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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深入探討，本研究主題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型的整個

研究進行過程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詳細的探討內容如後。 

3.1  研究步驟      

圖  4：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背景及文獻探討 

訂定研究架構 

作業流程探討 綠色品質探討 風控模型探討 

風險因子分析 

監控機制設計 

資料收集與分析 

定義研究方向 

風險計算模型建立 

風險管控模型建立 

結論 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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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研究方向] :  

從本身所接觸到的各種領域及應用中選擇出幾個較有性趣的研

究領域，再從了解這些領域的研究現況及現有研究需求的過程中，來

觸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並進一步訂定出本研究的主題。 

2. [背景及文獻探討] : 

在確定本研究的主題後，開始收集並研讀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

各種文獻期刊與相關的研究報告，以了解本研究主題的相關研究背景

與相關研究的現況，以明確的訂定出本研究的範圍與目的。 

3. [訂定研究架構] : 

此階段會依據本研究所訂定出來的研究範圍與目的，在經過研

讀及探討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之後，將初步提出本研究主題[綠色品

質風險管控模型]的研究架構，並就此研究架構下所需深入討論的部

份，訂定出所需研究的內容及項目。 

4. [綠色品質探討] : 

本階段會收集並研究與本研究主題-[綠色品質風險]所相關的

各種環保指令的內容及規範與實施辦法，同時了解電子電機產品在生

產作業上針對這些綠色環保指令，現有可以應對的各種品質方法的相

關資料，以及業界現有的綠色認證標準的相關資料，用來作為後續發

展風險評等及品質監控機制時的依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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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業流程探討] : 

本階段會收集與研究在本研究範圍內的各種電子電機產品的設

計，研發，生產，銷售之相關作業流程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同時也了

解各種電子電機產品的成品料表結構，與其產生的過程的相關資料，

以為後續在分析產品的綠色險因子時的參考資料。 

6. [風控模型探討] : 

本階段會收集與研究現有各類被應用的風險控管模型，風險評

等的計算方法以及各種合適發展模型的迴歸方法，比如信用風險控管

模型與羅吉斯迴歸等相關的資料，以為後續本研究在建構綠色品質風

險管控模型時的參考資料。 

7. [風險因子分析] : 

本階段會以個案訪談與作業分析的方式進行，本研究會先從訪

談個案的公司中，去收集有關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的作業流程及

其所有之 RoHS 規範及品質標準，再以逐層分析的方式由上而下來幫此

個案做作業分析，最後找到會有能造成違反 RoHS 指令的關鍵作業流程

以及風險因子，之後再從個案中挑選專家進行訪談並以層級分析程序

法 AHP 來了解這些風險因子的一致性以及其彼此間的相對權重，以提

供個案做為後續建立監控機制時其重要性的參考， 並成為本研究在發

展風險計算模型時的獨立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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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監控機制設計] : 

本階段將會針對在步驟 7 中，經由個案訪談及作業分析所分析

出來的各種風險因子來設計可以有效防堵的監控機制在其關鍵作業流

程的資訊系統上，利用資訊來反應現場狀況，使得在風險因子發生時

可做即時的處理，以此來降低產品的 RoHS 風險並透過此一架構在資訊

系統上的監控機制所收集來的現場資料，使用統計上的迴歸分析，來

發展產品的綠色風險計算模型，用以求得產品的綠色風險機率，並在

風險管控模型建立後，成為其內風險計算模型的資料源。 

9. [資料收集與分析] :  

本階段會利用參考步驟 7所分析出的風險因子及步驟 8的設計

出來的監控機制所可以從現場取得的資料，先定義為了要發展風險計

算模型所需要收集的風險因子的資料規格，並依此規格在訪談個案的

現場各個關鍵作業點上，來收集一段時間中由步驟 7所分析出來的各

個風險因子在現場的發生情況及相關數值，之後並作資料分析與整

理，以提供作為發展風險計算模型的統計資料。 

10. [風險計算模型建立] : 

本研究將使用適合用來預測二元機率的羅吉斯迴歸模型來建立

風險計算模型，本研究會將步驟 9所採樣到的資料分為發展組與驗證

兩組來建構風險計算模型，並按每次的迴歸結果來決定是否要修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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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8的監控機制來收集資料並且重覆步驟9的資料採樣動作及步驟10

的迴歸統計，如此一次一次的來修正風險計算模型到可接受的範圍。 

11. [風險管控模型建立]: 

在完成步驟 10 並建立好風險計算模型之後，本研究將利用本次

建立風險計算模型的樣本及結果，並參考電子製造業的產業特性，最

後做出風險評等的標準及建議並結合風險因子的監控機制，以及其風

險管控的作業流程以結合成為一套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型。 

12. [結論與建議] : 

在完成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型的建立之後，本研究會將結果與

原先的研究目的來做比對，並加以整理之後成為本研究的結論，並且

在本章節中，本研究會將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限制，及過程中感到

還可再深入之處一起整理並提出建議，希望對未來繼續此研究領域的

研究者有所幫助。 



  
  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型之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

 

3.2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過了一些背景分析以及相關的文獻探討之後，發現過

去在有關風險管控模型的應用及研究部份，都較集中在金融業裏有關

個人信用等各類風險管控模型的部份，而有關製造業的部份,則多數較

偏向在品質管理方面，較少談論到有關品質風險管控的部份，其講究

的是如何使產品的品質提升，用以減少因品質不良而帶來的實質經濟

損失，但較少有去預測產品因品質所帶來的實質風險，因此本研究在

參考了一些金融信用風險管理以及工程風險管理的研究論文後，將吸

取其經驗，以成為本研究在進行研究架構確立時的參考。 

本研究之目的在建構一套品質風險管控模型用以降低綠色風

險，提高綠色品質，而在參考完相關文獻之後本研究定下三個主要的

研究方向如下: 

1. 電子產品研發生產銷售作業流程 

2. 風險評量 

3. 綠色品質標準資料 

本研究將以這三個主要的研究方向開始來深入探討其主體內容

及其所需要的輸入資料，及所產生的輸出資料，以及其彼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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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將參考其他現有被應用的風險管控模型並深入探討

其他模型可適用在本研究的部份，總結上述四個需深入探討的部份，

我們歸納出如共圖 5 的研究架構，我們將在此研究架構下按本研究提

出的研究步驟，逐步來推導出我們的研究結果。 

 

 

圖  5：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綠色品質風險管控模式 

作業流程 風險評量 綠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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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製程 

.關鍵流程 

.風險因子 

 

.風險分數 

.風險評等 

.迴歸統計方法 

.RoHS 規定 

.品質定義 

.認證方法 

.異同點 

.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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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個案訪談 

本研究主要會採用演繹法中的模型推導法來進行研究，從提出

的研究架構中來看，有關產品研發生產銷售作業流程的這一部份，除

了現有的相關文獻以外，我們仍需一些產業的經驗以及已知的事實來

幫忙歸納分析出風險因子，所以我們在研究步驟中的-[分析風險因子]

的步驟上，採行了個案訪談的方法來輔助研究，就如(梁定澎，1997)

所指出，演繹法同樣需要有充足的已知事實前題與理論的道理一樣。 

在個案選擇上，本研究會依據研究的目的及範圍，來選取電子

製造業中在執行 RoHS 環保指令上有實例之廠商，同時由於此模型的推

導，必需建立在有完整及標準化的流程及強大的資訊處理能力上，所

以本研究在選取個案廠商的標準上，還需有已導入且有實際運作

ERP，PLM 及 SFIS 等三種資訊系統的廠商。 

本研究預定選擇一家廠商做深入的訪談，並按上述之標準，選

擇了一家年營業額超過 1000 億之大型電子製造業內之主機板事業

部，其年主機板產量達 2500 萬片是全球第三大供應商，其生產基地已

於 2006 年 6 月因應 RoHS 而完成無毒化工廠的目標，並於 ERP 料號主

檔上建立了完整的綠色零件管理資料以及在原物料的管理上有著良好

的管控機制，並且也已經導入了 PLM 及 SFIS 資訊系統在研發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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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足以提供本研究所需之相關資料。 

本研究預計從個案廠商方面，取得如下資料 : 

1. 作業流程資料 

2. 產品用料表 

3. 製程佈置 

4. 耗材，治具之規格資料 

5. 品質管制標準 

6. 現行 RoHS 管控辦法 

7. 公司財務及保險資料 

在取得上述資料再經過歸納分析之後，我們會開始針對資料無

法表現但對本研究有關之問題對各關鍵使用者展開深度訪談，此階段

之目標為找出關鍵流程及風險因子。 

在找出關鍵流程及風險因子後，本研究將參考其他研究論文及

金融業上風險評量系統的經驗，嘗試從現有幾個較常被使用來建構風

險計算模型的方法中，考慮其特性及適用範圍，找到一個較適用來建

立 RoHS 風險計算模型的迴歸方法，並從訪談個案中來取得採樣資料，

用此來建立本研究所需要用到的風險計算模型模型，進而建立出 RoHS

的風險評等及評分表，依此使得產品在研發生產的過程中就可以應用

此評分表來得到風險分數，來預測其違反 RoHS 的發生率並以風險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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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來判斷其 RoHS 風險等級進而採取矯正措施。 

而在完成風險計算模型，品評等及評分表後，本研究將再加入

從個案訪談中取得的作業流程資料，以及綠色品質標準，來逐步推導

出一個完整的綠色風險品質管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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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HP 層級分析程序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 1971 年

時由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Saaty 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決策方法，他利用

將複雜且非結構化的問題切割成有層次的成份或變數，然後用主觀給

予這些成份或變數一個數值用以判斷其相關重要性，最後綜合這些判

斷來決定哪一個成份或變數有最高優先權，且每一個成份或變數都會

被給一值，用此來幫助思考以做出決策，是一個可以對複雜問題做出

有效決策並又簡化的決策程序。(王信勝，2001) 

AHP 層級分析法在應用方面，依 Saaty 之研究，可用於解決下

列十二種類型之問題：  

1. 評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ies）  

2. 替選方案的產生（Generating Set of Alternatives）  

3. 評選最佳方案（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s）  

4. 決定需求條件（Determining Requirements）  

5. 分配資源（Allocating Resources）  

6. 結果預測－風險評估（Predicting Outcomes－Risk Assessment）  

7. 績效衡量（Measur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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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統設計（Designing a System）  

9. 確保系統穩定（Ensuring System Stability）  

10. 最適化（Optimizing）  

11. 規劃（Planning）  

12. 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一般而言，再執行 AHP 時會按如下的三個執行步驟 : 

1. 定義問題及建立各項因素的階層架構 

2. 由專家填寫問卷以主觀角度來決定各因素的相對權重，用以建立

「成對比較矩陣」 

3. 將問卷的結果計算出最佳解，以進行方案評估與建議 

AHP 法在建立時，要從最高層級依次定義出每一層級和其層級中

的因素，而每一個層級的劃分大致可分為依結構性或功能性來分的層

級，以購買一部好手機為例，結構性指的是依其結構性的特點如大小，

顏色等來區分其要素，而功能性則是依其功能特點如舒適度，靜音方

式等來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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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HP 層級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AHP 法是採用明目尺度為評估標準，所以在問卷設計時，可依

Saaty 的建議分為 9 個尺度，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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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AHP 尺度表 

 

 

本研究將利用 AHP 層級分析法來了解，分析出來的各風險因子

在專家心目中的重要性，及風險因子的一致性，以成為在管控現場建

置監控機制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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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羅吉斯迴歸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羅吉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應用是利用一

個事件的勝算比(Odds)與成功機率(Probability)之間的關係(式

3-1)，及由此事件 

)|(1
)|()|(
XSP

XSPXSOdds
−

=              (式 3-1) 

所統計出的資料所組成的二維列聯表所推導出的線性迴歸模型

(式 3-2)之間的相等關係(式 3-3) 

 

        XXSodds 10)]|(ln[ ββ +=                (式 3-2) 

X
XSP

XSP
10)|(1

)|(ln ββ +=
− +                 (式 3-3) 

來推導出一個反應變數 Y的機率與其獨立變數 X 之間的關係函

數，進而利用此一關係函數來進行一些反應變數為二元型態的事件(0 

/失敗，1/成功)其結果預測上的應用，而此種將機率 P(S|X)與獨立變

數 X 連接在一起的關係式就稱為羅吉斯函數 (Logistic Function)，

而又稱 P(S|X)的邏輯函數(Logit Function)為(式 3-4)，此函數在羅

吉斯迴歸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中作為連接函數 (Link 

Function)之型式，而(式 3-4)也可轉換為(式 3-5)的表達型式，而若

預到有 k個獨立變數時，也可以表達如(式 3-6) 或 (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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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n)]|([10 X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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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β             (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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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吉斯迴歸模型，通常運用在處理反應變數為二元型態的類別

變數，此種類別性的資料是屬於離散型的資料，所以需將此離散型資

料轉為介於 O 與 1的連續型資料，才可以對其進行迴歸分析，而做為

連接函數型式的邏輯函數，就是做此轉換的函數，如圖 7 所示 

(黃燈源,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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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邏輯函數  

資料來源:(黃燈源,1998)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構一套綠色風險管控模型，藉由收集產品

在設計生產期間在各個關鍵作業程序上所產生與違反 RoHS 指令有關

的資料，以來求得產品未來可能違反 RoHS 指令的機率，進而做出行

動，以達到管控產品的綠色品質不去違反 RoHS 指令而降低風險的目

的，而在建構此一綠色風險管控模型之前，我們會需要建構一個風險

計算模型，以用來做風險評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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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此風險計算模型的反應變數將會是違反RoHS的機率為二

元結果的類別變數，而預測變數會是產品在設計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關

鍵作業流程中的風險應因子，為多個變數，此一型式與羅吉斯迴歸模

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特性相同，所以本研究將採用羅吉

斯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來建構風險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