訊

交換的品質。有關綠色供應鏈管理諸多事項，如國際環保趨勢與環境法

規介紹、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置與運作、綠色產品規範與檢測、綠色替代

材料與技術、與綠色資訊交換等項目，中心廠需透過說明會或稽核等溝

通管道傳達給供應商，再透過供應商傳遞給其上游的第二階供應商，因

此廠商如何有效地或有效果地傳遞這些資訊，考驗著廠商專業輔導的能

力。

前述，如積極性的環境承諾、客戶壓力、溝通管道、資訊管理能

力等等因素都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供應商配合度，指供應商是否在中

心廠要求時間內，正確且完整地提供中心廠所要求的資料。因此，供應

商是否能在中心廠要求的時限內提供資訊給中心廠，所提供資料是否正

確，以及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等，均為供應商配合度的屬性，這些屬

性所呈現出的及時與否（資訊及時性）、正確與否（資訊正確性）、是否

完整（資訊完整性）等面向，將成為評估供應商配合度的指標。

現階段本研究所發現的概念並未完全陳述於本章，部分概念將在

下一章以「研究發現」的方式呈現。本節的目的在說明，供應商配合中

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原因，影響供應商對中心廠配合度之因素中

的重要因素－溝通，此乃包括：溝通策略、溝通頻率、溝通內容，藉由

本節的陳述，能對本研究輪廓有整體性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