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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根據紮根理論法的資料分析步驟，萃取出聯絡人特質、廠

商的技術與能力、及溝通等重要概念，這些概念或類屬不僅影響供應商

的配合度，類屬之間亦相互影響，例如聯絡人特質會影響其溝通行為

等。本章將根據文本資料，找出概念類屬之間的關係，並將這些關係做

一步地連結，探討這些類屬與配合度的關係，以建構影響供應商執行綠

色供應鏈管理配合度的理論架構。

此一理論架構係透過資料分析所得之研究發現，逐步建構而成，

並呈現在本章最後的段落，但是為了讓讀者對本研究之發現預先有一個

整體性的認識，因此先在本章之初呈現本研究之發現與影響供應商配合

度因素之關聯性（如圖 5.1 所示），俾便在閱讀本章往後內容時，能參考

此一圖形，以促進對本章內容之理解。另外，本章將提出多個研究發現，

發現中若出現「中心廠」一詞，所代表的就是 S 公司，此乃因為本研究

之研究對象係以 S 公司為中心之衛星體系，研究的結果無法一般化到其

他的供應鏈。

第一節 供應商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壓力

本研究在前一章中描述廠商受到起於少數人的環境意識所產生漣

漪效應之影響，致使廠商開始注意產品對環境的衝擊。這些導致廠商引

進環境管理的因素，如：積極性環境承諾、同儕壓力、法令壓力與客戶

壓力等，對不同類型的廠商產生不同的影響。這些壓力多來自於企業的

外部環境，如：國際環保趨勢、政府法規、或其他廠商的壓力等，換言

之，這些屬於企業外在環境的因素，可稱為外部壓力。



第伍章 研究發現

120

圖5.1 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與本研究之發現

一、 外部壓力對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影響

在環境意識的漣漪效應下，供應商逐漸面對國際趨勢、政府法規、

或客戶壓力等外部壓力的影響。在環保團體倡導之下，民眾逐漸感受地

球環境之重要，又根據一項以美國人為對象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五

的消費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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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環境保護的概念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趨勢，逐漸成為普

世價值。

綠色供應鏈管理結合供應鏈管理與環境管理的概念，在傳統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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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管理中，加入對環境的考量，從產品的設計、生產、配送、回收等，

考量對環境的影響，以進一步提升供應鏈管理績效。供應商之所以進行

綠色供應鏈管理是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不同類型的供應商承受了不同

的外部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本研究認為與供應商的規模有關。

本研究對組織規模、外部壓力與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關係，提

出下列的發現（如圖 5.2 所示），

發現 1：外部壓力對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影響，將因供應商之

規模而有所差異。

發現 1-1：國際品牌大廠之所以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源於積極性的

環境承諾與同儕壓力。

發現 1-2：台灣供應商之所以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源於客戶壓

力。

圖5.2 供應商的規模與外部壓力對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影響

組織規模是組織特性中的外在特徵之一，本文從供應鏈成員的角

度，將組織的規模分為規模大的國際知名品牌廠商，如 P 公司等廠商。

本研究中的 A 公司和 D 公司屬於中型規模的跨國性廠商，早在 RoHS

指令實施前，公司已制訂環境政策並實施環境管理。誠如 A 公司受訪者

所言：「我們 2004 年其實就在我們的簡介裡面對外發表，其實 RoHS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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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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規實施前已經開始環境管理）。D 公司受訪

者也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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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可見，這些公司並非基於環境法規的壓力或客戶的要求，才著手導入綠

色供應鏈管理，而是在環保法規正式實施之前，即基於本身是跨國型公

司，為維護企業的聲譽，而提早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規模中大型的國

際知名品牌廠商也因為企業形象而積極地投入環境承諾。A 公司受訪者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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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公司為國內的中小型企業，C 公司說：「他是第一家要求 RoHS

這東西。去年五月份開始，但他在前一年就告知我們所有廠商，讓我們

知道歐盟在要求綠色環保。」C 公司在客戶通知之前即得知歐盟將推動

新的環境法規，但 C 公司在其客戶開始要求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後，才

做出環境承諾，願意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直到今年，我有感覺到他

們強烈要求，今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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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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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中心廠與供應商在整個供應鏈的分工體系中，分別面對品

牌廠商與中心廠的要求和壓力，而未直接面對制訂環境法令的政府單

位、環保團體、或終端消費者。當以品牌大廠為名的產品違反環境法令

時，供應商雖也可能有財務上的損失，但直接面對問題的是品牌大廠。

縱然台灣的中心廠與供應商已獲知環境法規之資訊，但未來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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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高，在客戶尚未正式要求時就投入資源於清潔生產，將使得廠商原本

有限的資源更形困窘，且投入的成本也無法立刻回收，徒然增加產品的

生產成本，影響產品競爭力。因此本研究認為積極性的環境承諾、同儕

壓力、環境法規與客戶壓力等外部壓力，對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時所採取的態度是有關係的，對其間關係的發現為（如圖 5.3 所示）。

圖5.3 外部壓力對供應商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態度之影響

發現 2：供應商基於不同的外在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對其執行

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有影響的。

發現 2-1：若供應商基於環境承諾與同儕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則將主動積極地制訂與執行各項環境政策。

發現 2-2：若供應商基於客戶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則將被動地

因應客戶的要求。

本研究中的 A公司和 D 公司屬於規模大的跨國性廠商，早在 RoHS

指令實施前，公司已經制訂環境政策並實施環境管理。他們之所以執行

環境政策是源於同儕壓力和積極性的環境承諾。誠如 A 公司受訪者所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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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受訪者也說：「D 公司在一開始，甚至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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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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這些公司並非基於環境法規的

壓力或客戶的要求，才著手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而是在環保法規正式

實施之前，即基於本身是跨國型公司，為維護企業的聲譽與形象，而提

早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形象是個人或群體對某些特定事物所產生的信

念、態度、和印象之總和。規模大的跨國企業通常已建立起一定程度的

企業或品牌形象，這些形象是企業運用各種資源後辛苦獲致之成果，因

此廠商會極力維護這些得之不易的形象。當外界利益團體或消費者環境

意識逐漸提高，而認為企業應對環境善盡保護之責時，任何一家企業在

有意或無意間做出危害環境之行為，都將重創其企業或品牌形象，降低

消費者對該廠商之忠誠度，使得消費者不願意再購買該廠商之產品，進

而損及企業利益，而企業為重拾消費者對其之信心，將付出更多代價，

因此對這些企業而言，他們更願意做出對環境的承諾。

這些廠商不僅早已制訂環境政策，也擁有符合國際標準認證（如

ISO 9002 或 ISO 14001）的品質管理系統，甚至投入資源於專屬性資產，

主動積極地因應環境管理。A 公司就購買新的檢驗設備，檢驗供應商提

供的材料，A 公司受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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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買這個（檢驗）設備，這個

成本是不得已的。」

若供應商受到法令壓力與客戶等壓力的影響，而不得不實施環境

管理，則這些供應商將被動地因應這些壓力。在整個供應鏈的分工體系

中，台灣的供應商承受中心廠的壓力，而中心廠則直接承受來自品牌大

廠的壓力。C 公司為國內的中小型企業，「他是第一家要求 RoHS 這東

西。去年五月份開始，但他在前一年就告知我們所有廠商，讓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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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要求綠色環保。」C 公司在客戶通知之前，即得知歐盟將推動新

的環境法規，但 C 公司在其客戶開始要求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後，才做

出環境承諾，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直到今年，我有感覺到他們

強烈要求，今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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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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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述可瞭解，這些供應商對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消極態度。

在客戶尚未正式提出環境要求時，就投入資源於清潔生產，將徒增其產

品的生產成本，影響產品競爭力。因此環境法令等因素對這些廠商的影

響不如成本因素的考量。因此在客戶要求之前，台灣供應商並未主動制

訂與執行環境政策。

二、 企業內部思維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增強效應

廠商受到國際環保趨勢、政府法規、或其他廠商壓力等外部環境

的衝擊，可以改變企業行為接受其所帶來的衝擊，也可以拒絕這些壓力

為企業尋找其他出路。當廠商願意承受外部壓力，而採取相對應之作為

時，企業的內部思維也會影響其對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配合度，這些

內部思維或許會強化供應商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意願，亦可能因

此選擇退出綠色產品的生產。本研究從訪談中萃取出：成本效益、認知

價值、及認知風險等屬於企業內部之思維之概念，這些內部思維將是供

應商在面臨外部壓力之下，決定其是否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重要因

素。

(一) 成本效益

供應商是否要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是經過縝密的成本效益

分析。就成本的投入而言，為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供應商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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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設備、技術、資金等成本；就效益而言，廠商參與綠色供應鏈管

理，可藉以成為中心廠的合格供應商取得訂單，維持公司的獲利與成長。

根據訪談內容，供應商為執行環境管理所增加的成本來自於替代

原物料的使用、製程的改變、產品檢驗、及檢驗報告的處理等方面。在

替代原物料的使用方面，為生產符合 RoHS 指令規定的產品，供應商需

尋找不含有毒物質的替代原料，其價格不僅高於原有的原料價格，且替

代原料在使用初期之穩定性不高，供應商需投入額外的人力與時間，克

服原料使用初期的困難。C 公司受訪者表示，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

替代原物料的價格大幅地提高，且為進行綠色產品生產需購置新的生產

設備，此外替代原料的穩定性亦不高，這些成本又無法轉嫁給客戶，增

加了供應商製造成本。C 公司說：

剛開始要我們做的時候，真的很痛苦！突然增加我的設備，而且三

價鉻的穩定性又沒有六價鉻的好，初期在做，三價鉻不像六價鉻那麼好

控制，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負荷！而且，六價鉻的東西是電二分鐘，但是

三價鉻的部份，我要電五分鐘，我的成本大概都會造成我的負擔，我會

感覺到說，我的成本都增加了，但是價格並不會給你拿這麼高！…第一

個，我們怕檢測的費用愈來愈高。接下來，我的成本會增加。我剛剛有

提到過，六價鉻和三價鉻的材料價格不一樣，一支六價的陽極版大概是

台幣一千伍佰塊左右，但三價的陽極版的價格大概都在三萬三千多塊，

兩個價格差好幾倍。…其實有時候會造成：我們買的材料的價格漲很

多，但客戶給你的價格卻只有比原來的多一點點而已。

很多供應商同時生產綠色產品與非綠色產品，進行綠色產品的製

造時，供應商會將部分的生產線轉為生產綠色產品。D 公司受訪者表示，

在此情況之下，通常會降低公司原有的產能，因此產能的減少亦為供應

商增加成本的因素之一。D 公司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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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有產能的考量，譬如今天有四台機台，四台機台要去做

這個東西，是滿產能的，又譬如說只有一個小小的需求是要用無鉛的，

譬如你四台就要拉掉一台下來，就如拉掉 25%的產能來做一個 5%的小

需求，變成這個部份整個都 Down 下來，…

在產品檢驗階段，供應商需將產品送至第三方檢測機構檢驗，以

確定產品符合 RoHS 規定，因此供應商所支付的產品檢驗費用亦是供應

商的成本之一。檢驗費用與替代原物料成本的增加，對供應商而言都是

新增成本，但在電子產品的價格日漸下降的情況下，這些費用並不易轉

嫁給客戶，這些因綠色生產而增加的費用需由供應商自行吸收。

D 公司：成本沒辦法轉嫁！你不去做那一個報告，那就沒辦法承認。

C 公司：第一個，我們怕檢測的費用愈來愈高。接下來，我的成本

會增加。我剛剛有提到過，六價鉻和三價鉻的材料價格不一樣，一支六

價的陽極版大概是台幣一千伍佰塊左右，但三價的陽極版的價格大概都

在三萬三千多塊，兩個價格差好幾倍。…

(二) 認知風險

依據訪談內容，供應商認為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廠商將面

臨兩種風險：一是若產品在國內與國外的檢驗結果不一致，所產生的責

任歸屬之風險；另一是，當上游的小型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被檢驗出含

有毒物質時，此供應商是否具備足夠的賠償能力。

C 公司受訪者表示，供應商進行綠色生產時，最擔心的是，雖然

產品在國內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如 SGS）的檢測結果是合格的，但產品

進入歐盟地區，而在國外又作一次檢測，則可能因國外的檢測環境、方

法、時間等與國內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當國內、外所做的產品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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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結果不同，對供應商將產生責任歸屬的不確定性問題，若產品在國外

的檢驗不合格，供應商需承擔產品被退貨以及支付賠款等風險。因此，

產品在國內與國外的檢驗結果未必一致，是供應商導入綠色生產的風

險。C 公司說：

現在我擔心的問題是，如果在國內的 SGS 做檢測的結果是沒有含

有毒物質，但是如果到國外又做一次檢驗，那檢驗結果是含有有毒物

質，怎麼辦？這會很有爭議的喔！因為國外的測試環境、測試條件、測

試方法、測試時間等，和國內的未必一樣，結果就會受到影響。例如：

我可能只測這一面，但是如果把整個藥水包起來，結果就不一樣，就會

產生一種化學變化，我認為，未來在這部分一定會出一些問題。

產品在國內和國外檢驗結果之差異，可能是因為檢驗單位的檢驗

方法或程序不同而導致的結果。另有可能的因素是，製造產品所使用的

原物料在一段時間後，發生化學變化，轉換成危害環境的物質，例如三

價鉻可能氧化成有毒的六價鉻。經濟部工業局的永續產業發展資訊網網

站13指出，若三價鉻藥水在電鍍時管控不當，可能將產生六價鉻，不過

在正常情況下，應不會有過量六價鉻殘留的問題；另外，三價鉻表面易

產生氧化，有可能出現六價鉻的氧化物，但含量應該很低；電鍍時使用

的三價鉻鈍化劑若含雙氧水、高價鈰、及高價錳之類的強氧化劑，易使

三價鉻氧化為有毒的六價鉻。換言之，如何調製電鍍時使用的藥水是相

當重要的。上述因電鍍藥水所產生的風險，並不能以出口前、後檢驗方

法或程序不同為藉口，規避因檢驗不合格所遭致的懲罰。此種風險乃源

於採購不適當的原物料，或自製的材料不能符合環境要求，責任還是歸

屬於廠商本身，廠商唯有使用適當的原料、改進生產過程與管理，方能

13 經濟部工業局的永續產業發展資訊網網站網址為：http://portal.ncc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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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此類風險。

另一種風險是，小型供應商的賠償能力。A 公司受訪者表示，雖然

其上游供應商供應物料給 A 公司時，附有物料的檢驗報告與不含危害物

質保證書，但是 A 公司不完全信任上游供應商的保證，其原因為：很多

上游供應商都是規模小的廠商，若 A 公司的產品被檢驗出含有危害環境

的物質，且有毒物質來自於這些小型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這些上游

供應商能負擔高額的賠償嗎？若不能，這些賠償還是得由供應鏈其他成

員負擔。縱然上游供應商能承擔財務賠償責任，但一旦發生，不僅將造

成品牌大廠的聲譽損失，供應鏈上的所有成員皆須共同承擔因某一成員

違反環保法規而產生的共同損失。A 公司與 D 公司都提出類似看法：

A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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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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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公司：這是一定會有，但是還會有一個前提就是說今天在 S 公

司或其它製造公司，它會考量它們零件所使用的來源，是不是能夠去承

擔這樣的一個風險，所以基本上它們也比較會去找較大且健全的公司去

做，前提就是說賠得起。可能一個 issue 產生，比較小的廠商叫它賠它可

能就倒了，這是可能發生的，以前也曾發生過，像是比較重要的外銷的

案子，要求的供應商都是比較大且健全的。

如前所述，供應商在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多認為最大的風險

是：產品送檢後被驗出含有禁用的物質，或禁用物質的含量因超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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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而遭致懲罰。此一風險有多個來源，一是源於供應商未能知道所

採購的原物料的特性，或是疏於自製原物料的管理程序，使得原物料發

生質變，讓產品驗出含有危害環境的物質。另一是源於廠商的上游供應

商，由於上游供應商未能切實地遵循環境管理的程序與規範，使得附有

保證書的零組件仍然被驗出含有危害環境的物質。這些為廠商認知的風

險來源若未能適當地因應，可能造成廠商，甚至於所有供應鏈成員在經

營及財務上的損失。

若仔細探究上述兩種風險的成因，和廠商的技術創新能力有關。因

此廠商是否進行綠色生產與其對自己技術創新能力的認知有關。換言

之，廠商要不要配合中心廠，進行綠色生產，會考量自己的技術創新能

力能否達成中心廠的要求。至於因為上游供應商產品檢驗不合格而產生

的風險，可透過廠商加強綠色供應鏈管理來解決。

(三) 認知價值

在進行綠色生產前，部分廠商認為自己無法掌握綠色生產的核心

技術，對於綠色生產沒有太多保握，對是否配合中心廠，進行綠色生產

產生疑慮，因而退出綠色產品的市場。但是仍有部分廠商在尚未掌握綠

色生產的核心技術情況下，願意配合中心廠，進行綠色生產，其因素在

於廠商認知到綠色生產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進行綠色生產取得中心

廠的信任能得到更多訂單、透過綠色供應鏈管理獲得更多管理經驗、及

藉由綠色生產來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這些價值可以激勵廠商致力於綠色

產品的生產。這些供應商認知到，藉著進行綠色供應鏈管理，可以吸取

供應鏈中其他廠商的經驗，提升運用綠色材料、製程和管理的能力，並

獲得中心廠對供應商以及產品的信任。供應商在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後，也因為產品符合歐盟 RoHS 的規定，降低中心廠需承擔的產品風險，

因此可提高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獲取更多中心廠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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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中心廠信任方面，若供應商有一套環境管理模式，並確實

執行，生產出符合環境要求的產品，獲得消費者認同，則往往能提高供

應商的企業聲譽，獲得中心廠的信任將信任轉化為訂單。此「信任」指

的是，對客戶對於對「供應商」及其「產品」兩者的信任。在訪談中，

A 公司受訪者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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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也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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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供應商需使用無毒的替代原料進

行生產，但從替代原料的尋找、生產線的切換、產能的控制，乃至於使

用替代原料的生產績效，大多需要供應商自行投入人力與時間，進行研

發與測試。在此階段，供應商的核心製程能力與研發能力，將影響其是

否能達成客戶要求。相對地，中心廠僅提供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程序

與供應商應配合事項，針對供應商的製程技術之提升，則無法提供協

助。C 公司受訪者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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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運用環保替代原料所進行的新製程，需要投入時間與人

力，一旦測試成功，對於供應商而言，是項生產技術的提升，且增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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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競爭優勢，亦讓供應商認知到：藉由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導入，讓企

業掌握到產品創新的機會，會轉而肯定中心廠當初對供應商所提出的諸

多要求，認為中心廠對他們的要求是種挑戰。C 公司受訪者表示：

最先說要導入三價鉻的是 S 公司，S 公司是最先開始的。…因為 S

公司這個企業是頭一個先在做三價鉻這個機種的，現在他要製作這個三

價鉻，對我來說，這個製程上面比較辛苦，我還要去摸索這方面，我做

到現在，也快半年了，對整個操作也比較清楚了，所以我也很感謝 S 公

司他們會要求我們這樣製作。…對我們公司來講，他們算是少的（訂

單）。當然你們來想，多一間客戶，能讓我們有多一個製作的機會，這

也算是一種挑戰嘛！

換言之，供應商體認到，透過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實施，能讓他們

更有效率地利用管理資源；經由環境管理系統的認證，能讓廠商以全面

性的觀點解決管理上的問題，避免過度使用人力與其他資源；積極地參

與綠色供應鏈管理，有助於廠商以創新的方法和技術解決清潔生產的問

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針對供應商的內部思維與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

鏈管理之關係，提出下列的看法（如圖 5.4 所示）：

圖5.4 供應商內部思維與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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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3：在既有的外部壓力之下，供應商是否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主

要是基於對成本效益、認知風險、及認知價值等因素之考量。

第二節 廠商的技術與能力

根據訪談內容發現，廠商的技術與能力是影響供應商配合度的重

要因素，此類屬包含三個屬性，分別是：資訊管理能力、技術創新能力、

及專業輔導能力。廠商的技術與能力不僅影響其本身生產綠色產品，其

技術與能力亦能輔導其上下游廠商，協助其他的供應鏈成員導入綠色供

應鏈管理。換言之，中心廠、供應商、或上一階的供應商若擁有這些技

術與能力，不僅有助於其本身的供應鏈管理之導入，更有助於其他成員

之配合度。因而本文提出下列發現（如圖 5.5 所示）：

發現 4：供應商本身的技術與能力（包括資訊管理能力、技術創新能力、

以及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對於中心廠進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配合

度。

發現 4-1：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有助於促進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發現 4-2：在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資訊系統可作為一種控制措施，

協助供應商對含有害物質的零組件的生產與採購之管控。

發現 4-3：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發現 4-4：供應商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上一階供應商之配合度。

發現 4-5：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供應商之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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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配合度

廠商技術與能力

資訊管理能力

技術創新能力

專業輔導能力

供應商配合度
供應商

資訊管理能力

技術創新能力

上一階供應
商之配合度

供應商
專業輔導能力

供應商
之配合度

中心廠
專業輔導能力

發現4

＋

發現4-4

發現4-5

發現4-1與4-3

＋

＋

圖5.5 廠商技術能力與配合度之關係

一、 資訊管理能力

資訊管理能力，是組織運用各種可能的資源或工具，以建立、儲

存、交換、及使用資訊的能力。善用此能力將增加組織對內和對外傳遞

資訊的速度，減少因人工作業所發生的錯誤。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除

了有助於自身資訊管理外，運用資訊科技所建置的資訊系統，更能建立

與供應鏈其他成員資訊交換的管道，此一管道甚至可以連結廠商內部的

資訊系統，將屬於供應鏈成員的外部資訊和廠商的內部資訊整合，不僅

促進其他成員（如此供應商的上一階供應商）之配合度，更因此強化了

廠商的綠色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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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訊管理能力有助於自身的資訊管理。A 公司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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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運用其資訊管理能力來處理物料清單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執行

相當重要。物料清單主要描述成品是由那些原物料或半成品所組成的，

記載某一產品如何由個別物料組成半成品以及最終產品的結構關係。物

料清單是工程、銷售、採購、倉儲、製造、品質、及成本會計等功能運

作所依循的基本資料。產品的成本即利用物料清單，由最低階逐漸往高

階計算，直到最高階組件的成本算出為止，物料清單必須正確才能反映

出產品的真正成本。物料清單是公司內部生產流程展開的依據，為順利

進行清潔生產，物料清單中應能明確地表示物料是否為綠色材料，讓採

購、資材及現場備料人員能辨識綠色材料，避免買錯料或領錯料等問

題。因此，供應商若能有效率地管理物料，擷取某一零組件的物料清單，

就能快速地回應中心廠的要求。

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也影響與中心廠資訊傳遞時的效率。以零

組件的物質成分為例，廠商會以多種方式傳遞物質成分含量資料。這些

方式簡述如下：

1. 供應商以文書編輯軟體、試算表軟體（如微軟的 Excel）建立自己

的物質成分表，或利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建立成分表的檔案。A 公

司受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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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採用 SAP 的 ERP 軟體），

再將物質成分表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傳遞給中心廠，中心廠收到後，

再以人工方式將物質成分表內的資料鍵入中心廠的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這種方式對供應商是方便的，只要把供應商的物質成分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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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傳給中心廠即可，但中心廠需以人工方式，進行資料的輸入，易

造成資料輸入的錯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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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此種方

式，供應商必須將物質成分以人工方式輸入到中心廠設計的電子表

單中，常因人員輸入錯誤，資訊錯誤的機會也隨之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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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由中心廠建置網際網路入口網站，供應商透過入口網站，自行鍵入

其零組件的成分資料以及上傳產品檢驗文件；中心廠也由此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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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 資訊管理與交換的可行性模式

模式 資訊管理與交換的可行性模式

一
 以人工建立產品材料成分和相關 GP14電子檔案。

 利用資訊服務平台（ASP）與客戶、供應商進行 GP 資訊交換。

二

 建立入口網站機制讓供應商上傳或直接輸入 GP 資訊，並讓客戶

下載所需產品的 GP 資訊。

 利用 ASP 或自行建置 B2Bi 與客戶、供應商進行 GP 資料交換。

三  利用 ASP 或自行建置 B2Bi 與客戶、供應商進行 GP 資料交換。

供應商與中心廠間雖有多種資訊交換的管道，但目前大多數的供

14 綠色夥伴（green partners, GP）：日本 Sony 公司於 2001 年 7 月建立綠色夥伴標準，其目的在鼓勵
其供應商引進綠色夥伴環境管理系統，供應商經 Sony 檢驗後可成為 Sony 的綠色夥伴。此處所指
之 GP，為通過中心廠檢驗，而成為其供應商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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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仍以電子郵件及傳真為主，C 公司受訪者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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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 公司

於 2004 年底針對其供應商之調查顯示[經濟部技術處，2004]，以電子郵

件及傳真作為其對外交換資訊的管道的廠商約有 67%，使用 EDI 模式的

約有 13.6%，採 XML 方式的佔 7%。S 公司也根據廠商的資訊系統、IT

設施與能力，將其供應商分成不同等級，並據以建置綠色產品資訊管理

與交換的可行性模式，此三種模式如表 5.1 所示。最簡單的資訊交換模

式是以電腦軟體將產品材料成分輸入中心廠已經設定好的格式或表單

中，形成 Excel 或.CSV15格式的電子檔，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傳給中心

廠；或者是透過應用服務供應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ividers, ASP），將

電子檔置於 ASP 的主機內，廠商再以經由網路下載或上傳檔案，以進一

步地處理與應用。第二種模式則由中心廠自建網站，讓其供應商在通過

資訊系統身份驗證後進入網站，在相對應的欄位輸入產品材料成分，以

進一步地處理與應用。第三種模式則是讓具有 B2Bi 能力的廠商資訊交

換，ASP 依據收送雙方資訊中載明之對象轉交資訊，這些資訊能直接地

匯入廠商的 ERP 或 PDM（product data management）系統，做進一步的

處理。

供應商需有足夠的資訊管理能力才能執行 B2Bi 型的資訊交換。當

供應商僅有電腦與商業套裝軟體等設備時，就只能以人工方式於電腦以

試算表軟體建立產品之材料成分表，若供應商有更好的資訊科技基礎建

設和專業的軟體如 ERP 系統時，就能以 B2Bi 的方式與中心廠交換資

訊。當供應商與中心廠以更高階的管道如 B2Bi 進行資訊交換時，其資

15 CSV（Comma Separated Values）為一種檔案格式，使用純文字檔案儲存資料，常用於試算表或
資料庫。在 CSV 檔案中，資料「欄位」是以逗號分隔，軟體程式讀取檔案時，每遇到逗號便會
另起新的欄位，重建資料時，可確保正確的欄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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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品質會高於以電子郵件或傳真的方式。D 公司表示，採用 B2Bi 電子

化連線方式後，確實提高 D 公司與 S 公司間資訊交換時的資訊品質。目

前 D 公司透過 B2Bi 連線方式，與 S 公司進行訂單通知及訂單回覆兩項

資訊的交換。在資訊品質的提升方面，透過雙方 ERP 系統的連結，當 S

公司發出訂單通知的資訊時，這項資訊馬上自動進入 D 公司的 ERP 系

統，透過此 ERP 系統就可運算出允諾量（available to promise, ATP），D

公司可據此向 S 公司做出訂單回覆。在電子化之前，ATP 的計算大多透

過人工經驗估算，不僅速度慢，正確度也不高，通常訂單回覆週期需要

一個星期左右。電子化之後，從訂單的發出到訂單的回覆僅需兩天的時

間，透過 ERP 運算及 RosettaNet 連線，D 公司可在最短時間內回覆 S

公司可允諾交貨的數量與日期，S 公司並據此 ATP 資訊，再回覆其客戶

的訂單需求。因此，採用 B2Bi 電子化連線方式可增加彼此資訊交換的

速度，促進廠商的配合度。

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改變其與中心廠交換資訊的方式，資訊的

形式亦隨之改變。雖然資訊的內容和傳統的交換方式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因資訊形式的改變，讓這些資訊得以直接與企業內部系統整合，不必

如過去一樣，收到資訊後還要將其鍵入內部的資訊系統，再做進一步處

理。當這些處理的動作以人工作業的次數越多，就越容易因為人為疏失

產生資訊錯誤。若廠商運用資訊科技減少人工輸入資料的次數，不僅增

加資訊的正確性，也由於電腦處理資訊的強大能力，運算速度加快，廠

商得以增加資訊交換的頻率，讓資訊的傳遞更為及時，因而增進了資訊

品質。當企業運用資訊科技，並願意分享資訊，彼此資訊交換的項目將

越多，組織間各部門皆可透過這些系統交換資訊，擴大資訊分享的範

圍，故廠商的資訊管理能力對配合度的提升有正面的影響。

運用資訊科技所建立的資訊系統不僅可以用於供應鏈成員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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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交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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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業務人員誤接訂單，因此在資訊系統中設定，若要接下生產含

有危害物質的零組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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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公司除扮演供應商的角色，由業務人員承接客戶訂單外，還扮

演客戶的角色，由採購人員向其供應商下單採購零組件。D 公司的業務

人員接到客戶下含過量有害物質零組件的訂單時，D 公司的資訊系統能

管控含有害物質零組件的生產，業務人員需在系統中再三確認才能承接

客戶的訂單，排入生產流程。D 公司的供應商要賣零組件給 D 公司前，

必須將零組件及其資料送 D 公司，進行零組件承認的過程，若未經過此

一過程，D 公司的採購人員無法使用資訊系統對該項零組件下單，D 公

司受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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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執行是有幫助的。換

言之，資訊系統可以作為一種管控機制，協助廠商的業務人員或採購人

員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工作，此一觀察讓本研究提出發現 4-2。

二、 技術創新能力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技術創新能力主要為清潔生產能力，是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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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棄物或污染的排放。本研究提出與清潔生產能力相關的發

現為，發現 4-3：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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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 於 1989 年制定的清潔生產計畫（cleaner production program）

中，首次將清潔生產的內涵定義為：「對製程與產品採取整體預防性的

環境策略，以減少對人類及環境可能的危害」，並說明清潔生產在製程

和產品兩方面的策略。清潔生產的定義經 UNEP 多次修正，於 1996 年

將「服務」納入清潔生產的範疇，並將清潔生產的定義修正為：持續地

將整合性與預防性的環境策略應用於製程、產品開發及服務中，以增加

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減輕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風險。清潔生產有

製程、產品與服務等三個範疇16：

1. 在製程方面，盡量協助廠商節省原物料、水及能資源的使用、避免使

用有毒和危險的原物料、並減少排放物及廢棄物的量及毒性。

2. 在產品方面，從原物料取得、製造和使用、到產品的廢棄處理等產品

的生命週期中，致力於減少其對環境、健康及安全的衝擊。

3. 在服務方面，將對環境的關心併入服務的設計與遞送。

從 UNEP 對清潔生產的策略得知，清潔生產應考量產品於其產品

生命週期中任一階段對環境的影響。所謂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依據 Levitt[1965]之看法，認為應從產品替公司產生收入開始，

分為：上市期（introduction stage）、成長期（growth stage）、成熟期（maturity

stage）、和衰退期（decline stage）等四個階段。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產

品生命週期應納入產品進入市場前的研發階段，包括原物料之萃取、原

物料之處理、製造、使用、與廢棄管理等階段，各階段如圖 5.6 所示[OTA,

1992]17。Levitt[1965]對產品生命週期的觀點正如 Kotler[1991]所言，產

16 請參考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清潔生產網站，網址為 http://www.unepie.org/pc/cp。
17 美國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成立於 1973 年，編制上隸屬於國

會之下，做為國會科技顧問組的諮詢幕僚單位。運作方式係以委託的方式組成研究團隊，結合顧
問審議委員，從事實際評估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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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命週期乃是指在產品銷售史上，所可能展現的各階段，故Levitt[1965]

的四階段說，是從行銷觀點來看產品生命週期的。與 Levitt[1965]相較，

美國國會科技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的看

法更符合 UNEP 清潔生產中所謂的產品生命週期。

為達成 UNEP 在製程、產品和服務等方面的環境目標，廠商有必

要在設計產品時，就考量未來製造產品的過程中或在其生命週期的其他

階段，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以減少環境衝擊的角度設計產品。因

此，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 DfE）與傳統設計的區別在於，

環境化設計把降低能源消耗、易於拆卸、產品之再生使用、與環境等因

素納入考量。

製造

$$

使用

廢棄管理

處理原物料

萃取原物料

再使用

再製造

回收

圖5.6 產品生命週期18

與環境相關的技術很多，如再生技術、廢棄物管理等，但是通常

分為三大類，一類是污染控制技術（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一類

是污染預防技術（pollution prevention technology），第三類則是環境管理

18 本圖來源為 OTA[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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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Klassen & Whybark, 1999]，環境技術之分類如圖 5.7 所示。污染控

制技術是對已完成的產品或者於製程終點所實施的環境技術，以控制產

品或製程對環境產生的危害；污染控制技術又包括補救（remediation）

技術和管末技術（end-of-pipe technology）兩種。補救技術意指，運用

技術清除因製程等原因所形成的環境危機；管末技術，則是使用設備在

製程的末端處理所排放的污染物。污染預防技術則在改變產品或製程以

減少對環境的負面衝擊，而不僅在現有程序的末端進行環境處理。因此

針對產品與製程又可分為產品適應（product adaptation）和製程適應

（process adaptation），產品適應技術在修正產品設計以減少其在製造、

使用、拋棄、和再使用階段對環境的影響；製程適應技術則是在原物料

取得、生產、和交付階段，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第三類的管理系統

則是以減少對環境危害為目標，建立環境評估系統，訓練員工環境意

識，修正企業運作程序等，ISO 14001 認證系統就是屬於管理系統技術

的一種。就產品製程而言，清潔生產的管末技術與污染預防技術可以圖

5.8 說明。管末技術是如何處理由製程終點排放出來的廢棄物，明顯地

區隔出「製造者」與「廢棄物處理者」的觀念，但是污染預防技術重視

製程中廢棄物的發生源，減少使用危害環境的物質，將廢棄物視為製程

內的問題，並且考量如何使廢棄物的產生降到最低。

圖5.7 環境技術的三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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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 製程

原物料 單位製程

廢棄物

處理

單位製程

廢棄物

處理

單位製程

處理

廢棄物

排出

製品

處理
排出

製品

(a) 管末技術

(b) 污染防制技術

圖5.8 清潔生產的管末技術與污染預防技術

傳統的製程技術中常使用鉛、鉻。鉛，是電子產品中錫鉛銲料的

主要成分，由於成本低、抗腐蝕性強，且與擁有低熔點之獨特物理性質

及良好熱疲勞可靠度的機械性質，已用於電子工業超過 50 年的歷史。

鉛的應用廣泛，但也含有劇烈毒性，傷害人類的神經系統，造成血液及

大腦病變。長期接觸鉛，將導致腎臟疾病和腹絞痛，且鉛一旦在人體中

產生累積，難自動排除，只能透過藥物清除。

鉻，在氧中是不穩定的，暴露於氧中極易氧化，最常見的氧化型

態是二價、三價、以及六價，其中以三價鉻最穩定，適量的三價鉻有益

於人體，但六價鉻是有毒的。鉻是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對人體的糖代

謝和脂肪代謝有其作用，三價有機鉻能與其它控制代謝的物質，如激素

或胰島素等配合作用，有益於人體；天然食品中若含鉻，大多以三價的

形式存在。但過量的鉻對人體有嚴重反應，食入過量的鉻會造成消化道

的腐蝕與出血，並產生腹部劇痛、嘔吐、休克或死亡。六價鉻容易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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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中懸浮物或土壤顆粒中，少部分則會溶於水中，並滲透至地下水造

成污染。鉻是非常堅硬的灰白色金屬，暴露在空氣中的鉻會產生一層薄

的氧化層，保護氧化層下的其他金屬，常用於不銹鋼、電鍍、油漆顏料、

木材防腐處理等。19

材料是廠商進行清潔生產時考量的重點之一。RoHS 指令規定，銷

售至歐盟市場的電子電機產品，禁用或限用鉛、鎘、汞、六價鉻、多溴

聯苯、及多溴二苯醚等六項有害物質，其中鉛與六價鉻的管制最受重

視，因為鉛廣泛地使用於電子電機產品中，無鉛化（lead-free）所需克

服的困難較多，如材料、製程改變等。而過去常用於電子電機產品機殼

表面的六價鉻不能再使用，對電鍍業者衝擊最大。將傳統的有毒材料更

換為綠色材料，對供應商的環境技術是項重大考驗。

採用無鉛製程生產電子電機產品，廠商將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

產品可靠度。以印刷電路板而言，過去的電鍍材料是採錫鉛銲料，在採

取無鉛製程後，乃以鍍純錫取代鍍錫鉛，但卻易產生錫鬚的問題而造成

銲錫短路，此為無鉛製程可靠度遭遇的最大問題[林馨如，2006]。另一

問題是，使用無鉛製程製作的機板有時無法通過掉落測試。目前大部分

的電子同業公會均建議以錫銀銅（Tin-Silver-Copper）作為標準的無鉛銲

料，這些無鉛銲料的熔點比錫鉛銲料高了攝氏 34 度，無鉛銲錫將會承

受基板與元件間因熱膨脹係數不同而產生的應力，可能帶來零件漲裂或

銲點強度降低等相關品質問題。B 公司受訪者即表示，「有些要找替代

料，真的在台灣目前還是有困難，」銲料就是一個例子。使用錫銀銅的

無鉛銲料生產的製品，可靠度就不如錫鉛銲料；「因為我曾經知道說，

在無鉛製程，我自己認知的，他們把那個整條線拉出來做無鉛製程，那

19 請參考 Wikipedia 網站，網址為 http://en.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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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東西，去做耐落測試，一下去那個基板就掛了，原本黏著在機板

上的元件會從機板脫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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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覺得要看東西啦。東西不得已一定要輸歐盟，但是有些東西在台灣就是

找不到料。」因此，鉛的替代品與無鉛製程等方面還有待廠商持續努力

研究。

為符合環境法規，供應商多接到客戶不使有毒的六價鉻的要求，C

公司受訪者對這些要求體驗很深：「因為三價鉻這種東西喔，因為客戶

要求嘛！RoHS 條款規定，產品不能含有六價鉻。」不使用有毒的六價

鉻來生產產品，對供應商是一種挑戰，但為了訂單仍會決定採用，「多

一間客戶，能讓我們有多一個製作的機會，這也算是一種挑戰嘛！。」

供應商是否能配合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生產符合環境法規的產品，與

其清潔生產能力有關。供應商將傳統製程轉換為清潔製程時，將面臨許

多不同層次的困難，若無法克服這些困難，就無法承接客戶的訂單，最

終也將無法成為綠色供應鏈的一員。

供應商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危害物質的替代材料不容易取

得。就六價鉻而言，通常是以三價鉻取代六價鉻。除以三價鉻取代六價

鉻外，是否還有其他可替代的綠色材料，此又考驗著供應商的清潔生產

能力。美國的 Engelhard 公司就研發出一系列含有鈣、鍶、鋇的有機色

料，取代市場上以重金屬鉛、六價鉻及鎘為基礎的紅、橘及黃色色料，

降低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的風險[黃素清，2004]。替代材料的研發能力不

僅與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有關，也將因企業具備提供替代材料的能

力，因而提高企業獲利的機會。

但有了替代材料後，仍然有其他難題，但是「三價鉻不像六價鉻

那麼好控制，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負荷！。」因三價鉻在某些情況下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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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六價鉻，曾有廠商將使用三價鉻電鍍後的零組件送到 SGS 或 ITS

等第三方驗證單位檢驗通過後，再將產品送至國外客戶，卻屢次被檢驗

出超量的六價鉻。這是因為電鍍藥劑配方的問題，很多藥劑配方的專利

掌握在其他國家中。馬寧元、尤崑彬[2006]指出，目前各國最常使用的

替代方案為三價鉻製程，但此製程之藥劑配方與專利大多掌握在工業先

進國家中，價錢昂貴，導致國內很多業者遲疑而心存觀望，很可能坐失

進入歐盟市場的商機。因此要研發符合歐盟環境法規且不侵犯專利權的

配方，才得以進入歐盟市場。C 公司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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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經過多次試驗後終於解決問題了，

「對我來說，這個製程上面比較辛苦，我還要去摸索這方面，我做到現

在，也快半年了，對整個操作也比較清楚了。」當初中心廠捨棄其他廠

商而選擇 C 公司，是因為 C 公司擁有清潔生產的技術能力：「在製作這

個產品時，這產品還作成雙料的產品，這難度有比較高一些，還有點三

價的這類產品，當時要推出的時候，一定會先多問清楚看看，可能他們

內部有熟識某一家的廠商，可能也是一樣在 K 公司嘛！PDA 都是 K 公

司在做嘛。可能是認識這家，透過送來這邊做的。才來找我們吧。」C

公司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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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C 公司解決了許多清

潔生產的困難，但是仍有問題亟待解決，「基本上是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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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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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鉻。

由 C 公司的經驗來看，供應商的清潔生產能力可以其對中心廠的

配合度，不具備清潔生產能力的廠商僅能承接沒有環境法規限制的地區

的訂單。就長期發展而言，隨著環境意識的傳播與擴散，越來越多的國

家或地區將制訂更嚴格的環境法令，無法隨環境改變的廠商，其訂單也

將隨之減少，最後退出市場。

三、 專業輔導能力

歐盟於 2003 年通過 RoHS 指令與 WEEE 指令後，以 Sony 及 Dell

等為首的品牌大廠亦隨之自訂環境規範，要求其代工製造商的產品除符

合安規和可靠度外，還需符合其訂定的環境規範。一個以代工中心廠為

主的供應鏈體系，通常是由數百家，甚至多達數千家廠商所組成。為因

應品牌大廠的要求，中心廠亦要求供應商所提供的零組件須符合中心廠

對環境的要求，因而啟動了綠色供應鏈一系列的管理程序。綠色供應鏈

管理的重點，希望將產品的環保規格逐級地傳遞給各級供應商，直到所

有供應商理解中心廠所規定的環境需求為止，並對供應商進行包括稽

核、教育訓練等的輔導，最終希望由原物料到系統成品皆符合品牌大廠

和中心廠環境規範的規定，以降低綠色供應鏈的產品風險。若零組件在

組裝成產品並進入歐洲市場後，一旦被檢測出有害物質，將遭受鉅額罰

款，甚至產品被限制不得進入歐盟。為有效率地進行綠色供應鏈管理，

中心廠須採取一系列措施，輔導第一階供應商，以順利完成雙方應配合

的事項；相對地，第一階供應商也需輔導其上游的供應商，按時完成零

組件的生產。因此中心廠與第一階供應商的輔導能力分別影響第一階供

應商與第二階供應商的配合度，再影響整體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配合度。

本研究對上述看法整理如發現 4-4（供應商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上

一階供應商之配合度）及發現 4-5（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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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之配合度）

在環境法規之要求下，廠商向上游供應商的採購過程中，必須收

集供應商零組件的環境化設計規格、零組件檢驗報告、不使用危害物質

承諾書、供應商的綠色稽核文件等資訊。這些資訊在準備與傳遞的過程

常造成廠商的困擾，因此中心廠應積極地與供應商進行，或對供應商採

取輔導措施，以完成廠商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各項要求事項。中心廠或

供應商對其上游供應商的輔導表現在：綠色供應鏈作業輔導與協助、教

育訓練、與環境技術指導等方面。

（一）綠色供應鏈作業輔導與協助

綠色供應鏈作業輔導與協助主要協調及輔導採購商與供應商在環

境管理的作業事項，涵蓋：零組件檢驗、提供測試報告、填報規定表格

與供應商稽核等事項。這些作業中，廠商對零組件送第三方單位檢測作

業之反應較強烈，更需要中心廠的輔導和協助。

中心廠請第三方檢測機構建置綠色產品的資訊交換平台，將加速

廠商處理資訊的速度。B 公司受訪者對此過程做了詳細說明，過去供應

商將零組件送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後，該零組件的每一個物質成分都有

一份含有編碼的檢驗報告，這些成分都需以試算表軟體輸入物質成分表

中相應的欄位，然後再把此一成分表檔案透過電腦上傳給中心廠，B 公

司受訪者表示：「我只要針對一份 EXCEL BOM 表，去作每個材料的

report number 的建立就好，到時候要上傳的時候，就把那份 EXCEL BOM

表上傳去就好。」除此之外還需將各物質成分的檢驗報告上傳給中心

廠，作為其稽核之用，「比如產品有幾十個材料，雖然我不需要作 key-in

的動作，但是我要上傳幾十份的的檢驗報告，這些報告的資料都很大，

都是 PDF 檔，有些又沒辦法壓縮，又要傳很久。」不僅如此，當第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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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的零組件含有第二階或第三階供應商的元件時，物質成分表需登

錄報告編號外，也需上傳第二、三階供應商的檢驗報告，傳送檢驗報告

耗費大量時間，效率不彰。

當中心廠瞭解供應商在配合執行所遭遇的困難後，主動提出建立

資訊平台的構想。B 公司受訪者表示：

一開始沒有資訊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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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S 綠色產品資訊平台建置後，作業流程亦隨之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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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GS 網站20內容，SGS 已於 2005 年 7 月 1 日設立綠色

產品資訊平台，服務項目包括：線上即時查詢測試報告進度及下載其

PDF 電子檔、管理受測廠商歷年之測試報告、線上查核報告真偽、管理

供應商已上傳的測試報告、自行上傳測試報告予廠商之客戶、線上搜尋

已登錄之合格綠色供應商資料、及提供最新環保資訊與隨時掌握最新世

界脈動等。當廠商需要檢核其上游供應商的物料清單時，就可透過綠色

產品資訊平台，取得廠商的檢驗報告。

廠商將零組件送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仍然有其他困難，尤其是

20 SGS 網站網址為 http://www.tw.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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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貨量少或交易金額少的廠商。A 公司受訪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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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廠商的採購金額很少時，

要求供貨廠商負擔相對高額的檢驗費用，從供應商的經濟利益觀點，在

執行上較為困難。在此情況下，A 公司採取補助供應商檢驗費用的措施，

以讓供應商願意配合將產品送檢。

另一種中心廠協助供應商的情況，則當供應商的供應商（亦即第

二階供應商）的談判力大於供應商時，則中心廠會代供應商向其第二階

供應商進行溝通，以爭取第二階供應商對綠色供應鏈管理導入的配合。

AA 公司與 AB 公司都是大廠，有時在供應鏈中扮演第二階供應商的角

色，供應第一階供應商原物料。在此例中，第一階供應商是小廠，而且

從 AA 公司或 AB 公司進料量少、採購金額低，A 公司受訪者說：「有些

小廠向 AA、AB 進一百個料一點而已」，這些大廠不願意將產品送第三

方檢測機構檢測，不給第一階供應商檢驗報告，此時中心廠會主動協助

供應商，「有時我會幫他介入跟他原廠談，找他環境部的人跟他談……，

有的時候可以幫他協調成。」

中心廠對供應商進行稽核，是中心廠對供應商進行管理的範疇，

其目的主要在透過制度化和系統性的查核，驗證系統或活動是否符合中

心廠既定的要求。在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中，中心廠會定期或不定期地

稽核供應商，評估供應商的環境管理是否符合中心廠的管理規範，以降

低整個供應鏈體系的風險。稽核也是一種輔導供應商的措施，在稽核過

程中，中心廠會教導供應商如何進行環境管理，有時中心廠在稽核過程

中也能學習供應商的環境管理作法。A 公司受訪者表示，

當初他到我們廠來時，survey 時，做一些 audit 的時候，他是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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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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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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過程中，中心廠對供應商的稽核應屬於

強硬的措施，A 公司受訪者曾表示，有些中心廠的稽核令他們很有壓力，

A 公司擔心這些廠商會將稽核結果通報給日本的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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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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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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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公司針對供應商的環境管理，訂定三項稽核重點，包括：環境管

理系統、文件規範系統、與製程管制系統等。環境管理系統包含：環境

品質管理的建立、法規限制和客戶要求事項、環境計畫、與內部監察等；

文件規範系統則包含：規範標準建立、檢定品的提出、供應商管理、與

異常管理等；製程管理則包含：採購管理、進出貨檢查、與倉儲管理等

[經濟部技術處，2004]。

（二）教育訓練

綠色供應鏈管理牽涉的範圍極廣，包括：產品設計、物料搜尋與

採購、生產製造、與品質管制等，中心廠有必要針對環境規範、產品檢

驗、及綠色製程等相關議題，對供應商進行教育訓練。

中心廠對供應商的教育訓練，通常採取說明會或研討會的形式，

也有透過網站來實施。A 公司剛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曾召開說明會，

教導其供應商，「我們一開始在 run 這一塊的時候，我們是把這些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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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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廠

也會採取比較非正式的教育訓練形式，如親自到供應商處，教導其相關

部門的人員，C 公司受訪者表示：「如果有不懂的地方，請教他們，都

會有人來教。…只要是相關的單位，譬如說，我現在缺什麼資料，這個

單位的人就會來輔導我們。」

廠商的知識是否符合環境管理的需求，亦決定其對上游供應商的

輔導能力，當廠商的輔導訊息不符合環境規範的要求時，遵從其輔導的

供應商可能因而形成錯誤的管理程序，影響其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配

合度。D 公司受訪者曾表示：

譬如一開始，他們要我們提供這些 test report，我們就問他們說，可

能一開始就有材質的，我有塑膠材質，我有鐵的材質，然後我提供給每

個材料的測試報告。一開始他們說不要，他叫你作整份產品的檢測，結

果經過半年或一年，他現在不要這種整份的，他要那種每個材料分開檢

測的，我們的錢都白花了！都被 SGS 賺走了！

中心廠亦可透過網站，以數位內容的形式提供教育訓練。X 公司

建置網際網路社群網站，除讓供應商自行鍵入其零組件之物質組成成

分、上傳檢驗文件等必要證明文件等外；同時也對供應商實施教育訓

練，提升供應商研製綠色零組件的能力。此種方式主要以線上學習平

台，作為各項宣導與教育場所，提供綠色產品知識、綠色製造技術等相

關知識。

（三）環境技術的輔導

環境技術包括綠色材料的選擇與清潔生產技術，供應商會因為無

法找到符合環境要求的原物料而尋求中心廠的協助。C 公司受訪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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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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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找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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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供應商也會建議其供應商採用何種綠色材料，「我舉個我

們的協力廠為例，他是做一般家庭的潻，我會跟他建議該買哪些藥水來

試試。」

中心廠讓供應商瞭解其製程能力或製程需求，亦是中心廠對供應

商的輔導內容之一。例如中心廠在其製程中的某些條件必須讓供應商瞭

解；中心廠的製程中所使用的溫度如果超過供應商零組件所能承受的溫

度，則該零組件可能在中心廠加工時熔化了。D 公司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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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間是需要個磨合期。就

是說，我們要知道他要求的製程，我們才可以去提供符合他製程的物料。

中心廠或供應商對其上游供應商的輔導表現在綠色供應鏈作業輔

導和協助、教育訓練、與環境技術指導等三方面。中心廠對其供應商的

作業輔導包括：建置資訊平台、強化廠商資訊的管理能力、及促進資訊

交換品質；另一項則是透過稽核，要求供應商建立環境管理系統與運作

機制。教育訓練則是針對環境規範、產品檢驗、及綠色製程等相關議題，

以研習營、說明會等不同管道，傳遞資訊與交換意見。環境技術指導則

在提供替代材料資訊，並讓彼此瞭解對方的製程能力。中心廠對其供應

商的輔導會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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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溝通與聯絡人特質

於本研究情境下，溝通是雙方的聯絡人藉由各種管道，以傳達意

見、態度、知識、觀念、或情感等訊息的歷程。廠商推動綠色供應鏈管

理時，會透過多種不同的管道與供應商溝通，因而有溝通頻率、溝通策

略、和溝通內容等屬性。雙方聯絡人溝通時，所發生的諸多現象會影響

廠商的配合度。本節探討溝通與聯絡人特質對供應商配合度之影響。

一、 溝通管道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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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溝通管道分為傳統的溝通管道與電子溝通管道兩大類，

傳統溝通管道又以二分法分為直接與間接兩種形式，而電子的溝通管道

則由高連線程度到低連線程度的一個連續帶來說明電子溝通管道的連

線程度。針對溝通管道與供應商配合度，本研究有下列發現，

發現 5：溝通管道之運用將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

傳統的溝通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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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直接溝通管道，如中心廠舉辦的說明會，讓雙方相關的人員能直

接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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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

子溝通管道是經過縝密的分析與設計過程而建置的，若用來作為交換企

業資料之用，將比傳統的溝通管道更能提升供應商的配合度。

依據 C 公司在訪談時的陳述，他們傳遞物質成分測試報告給中心

廠時，是採用傳統的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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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溝通管道）」，C 公司並沒有上中心廠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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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輸入測試報告中物質成分的含量。表面上，將測試報告直接上傳的速

度快於花更多時間在中心廠網站輸入成分含量。但是當中心廠收到 C 公

司上傳的檔案後，還是需由中心廠人員將資料輸入其內部資料庫中，如

此中心廠人員將忙於輸入眾多供應商的資料，反而減緩了資料傳入中心

廠內部系統的速度（中心廠希望供應商的資料是由供應商透過網站輸入

到中心廠的資料庫，而不是只上傳物質成分報告而已）。通常中心廠與

供應商會使用電子溝通管道交換事先規劃或預定好的資訊（結構化資

訊），處理這些資訊的程序也經常是固定的，本研究針對電子的溝通管

道有下列發現，

發現 5-1：當供應商傳遞結構化資訊給中心廠時，若採取電子溝通管道，

將比傳統的溝通管道更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在傳統溝通管道的直接或間接屬性方面，A 公司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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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的傳統溝通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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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公司也說，「有！單一窗口的問題。如果窗口人員常變動，如：

離職或調到大陸，那常會讓我不知道要找誰接洽（會找其他人接洽，間

接的傳統溝通管道），很多事會被 delay 到（配合度變差）。另外，按照

我過去的經驗，我會希望有些事能面對面來談，因為在電話中，還是會

有落差；面對面來談，會比較清楚。」換言之，供應商比較喜歡採用直

接的溝通管道，此一管道將使得接收者更理解發送者的要求。

和傳統溝通管道不同的是，電子溝通管道以連線程度來區分。常

見的電子溝通管道有三種。中心廠與供應商透過試算表檔案交換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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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成分屬於連線程度較低的電子溝通管道。若供應商透過中心廠建

置的網站來交換資訊則屬於中等連線程度的電子溝通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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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中心廠與供應商會使用電子溝通管道交換事先規劃或預定好

的資訊，處理這些資訊的程序也經常是固定的，換言之，電子溝通管道

較適合處理結構化（structural）程度高的資訊。為了讓資訊的傳遞更為

迅速和正確，就必須盡量減少電子資訊處理程序中人力的涉入。連線程

度較低的電子溝通管道和連線程度較高的電子溝通管道相比，使用了更

多的人力輸入資料，使用了更多的人力處理資訊交換的過程，因而較常

發生人為的資訊錯誤，也延緩了資訊傳遞的速度。因此在電子溝通管道

連線程度與配合度之關係，有下列的發現（如圖 5.9），

發現 5-2：當供應商使用電子溝通管道與中心廠交換資訊時，若運用連

線程度較高的電子溝通管道，將更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圖5.9 電子溝通管道的連線程度與供應商配合度關係示意圖

在傳統的溝通管道方面，使用直接的溝通管道將比間接的溝通管

道更能促進供應商的配合度。使用直接的溝通管道讓中心廠與供應商的

相關人員對話，將減少雙方對於資訊發送或理解所可能發生的誤解，並

減少雙方解答疑惑、傳遞資訊所花費的時間。當中心廠與供應商使用傳

統的間接管道交換資訊時，資訊將透過多人才得以傳遞到相關人員中，

故常因為資訊接收者曲解資訊發送者原意，再將扭曲的資訊傳遞給下一

位資訊接收者的情況發生，待資訊傳遞到最後相關人員時，原本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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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已經摻雜了很多與事實不相關的雜訊，致使最後的接收者要花更多

時間，過濾出與事實攸關的資訊，因而降低了接收者的配合度。因此針

對傳統溝通管道與配合度，本研究有下列發現，

發現 5-3：中心廠與供應商使用傳統溝通管道交換資訊時，傳統的直接

溝通管道將較傳統的間接溝通管道更能提升供應商的配合度。

本研究在訪談中觀察到，溝通管道的運用會影響組織專業化程度

與供應商配合度之間的關係。組織專業化的發展讓組織產生一種協調機

制，能確保內部的生產流程得以順利地運作，「專業化」是組織活動可

以讓不同專業角色擔任的程度。當組織可招募到更多符合專長的人，各

司其職，則可妥善處理來自組織內外的事務，藉由這些各具專長的員

工，組織能獲得更多的知識、實務經驗、與技能[Moch & Morse, 1977]。

通常供應商與中心廠的對口單位，分別是供應商的營業/業務部門

與中心廠的採購部門。但在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除業務部門外，供

應商的品保部門、製造部門、及資訊部門仍各有其需負責事項。以 A 公

司為例，A 公司的營業部門接到中心廠的要求後，會將這些要求轉由公

司內相關部門處理，例如：品保部門在接到業務部門所轉來的中心廠要

求後，即進行零組件的檢驗作業，並簽署「不使用危害物質保證書」；

而業務部門則負責與供應商簽署賠償契約，契約內將明訂未來產品一旦

被檢驗出危害物質時，供應商所需承擔的賠償責任；A 公司的資訊部門

則負責資訊系統的建置與管理；而製造部門則透過資訊系統的網頁介

面，輸入資料，再將資料檔案上傳至中心廠的資訊系統中；A 公司的組

織專業化程度是高的。相對於 A 公司有多個單位負責綠色供應鏈管理之

執行工作，C 公司的專業化程度較低，C 公司的員工要擔負多項任務，

C 公司受訪者亦希望他們的組織能有更多部門，處理相關工作，「如果

事情都有專門的對口單位來負責，會比較好。」組織專業化程度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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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有專門的單位從事特定的工作，由於單位中有具專門知識的人員專

責處理，因此較能順利地完成組織交付的工作，有助於廠商的配合度。

雖然 A 公司的綠色供應鏈管理工作，由組織內多個單位負責處

理，但是 A 公司與中心廠的溝通多採用間接管道。A 公司與中心廠的對

口單位為業務部門，業務部門接受來自中心廠的資訊，必須經過層層關

卡才能交由對應的單位處理，「我們已經是到第三手了，我們還不是直

接的窗口（間接的溝通管道），我們所接受到一大堆調查的資料，是來

自於營業接受到的資訊再轉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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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談話可知，雖然 A 公

司各單位都能完成交付的任務，但是各單位完成任務後的輸出，卻無法

順利地傳遞給其他單位或中心廠，組織內各單位間或公司與中心廠的溝

通出現問題。

從訪談中瞭解，除 A 公司之外，C 公司也與中心廠在溝通與協調

部分，產生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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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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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溝通或協調的問題，大多源自資訊因經過多手傳播後，在資

訊的正確性、及時性、與對資訊的理解不同所產生的誤解。B 公司也有

類似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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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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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說明，本研究認為專業化程度高的組織，透過專業化的組

織分工，以專責單位執行特定工作，可促進該特定工作的執行效率與產

出品質，在本研究情境下，則能提高供應商對中心廠的配合度。但若供

應商與中心廠雙方的專責單位，無法進行直接溝通，還需透過層層傳遞

才能到達專責單位，則此情況下將降低供應商的配合度。因此本研究認

為（如圖 5.10），

圖5.10 供應商的專業化程度與供應商配合度關係示意圖

發現 5-4：供應商的專業化程度越高，雖有助於其對中心廠要求事項的

理解與回應，進而提升其配合度。但若供應商內部或與中心廠之間的溝

通，乃採取傳統的間接溝通管道，則將降低專業化程度對供應商配合度

之正面影響。

二、 聯絡人特質

聯絡人，是代表組織對外傳送資訊的人。於本研究情境下，中心

廠與供應商的聯絡人，是否具備同理心與專業能力，將影響供應商的配

合度。

發現 6：供應商與中心廠聯絡人的專業能力、同理心，會影響供應商的

配合度。

同理心是一種將心比心，站在對方所處的同樣時間、地點、或事

件，以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去體諒他人的概念。下列有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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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聯絡人的說明顯示，這些聯絡人是具同理心的。A 公司接到中心

廠要求其出席綠色供應鏈管理的說明會時，一定會派人參加，一方面除

配合中心廠的要求外，另一方面，因 A 公司本身也舉辦過類似的供應商

說明會，因此對中心廠的要求事項或作法，抱持理解的態度，願意配合

執行中心廠的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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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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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B 公司（此時 B 公司扮演中心廠的角色）的供應商大多是小

廠，來自 B 公司的訂單金額又不高，此情形下又要這些小型供應商負擔

高額的檢測費用，因此很多供應商不願意將產品送檢。此時 B 公司不會

以強硬態度要脅供應商，因為 B 公司的聯絡人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立場。

因為其實在這個行業待一陣子之後，其實有些老闆他比較會去聽，

他不希望他所收到的訊息就是一來就是一刀插進去那種感受（強硬的溝

通策略），其實我也會，我會去考慮別人的立場，我不希望客戶怎麼對

我的，當然供應商也不希望我怎麼去對他（同理心），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把客戶要求的部分降到最低，去做一個溝通，那沒關係，壓力可以我

來承擔，但是我希望你們配合的，我們來做一個溝通…

此時 B 公司會盡力與他們溝通，希望他們將產品送檢，甚至願意

補貼供應商的檢測費用。B 公司盡量不以「不檢測，就不給訂單」來威

脅其供應商，因 B 公司本身也不希望受到來自其客戶的訂單威脅。同理

心是能精確地察覺他人的想法和情緒，對照自己的經驗，並將自己感覺

的內容，以當事人理解的語言，設身處地的回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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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供應商聯絡人會因具同理心，而認同中心廠對導入綠色

供應鏈管理時所提出的諸多要求，因而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因此提出

以下發現：

發現 6-1：若供應商具備同理心，將認同中心廠所提出的要求，因而提

高供應商的配合度。

聯絡人的專業知識對雙方互動很重要。C 公司受訪者說，「K 公司

的博士（專業知識）一大堆，對產品會比較有 sense，所以跟 K 公司的

CRD 對談時（C 公司聯絡人員是發送者），他一下子就瞭解我要講的，

但同樣的東西跟 F 公司的 CRD 談，他可能還不太懂我所講的意思。」

B 公司也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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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不足）。」

發現 6-2：若中心廠的聯絡人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將使得其對供應商

的溝通內容更具深度、廣度、且更為攸關，進而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

發現 6-3：若供應商的聯絡人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將因理解中心廠的

要求與溝通內容，進而提高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溝通內容有深度、廣度、以及攸關性等三個屬性。其中的攸關性

與廠商配合度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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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發送者的專業能力）我們通常不理解的部分是，客戶要這些資料到底

做什麼？（資訊不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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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是不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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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6-4：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聯絡人因溝通頻繁而交換了很多資訊，但

若這些資訊與交換資訊的目的不攸關，反而使得供應商產生困惑，影響

供應商的配合度。

三、 相對權力

供應鏈的成員因需要對方的技術或資源，因而與對方建立並維持長

期關係。供應商與中心廠間的相互依賴，乃基於技術、交易頻率、與交

易金額等。A 公司受訪者認為，若供應商的產品具獨特性，不易從其他

廠商取得，則只好配合他們，

買方和賣方間的關係，這個東西不容易取得（產品稀有），我們只

好低聲下氣的（配合或採取柔性溝通策略）。那如果我有好幾個備胎放

著的時候（其他供給來源），你不行我就給你拿掉（強硬的溝通策略），

很現實。…硬一點軟一點應該看供需的問題（如何選擇溝通策略），我

有我的籌碼時可以對你硬（強硬的溝通策略），沒有籌碼時我對你硬也

硬不起來（柔性的溝通策略）。有些廠商拜託你單子不要下給我好不好！

（供應商請廠商不要下單）哪你怎麼辦？一天到晚發訂單給我，量又那

麼少（交易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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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司認為，溝通策略的採取將視其與供應商的相對權力關係而

定。當供應商的產品很稀有，A 公司訂購的量又不多，相對於此一供應

商所擁有的，A 公司是比較依賴此一供應商的。上述案例顯示，縱然 A

公司是擁有訂單權力的買方角色，但是因為供應商提供的產品很稀有，

A 公司還是得配合供應商。A 公司也認為選用何種溝通策略得視供需而

定（於此本研究認為是彼此依賴關係而定），若依賴其他公司，還是採

取柔性的溝通策略較佳，反之，就可以採取強硬的溝通策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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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跟他們買的可能金額少（交易金額少），買一點點（交易量少），

可能一個月買一次（交易頻率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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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的相對成本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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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柔性的

溝通策略）

A 公司向供應商採購零組件，交易頻率低、交易量低、交易金額又

少，此情況下採用替供應商付檢測費用的柔性溝通策略。C 公司也有類

似情況發生，

那在我們這些供應商感覺來講，因為我們不只有他那間客戶（有其

他客戶），有的客戶其實第一個成本，或是一些什麼部分，都比他們還

好（有其他客戶給的價格較高），那客戶都沒有對我做強制性的要求了

（客戶沒採用強硬的溝通策略），那你對我這樣子，我們公司對你的營

業額還達不到一定的程度（對營業額的貢獻度少），我會比較 care 這一

塊。

換言之，廠商之間的依賴，是一種相對的關係，而此依賴關係可以

從產品是否稀有（在此包括技術和能提供類似產品廠商的稀有性）、交

易頻率、交易量、或是交易金額來判斷。而交易雙方的依賴關係又衍生

出權力大小的相對權力概念，交換關係中的成員為某種有價值的結果而

依賴另一方時，則另一方就擁有權力。廠商運用何種溝通策略，所運用

策略的成效，則與廠商間的相對權力有關，進而影響配合度。A 公司受

訪者表示，

沒效啦！強者恆強（相對權力大的供應商），鼻子摸一摸，自己寫

一寫（中心廠的柔性溝通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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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配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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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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

權力大的供應商）。

換言之，雖然客戶擁有訂單的權力，但是考量供應商產品的稀有性

和供應商的交易頻率、交易量和交易金額，有些客戶會認為自己的相對

權力較低，因而採取柔性的策略以要求供應商配合。故本研究提出下列

發現，

發現 7：中心廠若能正確地認知其與供應商之間的相對權力，運用適當

的溝通策略，將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

若中心廠的聯絡人對與供應商之間的相對權力，有錯誤的認知，則

通常對供應商採取錯誤的溝通策略。從 B 公司的訪談內容中得知，中心

廠對相對權力的認知，會表現在中心廠對於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時，所

產生的問題之解決態度與解決方式；當中心廠認為其相對權力高於供應

商，則通常採取強硬的溝通策略，將問題歸咎於供應商，共同面對並解

決問題的意願不高。在此情況下，不僅無法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反將

破壞雙方的關係。此情況如同 B 公司受訪者所言：

那客戶都沒有對我做強制性的要求了（相對權力大的客戶都沒採用

強硬的溝通策略），那你對我這樣子，我們公司對你的營業額還達不到

一定的程度（供應商認為中心廠對供應商的營業額貢獻度少），我會比

較 care 這一塊。…其實像 H 公司就是這樣。他算是我們客戶中，跟我

們的業務量最低的吧！（交易金額最少）但，他們的要求就是很嚴格。…

大家一起來溝通看要怎麼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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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的溝通策略）…這是很 over（過份）的要求。

（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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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的客戶 H 公司，只向 B 公司買少量金額的零組件，對 B 公

司的營業額貢獻度極少，但是卻以強硬的溝通策略，與 B 公司進行溝

通。但 B 公司對這種交易金額少，且態度不好的客戶極為反感。明顯地，

H 公司的聯絡人對於其與 B 公司的相對權力有錯誤的認知，H 公司認為

本身握有訂單，認為其相對權力大於 B 公司。基於對於相對權力的錯誤

認知，H 公司聯絡人對 B 公司採取強硬的溝通策略，此舉將造成 B 公司

對 H 公司產生反感。

相對地，A 公司的聯絡人卻正確地認知其相對權力並不比供應商

大，故採取柔性的溝通策略。A 公司受訪者表示，

我們的老闆也會說你們會不會太溫柔了一點（老闆覺得溝通策略太

柔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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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的溝通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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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地認知相對權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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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A 公司的老闆認為，A 公司的聯絡人應對供應商採取強硬

的溝通策略，但 A 公司聯絡人本身基於對相對權力的清楚認知，在執行

層面上，反而採取柔性的溝通策略。基於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發現，

發現 7-1：相對權力小的中心廠，若對供應商採取柔性的溝通策略，可

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若對供應商採取強硬的溝通策略，不僅降低供應

商的配合度，還將傷害彼此關係。

四、 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後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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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與 D 公司的受訪者皆認為，綠色供應鏈管理實施後，中心廠

會把訂單從規模較小的供應商，轉移至規模較大的供應商。其最重要的

理由為降低風險。A 公司受訪者認為，雖供應商簽署不含有毒物質保證

書，但當供應商的零組件被檢驗出有毒物質時，所受的懲罰的代價都很

高21，規模小的供應商是無法負擔的，因此 A 公司希望將訂單轉給規模

大的供應商。A 公司受訪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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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供應商賠不起）。沒有發生誰都不知道。…

所以對廠商有分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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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訂單集中給大廠），價格也有議價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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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

D 公司受訪者認為，未來規模小的廠商會依附於規模較大的公司，

透過規模大的公司出面承接訂單。D 公司受訪者表示：

它會考量它們零件所使用的來源，是不是能夠去承擔這樣的一個風

險（風險），所以基本上它們也比較會去找較大且健全的公司去做（將

訂單集中給大廠），前提就是說賠得起。…在這種情形下小公司沒辦法

生存就會依附到大公司底下。

第二個理由是，規模小的供應商缺乏資源與能力來因應綠色供應鏈

21 2001 年 Sony 公司在荷蘭被檢驗出 PlayStation 遊戲機中部分零件之鎘含量，超出歐盟鎘禁用指令
(91/338/EEC)要求，造成 130 萬台 PlayStation 遊戲機產品，於全面更換零件前禁止銷售之重大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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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根據 A 公司與 B 公司受訪者表示，小型公司的資源與與能力之

匱乏呈現在資訊科技能力、人力素質、管理制度、及財力等方面，這些

資源與能力對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導入相當重要。A 公司受訪者表示，

我們 A 公司也會要求他們到 A 公司網頁去填些資料（資訊科技能

力），大家的格式不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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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素質），小廠說明後，不

會填就不會填。…可能對一些小廠，沒有建立制度（管理制度）的影響

比較大，從無到有的廠比較累。

B 公司受訪者則提及，規模小的供應商無法負擔零組件檢驗費用，

有時還需中心廠共同分擔，「如果供應商規模小，他沒有辦法自行吸收

的話，但又為了滿足客戶的環保要求，是不是讓我們公司與供應商雙方

一起來分攤這個費用。（分擔檢驗費用）」

第三個原因是，規模大的供應商都進行降低風險的專屬性資產投

資。例如 A 公司和 D 公司都投資購買零組件的檢驗設備，降低風險。A

公司受訪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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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受訪者也表示：「歐洲它們只

要出去一個證明，甚至說 D 公司有自己的實驗室。」另外規模大的公司

有更多的資源，建置與中心廠相連的資訊系統，因而促進供應商的配合

度。當中心廠的訂單都集中於大供應商後，中心廠僅與少數供應商溝

通，所耗費的成本也將低於過去。這些不僅使得供應商更依賴中心廠的

大訂單，中心廠也因為供應商降低風險（檢驗設備）或促進配合度（資

訊系統）的專屬投資而更依賴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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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8：綠色供應鏈管理實施後，將使得廠商把訂單從較小規模的供應

商，轉給規模較大的供應商，並因為中心廠與供應商形成命運共同體，

使得夥伴協同合作的關係更加緊密。

本研究將所有的研究發現整理為表 5.2，並透過這些研究發現的陳

述，發展出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模式，如圖 5.11 所示。本研究所得

的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模式分為四個階段：廠商決策階段、中心廠

針對綠色供應鏈管理對供應商提出應配合事項、綠色供應鏈管理導入階

段、以及供應商配合度的衡量階段。供應商在面對環境法規、客戶要求、

同儕競爭、及本身環境承諾等外部壓力之下，是否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

供應鏈管理，是基於其對於綠色供應鏈管理導入之成本效益、認知價

值、及認知風險之評估，因此，此部分的因素為影響供應商導入綠色供

應鏈管理之決策面因素。。

供應商一旦決定願意配合中心廠，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則需依照

中心廠對於導入作業的要求，包括：產品送檢、填寫不含有害物質保證

書、與中心廠進行綠色產品的資訊交換。而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的

階段，本研究則透過個案訪談與次級資料的蒐集，提出影響供應商配合

度的三類因素，包括：廠商的技術與能力、雙方的溝通、聯絡人員的特

質，並以研究發現的形式呈現各因素對供應商配合度之影響。

表5.2 本研究發現之整理

編號 發 現 內 容

1
外部壓力對供應商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之影響，將因供應商
之規模而有所差異。

1-1
國際品牌大廠之所以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源於積極性的
環境承諾與同儕壓力。

1-2 台灣供應商之所以配合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源於客戶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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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
供應商基於不同的外在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對其執
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是有影響的。

2-1
若供應商基於環境承諾與同儕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
理，則將主動積極地制訂與執行各項環境政策。

2-2
若供應商基於客戶壓力而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則將被動地
因應客戶的要求。

3
在既有的外部壓力之下，供應商是否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主要是基於對成本效益、認知風險、及認知價值等因素之考
量。

4
供應商本身的技術與能力（包括資訊管理能力、技術創新能
力、與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對於中心廠進行綠色供應鏈
管理的配合度。

4-1 供應商的資訊管理能力有助於促進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4-2
在執行綠色供應鏈管理時，資訊系統可作為一種控制措施，
協助供應商對含有害物質的零組件的生產與採購之管控。

4-3 供應商的技術創新能力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4-4 供應商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上一階供應商之配合度。

4-5 中心廠的專業輔導能力能提高其供應商之配合度。

5 溝通管道之運用將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

5-1
當供應商傳遞結構化資訊給中心廠時，若採取電子溝通管
道，將比傳統的溝通管道更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5-2
當供應商使用電子溝通管道與中心廠交換資訊時，若運用連
線程度較高的電子溝通管道，將更能提升其對中心廠的配合
度。

5-3
中心廠與供應商使用傳統溝通管道交換資訊時，傳統的直接
溝通管道將較傳統的間接溝通管道更能提升供應商的配合
度。

5-4

供應商的專業化程度越高，雖有助於其對中心廠要求事項的
理解與回應，進而提升其配合度。但若供應商內部或與中心
廠之間的溝通，採取傳統的間接溝通管道，則將降低專業化
程度對供應商配合度之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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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應商與中心廠聯絡人的專業能力、同理心，會影響供應商
的配合度。

6-1
若供應商具備同理心，將認同中心廠所提出的要求，因而提
高供應商的配合度。

6-2
若中心廠的聯絡人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將使得其對供應商
的溝通內容更具深度、廣度、且更為攸關，進而提高供應商
的配合度。

6-3
若供應商的聯絡人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將因理解中心廠的
要求與溝通內容，進而提高其對中心廠的配合度。

6-4
供應商與中心廠的聯絡人因溝通頻繁而交換了很多資訊，但
若這些資訊與交換資訊的目的不攸關，反而使得供應商產生
困惑，影響供應商的配合度。

7
中心廠若能正確地認知其與供應商之間的相對權力，運用適
當的溝通策略，將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

7-1
相對權力小的中心廠，若對供應商採取柔性的溝通策略，可
提高供應商的配合度；若對供應商採取強硬的溝通策略，不
僅降低供應商的配合度，還將傷害彼此關係。

8
綠色供應鏈管理實施後，將使得中心廠把訂單從較小規模的
供應商，轉給規模較大的供應商，並因中心廠與供應商形成
命運共同體，使得夥伴協同合作的關係更加緊密。



第伍章 研究發現

171

成本效益
認知風險
認知價值

企業內部思維

資訊管理能力
技術創新能力
專業輔導能力

廠商技術與能力

產品檢測
不使用危害物質保
證書
綠色產品資訊交換

供應商需配合事項

供應商決定導入綠色供應鏈管理

溝通策略
溝通內容
溝通頻率
溝通管道

溝通

同理心
專業能力

聯絡人特質

資訊及時性
資訊正確性
資訊完整性

供應商配合度

綠色供應鏈管理導入階段

配合度

積極性環境承諾
同儕壓力
法令壓力
客戶壓力

外部壓力

訂單轉給規模大
的廠商
雙方關係更緊密

導入後的影響

圖5.11 影響供應商配合度之因素模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