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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綠色指令及品質標準 

本研究為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型，而所謂的綠色品質本研究指

的是與產品的內容當中,關係到環保指令及其所限制的內容和標準有

關的部份,以下我們先將有關的環保指令做一介紹. 

 

2.1.1 京都議定書 

  為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京都制定的一項補充條款,條款

中規定此議定書在不少於 55 個參與國通過該條約並且溫室氣體排放

量達到附件 I 中規定國家在 1990 年總排放量的 55%後的第 90 天開始

生效，條款內共有條文有 27 條，及 A B 兩個附件其主要重點如下 :  

1. 採總量管制,工業國家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5.2%,與人為

排放量與自然成長趨勢比要減少 30%,可個別或跨國合作,以

2008~2012 年之五年平均為依據來計算。 

2. CO2、CH4、N2O 氣體減量以 1990 為基準年, HFCs、PFCs、SF5 

氣體減量可採 1990 或 1995 為基準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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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放量計算以基準年 1990 年為[淨排放量],即人為排放量

減去吸存量,而 1990 年後進行之造林、植林與伐木產生之排

放淨值可抵減人為排放量。 

4. 1998/03/16 到 1999/03/15 為議定書之公開簽署期間。附件

一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量須佔所有附件一國家 1990 年總排

放量 55%以上，且批准簽署參與國家達 55 國以上後 90 日議

定書始生效。 

5. 各國之減量目標與時程如下: 

表 1：京都議定書附件一國家減量時程表 

管制溫

室氣體 

基準

年 
目標年 

削減 

比率 
國家 

- 8% 

歐盟包括其 15 國 

瑞士、愛沙尼亞、斯洛伐克、立

陶宛、捷克、拉脫維亞、羅馬尼

亞、保加利亞與 Non Annex 1 國家

摩納哥、斯洛維尼亞、列茲敦斯

登 

- 7% 美國 

- 6% 日本，加拿大，匈牙利，波蘭 

- 5% 克羅埃西亞 (Non Annex 1) 

0% 紐西蘭，俄羅斯，烏克蘭 

+ 1% 挪威 

+ 8% 澳洲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1990 2008~2012

+ 10% 冰島 

               資料來源 : (中研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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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的兩個條件中，「55 個國家」在 2002 年 5 月 23 日當冰島通

過後首先達到，2004年 12月 18日俄羅斯通過了該條約後達到了「55%」

的條件，條約在 90 天後於 2005 年 2 月 16 日開始強制生效。(中研院

計算中心 GIS 小組,1997) 

 

2.1.2 危害性物質限用指令  

RoHS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 歐

盟於2006年7月1日起嚴格限制進口到歐盟的電子電機產品上有使用

到 鉛,鎘,汞,六價鉻,多溴聯苯,多溴聯苯醚等六項有害物質. 

 

表 2：歐盟 RoHS 限用物質及應用範圍 

限 用 物 質 應 用 範 圍 最高濃度 

鉛（Pb） 
焊料、電纜、電線、塑膠件、元件拋

光、顏料、塗料… 
1000ppm 

汞（Hg） 
開關、液晶顯示器、電池、電子組件、

繼電器與燈管… 
1000ppm 

鎘（Cd） 
電源線、電線與開關接觸點、塑膠件、

顏料、塗料… 
100ppm 

六價鉻（Cr+6） 外殼的表面處理 1000ppm 

多溴聯苯（PBB） 塑膠與印刷電路板之耐燃劑 1000ppm 

多溴二苯醚

（PBDE） 
塑膠、橡膠與印刷電路板之耐燃劑 1000ppm 

資料來源 : (中研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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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表 2的規範外，歐盟也增列了如表 3 的排除條款如下： 

  
表 3：歐盟 RoHS 排除條款 

1 小型螢光燈泡其重金屬汞含量不得超過 5mg/每支燈泡。 

2 直式(straight)螢光燈泡的含汞種類及重量，如下： 

-含鹵素磷酸鹽(halophosphate)量不得超過 10mg/每支燈泡。 

-普通壽命的燈泡型，其含三基磷酸鹽(triphosphate)量不得超過 5mg/每支燈泡。 

-延長壽命的燈泡型，其含三基磷酸鹽(triphosphate)量不得超過 8mg/每支燈泡。 

3 汞使用於特殊用途之直式螢光燈泡。 

4 不在本附件所列管之含重金屬汞的其他燈泡。 

5 鉛使用於陰極射線管(CRT) 玻璃、電子組件及螢光管。   

6 使用於鋼材中的鉛含量最高為 0.35%(重量)，鋁材中含鉛量最高為 0.4%(重量)，  銅

合金中含鉛量最高為 4%(重量)。 

7 - 鉛使用於高溶解溫度的悍料（鉛含量超過 85％之鉛基礎合金）。 

- 鉛使用於伺服器、儲存槽、儲存系統、網路基礎建設配備如開關、信號、傳播及電 

子通訊的網路管理。 

- 鉛使用於電子器材中陶製零件，如壓電器。 

8 電接點的鎘及其化合物、鍍鎘，但依據第 91/338/EC 號指令修正第 76/769/EEC 號指

令有關限制行銷及禁止使用某些危險物質及成分之規定禁止者，不在此限。 

9 吸收式冷藏櫃碳鋼冷切系統使用六價鉻防腐蝕劑。 

10 依據條款七(2)的程序，本議會仍應評估以下的事項是否適用： 

-十溴聯苯醚(Deca BDE)。 

-汞使用於特殊用途之直式螢光燈泡。 

-鉛使用(焊接)於網路基礎建設配備上，如開關、信號、傳播及電子通訊的網路管理 

以及燈泡 。 

必須優先處理上述事項，並儘快了解是否需要做出更動(修正)。 

11 鉛使用於連接器系統順應針。  

12 鉛作為傳熱性模件 c-ring 的塗料。  

13 鉛和鎘使用於光學玻璃和護目鏡。  

14 含兩種以上金屬的悍接劑-用於連接微處理器的 pins 和包裝，而該含鉛量超過 80％而

重量超過 85％  

15 IC 內的悍接劑用於連接半導體鑄模及載波器。 

16 管狀白熾燈硅酸鹽塗層燈管中的鉛。 

17 專業複印設備用的高強度放電燈中作為發光劑的鹵化鉛。 

18 當放電燈被用作含磷仿日曬燈(例如 BSP)、或二氮化合物列印、平版印刷、補蟲器，以

及含磷化學和含磷食物加工過程的專業燈時(例如 SMS)，放電燈中的螢光粉觸媒劑的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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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鉛量 1％以下)。 

19 經縮節能燈中作為汞的特定成分中PbBiSn-H及 PbInSn-Hg中的鉛及作為輔助汞合金中

PbSn-Hg 中的鉛。 

20 液晶顯示器中焊接前後平版螢光燈基質的玻璃中的氧化鉛。 

21 用於硼矽酸鹽玻璃瓷漆的印刷油墨所含的鉛及鎘。 

22 用於光纖通訊系統作為稀土鐵石榴石(RIG)法拉第旋轉器雜質所含的鉛。 

23 小螺距零組件面料(最後加工)所含的鉛。 

24 通孔盤狀及平面陣列陶瓷多層電容器焊料所含的鉛。 

25 等離子顯示器面板(PDP)及表面傳導式電子發射顯示器(SED)的結構元件用的氧化鉛。 

26 藍黑燈管(BLB)玻璃外罩所含的氧化鉛。 

27 在大功率揚聲器中作為轉換器焊料的鉛合金。 

28 用於防止腐蝕及預防WEEE指令第三類設備(資訊及電信設備)電磁干擾的未著色金屬片

及鈕扣的防腐塗層所含的六價鉻。(直到 2006 年 7 月 1 日之後才准予排除) 

29 歐盟指令 69/493/EEC 定義之水晶玻璃所含的鉛。 

資料來源 : (中研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1997) 

 

2.1.3 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令  

 WEEE（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歐盟於 2005 年 8 月起要求生產者須配合回收體系，2006

年底達成一定之回收率(50~75%)及回收量(每人每年 4公斤)，針對自

有品牌廠商進行規範。 

2.1.4 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  

EuP (Directive of Eco-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ergy-using 

Products) ,2007 年 10 月起以產品生命週期觀點，建立環境特性說明

書，並達一定節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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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業流程 

2.2.1 產品生命週期 –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的產品生命週期，通常會經歷 規劃，設計，試產，量

產，售後等五大階段，而產品在這五個階段中又會經歷到大大小小不

同的流程及工作對產品有著不同的作用而改變了產品的內容，面貌或

狀態，而這整個過程就是產品的生命週期一如人的生老病死一般，也

有很多的電子製造業將這五大階段細分為 A0 到 A6 等 7 個階段，並導

入 PLM 系統來管理整個流程，本段落我們會將針對五大階段做更細的

說明。 

1. 規劃階段 (A0,A1) : 一般我們會在這個階段中提出產品的

構想，規格及市場研究報告等，用以判斷是否開始此產品的

開發，若確定將開發此產品，此階段同時會完成此產品的專

案計劃包括 組織，工作，時程，規格。 

2.  設計階段 (A2) : 此階段會按照規劃階段所定訂的規格，

進行產品的實體設計並將完成線路圖，用料表並確認零件的

規格。 

3. 試產階段 (A3,A4) : 完成設計階段後，會用打樣單來進入

試產階段，此階段會進行各項設計驗證，安規，相容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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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等測試工作，實務上本階段會進行兩到三次試產，後面

的試產同時會修正前面試產的問題。 

4. 量產階段(A5) : 完成試產後，會進入 PP (Pilot Production)

程序，其結果會由 MP(Mass Production)量產會議判定是否

進入量產，被判定可進入量產之產品，生產線便可排程生產。 

5. 售後階段(A6) : 在經過量產出貨後，產品就會到達售後階

段，主要的工作為維修，最後會進入產品下市為產品生命週

期之終點。 

   

      

                 
圖  1：產品生命週期圖 

資料來源:精英電腦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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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RoHS 管控運作架構 

由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EC)發行之國際電子零件認證制度

(IEC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IECQ)，用來管理有害物質的管理系統。此系統建構在 ISO-9001：2000

基礎之上，同時考量各區域法規、指令及客戶之綠色產品相關要求，

以展現符合 RoHS 的能力，以降低 RoHS 因應之風險。RoHS 風險管控的

運作主要架構，如下圖 RoHS 管控運作架構。 

 
圖  2：RoHS 管控運作架構 

資料來源:科建顧問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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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風險管控模型 

2.3.1 風險管理相關定義 

1. 風險(Risk) : 一般多隱含有對未來危險的意義,而其在學理上

又分為兩類不同的解釋:  

 技術典範 (Technical Paradigm)–從經濟損失的單一層面來

解釋[風險] ，較著重不預期的實質損失，並從數理觀點來定

義[風險]是特定情況下實際損失與預估損失之差異。 

 社會科學典範(Social Science Paradigm)–從社會心理層

面，政治層面和生態層面等多元的層面解釋[風險]，而此社會

科學典範,又有兩種不同觀點的定義，心理學上為不確定性評

價之結果，社會和文化人類學為對不確定性的文化反應。 

2. 危險因子 : 指能增加或產生損失的頻率和幅度的因素。 

3. 危險事件 : 造成損失的直接或外在原因。 

4. 損失 : 指的是非故意且非預期的經濟價值減少。危險因子因為

發生了危害事故進而造成損失。(宋明哲,1999) 

5. 風險管理 : 指為了建構風險並回應風險，所採用的各種管理方

法與過程(Jones,D.K.C. and Hood,C.,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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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巴賽爾協定 (Basel II) 

由巴賽爾銀行監理委員會於1988年提出巴賽爾資本協定(Basel 

Capital Accord)，內容規定最低資本適足率為 8%，[最低資本適足率

=自有資本淨額/信用風險性資產額+市場風險應計提之資本 x 2.5] ，

並確定各銀行運作體系要維持在適足的資本水準，以防止銀行因各類

風險而倒閉的危機，並於 2004 年 6 月公佈定版的新巴賽爾協定，簡稱

Basel II，藉由三大支柱 : 

1. 最低資本適足率 

2. 監理審查 

3. 市場紀律 

來加強及穩定金融體系的安全，並全面提升銀行體系的風險管控能力，

這其中又以最低資本適足率最為考驗各銀行的風險管控能力，資本適足

的計提方法有:1.標準法(Standardised Approach)  2.基礎內建評等

法(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FIRB)3.進階內建

評等法(Advanced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AIRB)等 3 種，

我國預計 2007 年起實施標準法及 FIRB 法，2008 年起實施 AIRB 法。(經

濟部技術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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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信用風險係指企業或個人，發生無法如期償還其所發生之負債

而造成的損失，而若要評估信用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以採取一些適當

的管控，以保障公司的權益，首先我們就需要有一套評量風險的模型

來獲得風險發生的值或機率，用來加以評等，再讓管理者依照不同的

風險等級而採取不同的管控方法來降低或避免所造成之傷害。 

目前在信用風險上常用的評估模型可分為歷史模型與市場模型

兩類，歷史模型利用的是公司過去的財務及非財務歷史資料來估計風

險，市場模型則是用股價市值等市場資訊來估計信用風險 (經濟部技

術處,2005)，兩類模型的比較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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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信用風險模型比較表 

 市場模型(Market Model) 歷史模型(Actual Model) 

說明 利用股價或債卷價格及其波

動資訊，對公司未來的償債能

力加以估計。 

利用歷史資料來評估公司，並對公

司未來信用償債能力的變化情形加

以記錄，比如因違約，降等的機率

而產生的信用資訊。 

頻率 每日 每季(年) 

即時性 具即時監控反映 危機反映能力不足 

預測性 股價反映預測能力 需另建預測指標 

穩定性 對股價波動過於敏感性者不

適用 

評等變動較穩定 

準確性 高估或低估情況較為頻繁 以評等品質為準 

複雜度 修正調整難度高 修正調整較易 

代表模型 1.Merton 選擇權評價模型 

2.債卷價格法 

1.羅吉斯(Logistic) 迴歸模型 

2.機率(Probit) 迴歸模型 

3.區別分析模型 

4.類神經網路(Neural)模型 

5.危機比率(Hazard Ratio)模型 

資料來源 : 聯合徵信中心信用風險模型評估計畫,2003 

 

以下各列舉二種模型做說明 : 

 

一.債卷價格法 

利用各家被信用評等公司不同的殖利率曲線來反映被信用評等

公司的資金成本，一般的情況之下，政府公債的殖利率曲線是最彽的，

反映出政府公債無倒帳風險，再來會依信用評等的好壞向上遞增，最

差的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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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信用評等的公司間，其殖利率水準差異反映不同的到期

期限的違約貼水(default premium)，同時不同評等公司的違約貼水並

非線性關係，此方法的基本精神也就是利用公司債卷與政府公債間的

價格差異，將之視為違約貼水進而求得該公司的違約機率

(probability of default)來評量信用風險。(張大成,2003)。 

 

 

 
圖  3：殖利率曲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台灣金融財務季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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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別分析法之 Z-score 模型 

Altman 於 1968 年運用流動性，獲利能力，財務槓桿，償債能力，

以及週轉能力等五大類 22 個財務比率來發展模型，於 1946 年到 1965

年間選取 33 家公司按行業別，規模來分層隨機抽取配對，並利用多變

量區別分析(MDA)技術取得五種具共同預測能力的財務比率，再將這些

財務比率結合成綜合性指標，成為有名的 Z-Score 模型，其模型如下 : 

 

Z=1.2X
1
+1.4X

2
+3.3X

3
+0.6X

4
+1.0X

5
 

      X
1
= 營運資金/總資產 

      X
2
= 保留盈餘/總資產 

      X
3
= 息前稅前盈餘/總資產 

      X
4
= 權益市值/長期負債帳面價值 

      X
5
= 銷貨收入/總資產 

 

此模型利用 Z 值將借款人區分成高，低兩個違約風險等級，Z 值

愈高，違約風險等級愈低，Z 值低於 1.81 代表有財務危機，分數愈低

財務狀況愈差，Z值高於 2.99 為財務體質健全之公司，Z 值介於

1.81~2.99 之間為模糊地帶，且多為分類錯誤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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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信用風險控管機制-製造業 

一般製造業中信用部門會向如 S&P，Moody 's 等專業的信用評等

公司購買信用風險評量的資料或模型工具，也就是利用上述的各種方

法所建購的風險評量工具，來建立公司自己的授信企業信用評等表如

下表 4 ，公司會利用此表來推算出每個下單客戶的信用風險分數及等

級後，然後依據評等給予客戶一個固定的信用額度(Credit line)，然

後依據該客戶的帳款往來資料，套入如下列公式得出接單或出貨這兩

個管控點的有效額度: 

 

1. 接單點,有效額度=固定額度+預收款-應收帳款-客戶已接單金額 

2. 出貨點,有效額度=固定額度+預收款-應收帳款-客戶已包裝金額 

 

然後在資訊系統上設定接單及出貨這二個流程管控點來作判斷，若該筆

接單金額或出貨金額大於有效額度，則系統會將該筆訂單或該筆出貨凍

結，直到補足額度或人為解除為止，這是一般製造業慣用的信用控管機

制，此一機制也有效規避了企業的被倒帳的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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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授信企業評等表 

評分標準 項目 項目 

10 分 7 分 5 分 3 分 1 分 0 分 

比率 評分

流動比率 180%以上 150%以上 120%以上 90%以上 60%以上 低於 60%   償債能力

20% 速動比率 100%以上 80%以上 65%以上 50%以上 35%以上 低於 35%   

10 分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財務結構

10% 

負債比率 

(淨值零者零分) 低於 50% 低於 65% 低於 75% 低於 85% 85%以上   

營業毛利率 

(負值者零分) 

12%以上 8%以上 4%以上 2%以上 低於 2%   獲利能力

20% 

稅前純益率 

(虧損者零分) 

8%以上 5%以上 3%以上 1%以上 低於 1%   

製造業 60 天以下 90 天以下 120 天以下 180 天以下 高於 180 天   存貨週

轉天數 其他 20 天以下 30 天以下 40 天以下 60 天以下 高於 60 天   

經營效能

20% 

應收帳款週轉天數 30 天以下 45 天以下 60 天以下 90 天以下 高於 90 天   

財 

 

務 

 

狀 

 

況 

 

70 

% 

財務狀況合計  

 AP 付現天數 71 天,資本額/淨值>1000 萬:12, >1400 萬:14, >1600 萬:16, >1800 萬:18, >2000 萬:20 

 

10 分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20% 

淨值 

Euro 20M*1.29 高於 

US1000 萬 

高於 

US500 萬 

高於 

US250 萬 

高於 

US100 萬 

低於 

US100 萬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5% 

設立時間 

1991/4  20 年以上 15 年以上 10 年以上 3 年以上 3 年以下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5% 

月營業額 

Euro 14.5m/2*1.29 高於 

US1000 萬 

高於 

US500 萬 

高於 

US250 萬 

高於 

US100 萬 

低於 

US100 萬 

  

經 

 

營 

 

管 

 

理 

 

30 

% 經營狀況合計 

 

 

評分及評等   

評等 授信額度 擔保品 評等 授信額度 擔保品 評等 授信額度 

A(>80 分) US500 萬以上 免 B(>70 分) US 250 萬 免 E(<50 分) 現金交易 

C(>60 分) US100 萬  成數擔保 D(>50 分) US 50 萬 100％擔保 

                  資料來源:本研究訪談收集,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