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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個案介紹 

第一節個案一：加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背景介紹 

（一） 歷史沿革 

加保於 1980 年，由現任董事長黃錢明先生創立。其總部也是一開始的發跡

點設於台灣彰化縣花壇鄉，加保集團專注於保麗龍包裝產品之領域發展，其產品

跟隨著台商的足跡遍佈東南亞。加保從創立以來，一直保持台灣保麗龍業界領先

的地位，海外市場泰國及越南也居於龍頭，在中國大陸也是許多台商指名的合作

廠商。 

（二） 集團重要指標 

產業別：保麗龍包裝市場 

員工人數：888 人 

工廠：台灣加保保麗龍股份有限公司、泰國全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明

嘉塑料發泡包裝有限公司、廣東佳保工業(惠陽)有限公司、越南加保(越南)

股份有限公司共 5廠 

2006 年營業額：13 億 2 千萬新台幣 

2006 年稅前盈餘：5千 3百萬新台幣 

（三） 公司組織架構及運作 

加保各地子公司負責人皆為黃錢明董事長，除了台灣總公司外其他各地子公

司各有一負責營運的總經理。黃董以台灣加保名義投資各地子公司，各子公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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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認購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廠長、業務經理及副總各認購百分之五的股份，因

此台灣加保掌握各地約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股份。黃董透過每個月親自到各廠巡

視，擬定營運方針、檢討及改善生產效率，各地總經理負責執行總部所擬訂的計

畫。 

（四） 產品及市場 

目前市面上看到的保麗龍產品皆是由發泡級聚苯乙烯 EPS 經過加工而來

的，發泡級聚苯乙烯加工通常分為三個階段：(1)預發泡階段：發泡級聚苯乙烯

是一種熱可塑性粒子，經蒸氣加熱後粒子軟化，同時發泡劑會揮發出來，加熱後

使得每一個粒子膨脹為許多中空且互不相連結的封閉細胞在粒子內部，一般而

言，粒子可預發泡至原來體積 40 到 80 倍，再經過加熱軟化過程，使預發泡粒子

再膨脹而結合在一起。(2)中間置存階段：將預發泡粒子放置乾燥處一天，讓空

氣擴散到發泡粒子內部，使預發泡粒子中水份的乾燥，並且讓過剩的發泡劑在成

型前讓其擴散出來。(3)成型階段：依客戶的需求，將休眠一天乾燥的預發泡粒

子加入大板機或是模具成型機製作為成型品，成品出來需要經過一定時數的乾燥

再行加工或是包裝入庫。客戶如果有指定產品形狀，則依成本考量製作成型模

具；也有中盤商只要大板塊狀的產品，只要將製造出的大板塊賣出即可；又或者

客戶要求的產品需要經過手動切割或製造模具不敷成本，則是將大板機製作好的

大板塊，經過裁剪廠的人工及機器切割製成成品。 

加保目前各地工廠運作模式為，由黃董向 EPS 原料商進原料，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 EPS 原料廠是台灣的見龍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料的進貨後，從一開始

的發泡階段到最後製成成型品都由加保一手包辦，沒有委外。再視各地市場及客

戶調整業務，目前客戶主要為台商家具業、3C 產品、聖誕燈泡業者、漁業，因

此產品應用範圍包括：家具保護腳架、電腦螢幕保護腳架、燈泡包裝容器、魚貨

容器等。 

保麗龍產品品質的好壞及成本控管是影響業務的兩大因素。影響保麗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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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潤最主要的因素是油價，原料、燃料、包裝的塑膠袋還有運輸的油料成本，保

麗龍大概有 70 到 80%成本都是在跟隨著油價的起伏而波動。而加保靠著長久以

來的經驗，利用特殊的廠房設計節省生產成本。另，生產過程中每個細節都會影

響產品品質，EPS 與發泡劑調配比例、成品半成品烘乾技術、蒸汽調配…等，這

些都需要經驗與專業的累積。加保憑著多年業務與生產經驗，總是提供給客戶品

質穩定及極具成本優勢的產品，也因此建立起在業界的名聲，穩居台灣保麗龍成

型品市場的龍頭。20 年前台灣的保麗龍大概一個月 4,500 噸，曾經有過供不應

求的情況。但是在五年前隨著產業的外移，萎縮到每個月需求量 3,000 噸左右。

隨著需求量減少以及石油危機，台灣保麗龍工廠從原本 120 家遞減為 40 家，但

加保始終保持業界領先地位。目前台灣每年的產值大約是 30 到 40 億台幣，加保

到去年為止還是保持年營業額在 3億以上。 

（五） 東南亞佈局 

根據黃董表示，加保的客戶絕大部分為台商，隨著這些客戶外移台灣至大陸

及東南亞，為了維持營運，加保也必須隨著客戶一起外移，而加保在業界創造的

口碑也讓許多台商指名要求加保隨著產業一起到東南亞設廠。經過董事會評估過

當地市場、客戶需求、政府法令等主要投資因素可行後，便會開始進行設廠生產。

1989 年，加保至泰國曼谷興建第一個外國廠；1992 年在大陸上海設廠；1995 年

在大陸廣東設廠；2003 年在越南平陽省設廠。在台灣以外的營業額約佔總營業

額百分之八十強。目前已於廣東興建具備氣電共生設備的二廠，估計 07 年底開

始投入生產， 

二、 越南營運狀況 

據了解加保至越南設廠的背景，是由當初在台灣原本為加保客戶之一的曾總

經理向黃董提出計畫書發起。曾總在台灣角色為中盤商，向加保進保麗龍大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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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行加工轉賣給下游公司，而其下游客戶幾乎為家具業，而這些客戶也多半移

到大陸或越南設廠，因此向加保提出在越南合作的計畫。加上加保本身客戶也有

很多到越南設廠，越南當地保麗龍包裝需求量大增且沒有技術層面高的保麗龍廠

進駐，也因此加保於 2003 年 7 月在越南胡志明市郊開始生產，成為保麗龍包裝

廠的先鋒。目前加保在越南南部平陽省的廠房一年營業額約為 4億新台幣，且已

經在同是南越的同奈省積極興建二廠，北越的市場目前也由董事長及總經理親自

前往考察多次，預計未來也將在北越新建廠房。 

根據受訪者經原料進口商得知，南越平均一個月食品與非食品類的保麗龍需

求量有 3,000 噸，而專注於非食品類包裝的加保平均一個月產量為 550 噸，為目

前南越市場領先者。加保在越南的客戶 80%為家具業，其他客戶則是木器業與魚

產業，屬於百分之百內銷。因為在越南沒有透過盤商，直接供應各家廠商包裝材，

因此生產業務百分之八十為將大板塊生產出來後，經過人工加工裁剪成各種客戶

需要的尺寸（簡稱裁剪業務），百分之二十為利用成型模具製造出成型品。也因

此加保越南廠需要大量的人力在做人工裁剪與操作機器裁剪保麗龍板塊。而工廠

設備方面除了成型模具為新品，其他大型設備如大板機、鍋爐則因為當初越南法

令允許百分之九十新的二手機器進入與投資考量則採取台灣的二手機台，不過這

些機台由於都是高價義大利進口，品質相當良好，現在由於生產規模擴大迅速又

新增許多新機台。 

越南組織架構為黃錢明先生擔任董事長，曾總經理負責當地營運，營運分為

管理、生產、業務與財務四個部門。目前高階幹部皆為台籍人士，張副總負責管

理部門，黃經理負責擔任廠長，陳副總與張經理負責業務部門，何經理為財務部

門主管。而中階幹部目前清一色為大陸籍，皆為張副總至大陸物色的人選，其中

只有兩名高中學歷的陸籍幹部在鍋爐與模具有十年的工作經驗，其他不論是生

產、業務、管理、財務的陸籍人士都是大學畢業直接進加保擔任中階幹部，並無

工作經驗。而現場作業員除了新進陸籍人士受 3個月到 9個月的現場訓練外，全

部為越南籍人士，而錄用的越籍人士則多半為國、高中畢業，鮮少大學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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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越南目前有 333 名員工。 

三、 個案訪談內容整理 

（一） 母子公司間控管方式 

據受訪者表示，由於各地子公司都是由台灣加保在掌控股份，因此領導方針

與營運目標都是由黃董事長掌握，各地總經理雖然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但是實際

上屬於執行面的管理，重大決策還是需要回報董事長。黃董每個月會到各地工廠

巡視營運狀況，根據長久的產業與工廠經驗替現場運作做修正，透過各廠每個月

的損益、生產資料單位互相比較，以領先廠的關鍵指標做為其他廠的目標。但是

受訪者表示，技術出身的黃董與各地總經理、廠長都會將有關生產方面的技術、

流程等偏向技術面的排在改善目標第一位，至於管理制度的制訂與落實則流於表

面上的表格形式，而未完全發揮管理制度之功效。據黃董表示，現今各地方的管

理制度都是沿用過去在台灣的制度與經驗，然後再依各地做調整。越南廠的管理

制度當初就是完全一字不漏的抄大陸廠的制度、表格，但是由於兩地的文化與法

令等環境因素有很大的不同，甚至連營運的業務都有很大的不同，大陸廠多為製

造成型品，而越南廠則以裁剪業務居多，所以現在已修改成適合越南廠的制度。

但是據受訪者表示雖然經過修改，仍然有許多制度與方法造成管理上的問題。 

（二） 政策法令 

據受訪者表示，除了越南當地法令如勞動法相當保護當地勞工，例如不能扣

薪水，當地政策更是保護當地勞工。2004 年 12 月，有些外商廠扣住員工薪水加

上媒體報導鄰近國家工資相較越南高，許多外商廠的勞工開始暴動、搶劫，當時

加保剛調完薪水所幸沒遭受波及。但是罷工結束後，越南政府竟然不追究暴動所

造成的損失，甚至頒佈外商薪水一律調高百分之三十，越南政府如此保護的政策

造成許多外商廠的困擾與損失。但是加保也因應一些法律作制度的修正，例如雖

然不能扣薪水，但是將薪水分為本薪與獎金就可以依規定扣除獎金部分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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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薪資與獎勵制度 

據受訪者認為，越南人相較台灣與大陸人，因為受過法國人統治屬於沒有錢

的浪漫。在胡志明市的道路上到處可見在路邊喝著咖啡，在躺椅上聊天的越南男

子。越南人認為錢賺得剛好就好了，夠他們吃飯、喝咖啡就已經足夠，至於想要

他們加班賺取額外的費用確實比其他國家難，越南是加保所有廠裡面加班時數最

少的，但不一定是最輕鬆的。因此給予額外的獎金提高工作意願對於部分的越南

人來說沒有太大吸引力，加上越南人好面子的個性，給予非金錢的額外獎勵如餐

聚、旅遊似乎更吸引他們，他們希望別人甚至上司尊重他們。但是這是指額外的

獎勵，本薪就完全是另外一種狀況。越南員工彼此間會將薪水的名目一項項拆開

來互相比較，過去曾經有過先入廠的員工抗議別的後進某項薪水名目比他高，而

煽動員工罷工，但實際狀況是這名後進加班較多而且工作表現較好。另據當地主

管表示，公司薪資制度不完善是造成影響員工表現的主因之一。過去曾有發生過

因薪資計算錯誤，而導致全廠員工引起罷工，雖然這可能跟民族性有關，我們認

為再補足餘額就可以了，但越南員工可能認為沒立即該有的薪水會沒有安全感，

但是不可否認只要避免薪資計算錯誤，這樣的衝突就可以避免。另過去有部分優

秀員工離職則是因為努力工作沒有得當應有的加薪或福利，發生優秀員工與常偷

懶的員工工作報酬相同的事件，這樣難免會讓優秀的員工有不平等的心態與抱持

鴕鳥心態的消極員工。 

（四） 用人制度與管理方式 

據受訪者表示，加保越南廠主管與作業員的組成可能造成溝通上的問題。在

泰國廠因為總經理是華僑，可以用國語與董事長溝通、用泰語跟員工溝通，因此

中階幹部幾乎清一色都是泰國籍，排除語言溝通上的困難，自然能讓作業員完全

瞭解主管想表達意思而讓工作更有效率。據受訪者表示，在越南由於加保雇用的

作業員普遍為國、高中學歷甚至有些連英文字母都看不懂，教育程度本身就不

高，且普遍沒有工業背景，現場指導作業員一些需要技術性以及化學原理的工作

需要費很大的力氣，越南中階幹部的養成需要一段時間。由於高階主管都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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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受訪者認為對於越南語言與文字不甚熟悉，雖然有聘請翻譯，但是遇到專有

名詞又會解釋不清楚，加上台灣年輕人對於保麗龍產業不感興趣以及要求較高薪

水，因此從開廠時便計畫性的從大陸找尋理工背景的大學生來越南擔任中階幹

部，廠長在教導陸籍跟越籍員工的方式也會不同，越籍員工可能只會學到例行性

的工作，而陸籍員工則會學到工廠管理的技巧。然而這些陸籍幹部到了越南因為

工作忙碌甚少有時間專心學越南語言，只有少數設廠初期的幹部能以比較流利的

越語跟作業員溝通，因此語言溝通上的障礙仍然存在。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這些

陸籍幹部先前都沒有工作經驗，常常會發生新來的陸籍課長管不動一些較資深員

工的狀況，或是管理不當導致衝突的狀況。另外由於越南人愛面子，希望得到同

儕間的認同，因此晉升為班長職務也很難管的動手底下的員工，為了維護自己在

團體中的地位，會變的不敢管員工。受訪者認為，雖然普遍班長的管理能力因為

團體壓力而受限，顯現出越南人階級概念差，久而久之會造成員工得寸進尺的心

態，因此高階幹部採取高壓式管理讓越南員工聽話是必要的。 

（五） 員工價值觀 

據受訪者表示，越南雖然是個貧窮的國家，在路上破舊的房子內幾乎家家都

有彩色電視機跟摩托車，工廠部分員工的手機甚至比主管還好。他們可以在今天

領完工資，三天後就花完然後開始借錢，這也顯示他們貧窮式的浪漫奢華，尤其

男性比女性明顯。越南是個母系社會，女性工作勤勞，在路上隨處可見無所事事

的男性喝咖啡，而商店的主人幾乎都是由女性在經營。在工作方面，受訪者認為

越南人相較大陸及台灣人消極，工作範圍以外的事情不會主動幫忙甚至拒絕做，

不會思考表現積極可獲得升遷的機會。除了可能跟加保越南員工教育程度不高以

及特性外，公司升遷及薪資設計不明確是受訪者認為的原因之一。論及加班態

度，越南員工較不希望加班，認為賺的錢夠用即可。 

受訪者表示越南人時間觀念很差，舉例來說與加保接觸的當地零件供應商時

機概念就非常差，禮拜一訂的貨供應商答應禮拜二送到，結果在電話一直催促下

在禮拜五才送過來，副廠長便說：『他們說下午一到你要有心理準備三天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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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說三天到那你要慢慢等了。』。而廠內的員工也常常無法在要求時間內

完成工作，必須要有課長級以上的主管盯著他們做才會有效。 

第二節個案二：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背景介紹 

（一） 歷史沿革 

三陽工業創立於 1961 年，為台灣唯一同時生產機車與汽車的公司，也是全

國第一家生產機車的公司；累積機車生產數量達九百零六萬台，外銷累積達一百

九十一萬台，三陽工業以台灣為全球企業營運總部，在機車事業上，不斷的創新，

研發設計國內外消費者喜好的優質產品，並以台灣、中國大陸與越南三地為生產

基地，發展台灣接單、三地出貨的分工模式，使台灣成為三陽工業機車事業全球

營運與研發中心。在汽車方面則強化國際品牌 HYUNDAI 商品力及行銷通路，同時

能成為韓國現代汽車世界大七大汽車廠國際分工的重要一環及重要合作夥伴。 

（二） 集團重要指標 

股票上市時間：1996 年 7 月 

資本額：新台幣 80.53 億(2004 年) 

公司營業項目：汽車、機車及其零組件、模治具等。 

全球品牌名稱：SYM 

海外子公司：越南-VMEP(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Co.,Ltd)。 中國大陸-廈杏摩托有限公司(廈門)、慶洲機械有限公司(上

海)。印尼-印尼三陽工業公司(雅加達)。義大利-歐洲三陽銷售公司(米蘭)。 

員工人數：台灣約 2100 人。越南約 1700 人。全球員工人數約 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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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營業額：新台幣 246 億 

2004 年稅前盈餘：新台幣 9.53 億 

營收比重：汽車 47.83％、機車 44.82％、其他 7.63％ 

（三） 三陽工業的海外投資與發展歷程 

台灣的汽機車業早期是仰賴歐美及日本的技術與投資發展起來的，國際車廠

到台灣投資、設廠或尋找合作對象，主要目的是供應台灣內銷市場需求，但在投

資過程中，經過政府政策的引導及業者自身的努力，台灣汽機車產業逐步建立自

己的產品研發能力、產業製造技術、零件工業基礎及行銷管理知識。尤其機車產

業因為政府限制進口、高自製率及獎勵研發等政策的引導之下，終於在業者及政

府的共同配合運作，逐步建立起具國際競爭力的機車產業。三陽工業屬於國內最

大的機車廠之一，因此其國際化的發展最能反映台灣機車產業的國際化歷程。 

三陽工業的國際化發展始於 1982 年第一次出口機車到中南美洲的多明尼加

共和國，之後陸續拓展到南美洲、歐洲、非洲及亞洲各國，但是外銷市場的拓銷

因為受限於國外技術母廠合約的限制，產品外銷需經過技術母廠事先同意，因此

無法自由拓展，加上本身的產品及技術不成熟因此外銷數量很小。 

1988 到 1996 年是三陽工業國際化腳步最快速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如下：自

1978 年以來投資的研發部門逐漸展現成果，尤其是新產品的開發及設計上已經

可以獨立自主，製造及產品的技術也已經非常成熟，甚至某些產品與其技術母廠

已經不相上下；機車內銷市場日趨競爭，機車市場出現飽和現象，汽車逐漸取代

機車，內銷市場銷售量從 1993 年的高峰開始下降，外銷市場取而代之；中國大

陸及越南的改革開放帶來龐大商機，三陽透過考察決心走出台灣，到海外去拓

展，於是三陽工業內部配合公司策略的調整，私下成立中國大陸與越南投資專案

小組，積極規劃海外投資設廠；由於產品與技術上不再依賴技術母廠，加上技術

合約中的種種限制，加上本田的希望加強控制其海外合作投資對象，因此以往的

雙方合作氣氛發生變化，尤其在海外投資與外銷方面衝突漸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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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工業首先於 1988 年在歐洲的機車重鎮-義大利米蘭設立歐洲辦事處拓

展歐洲市場，並且就近取得歐洲機車設計及研發的技術，1990 年在香港辦事處

拓展對中國大陸的整車貿易，1991 年設立廣州辦事處負責大陸內銷市場的通路

及服務業務推進，1992 年是三陽工業國際化最值得紀念的一年，自 1989 年以來

秘密進行的越南及中國大陸機車廠投資專案，陸續獲得越南政府及中國政府核

准，分別成立獨資的越南 VMEP 有限公司及與廈門市政府合資的廈杏摩托有限公

司(廈門國有資產投資 35％、三陽工業 65％)，1997 年為配合中國大陸機車事業

的發展，又在江蘇省張家港市成立百分之百獨資，以生產機車發動機為主的慶洲

機械有限公司，2001 年為配合越南市場的需求及 VMEP 發展的規劃，在越南增加

投資機車發動機廠，2002 年則陸續投資信勇精密鍛造公司及德發模具設計製造

公司等等，2003 年配合三陽工業以越南為中心拓展東協市場的策略，在越南投

資 USD1500 萬成立東協市場產品研發中心。2004 年初在印尼雅加達地區設立印

尼三陽工業，正式進軍印尼市場。 

三陽工業的海外投資初期是由控股公司慶豐環宇先開始，這樣的安排是因

為，日本本田投資三陽工業 13.5％的股份，過去因為技術合約的限制，三陽工

業只能在台灣國內市場銷售，產品外銷必須事先經過日本本田核准，更不用說到

海外進行投資，因此為了公司未來發展，就以大股東的公司名義進行海外市場的

投資評估及推動，並向技術母廠承諾，百分之百使用三陽工業自行研發的產品及

技術到海外資。2000 年由三陽工業向慶豐環宇公司併購三家海外子公司，三陽

工業海外投資回歸正常化，正式進軍海外市場。 

三陽工業海外投資地區主要為越南及中國大陸。主要業務是機車及相關零組

件之生產、銷售及服務業務，營收約佔三陽工業機車事業營收之 44.8％（2003

年）。其中中國大陸約佔 6.2％，越南約佔 38.6％。 

二、 越南營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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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企業慶豐集團在越南投資已近 20 年，在眾多台商甚至所有外國企業中算

是前進越南投資的先鋒，因此越南在地的經驗與對市場及政府的了解與互動都屬

於佼佼者。在眾多的投資中如銀行、水泥及機車等，就屬機車廠 VMEP 表現最為

亮眼，替集團在越南立下不少汗馬功勞。 

VMEP 有限公司全名為 Vietnam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Processing 

Co.,Ltd，主要從事機車之研發、製造與銷售及經營相關週邊產品，並發展電動

自行車、泛用引擎及汽機車維修、零配件服務買賣等相關事業。成立之初，由慶

豐集團 100％投資，三陽工業公司提供管理及技術的支援，協助研發、設計適合

越南當地市場所需的機車。為提升集團經營績效，並使資源進一步整合，2000

年 5 月起，VMEP 的經營權由慶豐集團轉移至三陽工業公司。到 2004 年為止，總

投資額已達美金一億三仟多萬美元，成為越南同奈省外商之中的佼佼者，經營狀

況良好，市場佔有率 10％，僅次於本田與三葉，年銷售量約新台幣 80 億元，為

越南外商企業投資成功的典範之一。VMEP 配合三陽的全球發展策略，與三陽共

同分享、整合資源，積極擴充海外事業版圖，追求集團事業成長。VMEP 已經獲

得越南政府的許可，建立 VMEP 研發中心，將與三陽研發中心的資源共用、互補，

積極研發、設計適合東南亞市場與消費者偏好的產品，以快速回應市場的需求。

除此之外，VMEP 將結合中國大陸的配套資源，與機車、引擎的技術支援，準備

在東協國家中的印尼設廠，建立新的生產基地，做準備。已成為三陽工業海外生

產據點的成功典範，銷售量已高達百萬台的規模。未來三陽將以越南做為東協營

運中心，開拓海外新市場，目前已經從越南出口機車整車及零件至印尼、菲律賓、

馬來西亞及台灣。 

三、 個案訪談內容整理 

（一）  組織架構與母子公司間控管方式 

VMEP 組織架構與台灣三陽相似，因為當初三陽是把台灣全部價值活動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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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越南，只是越南規模比較小，而後再根據越南當地做架構與制度上的修改。據

受訪者表示，早期由於越南機車產業、社會發展不足以及越南政府要求部分價值

活動限地化，因此三陽便派駐一組台籍幹部擔任經、副理以上職位過去越南負責

經營，至當地在招聘越南籍華人或是越南籍員工負責第一線作業與現場基層主

管。早期三陽給予外派人員高度的授權，主要原因是這些外派主管已經在集團底

下工作十幾年，對母公司的運作很瞭解，母公司經營者很信賴外派人員可以自行

做出各項經營判斷與決策。但後來因為 VMEP 功能及價值活動越來越膨脹，外派

人員過去沒有國外工作的經驗以及對於本身任務的認知，造成與母公司間溝通的

不順暢。所以後來母公司也慢慢建立制度化，設立專職的單位來負責 VMEP 的運

作，訂定辦法包括子公司部分權力上的限制、年度經營計畫的核准與人事變化的

程序等等，藉以在國際化的過程中確實掌握子公司。但據受訪者表示，母公司會

因此有很多想法想要控制越南子公司，但是在變化迅速的越南市場，後勤沒有辦

法動態地掌握前線的市場，會因此提高在前線與後勤的溝通成本，失去部分效率

與決策的時機。 

（二）  政策法令 

受訪者表示由於越南為了因應市場快速的開放及加入 WTO，所以法律環境的

變動相當快速。由於三陽工業早在十多年前就進入越南投資，除了熟悉市場外，

與越南政府建立良好的政商關係也是其在越南經營成功的利器。對外，三陽在河

內設有一個對政府的代表處，透過公關人員與越南政府經常性的往來，及時掌握

最新的政策與法令。三陽工業高層也擔任台灣對越南雙邊經貿協會的要職，會定

期至越南與當地政商人事做交流，甚至參與越南政府徵詢企業意見的研討會；對

內，三陽要求重要幹部研讀基本法令包括投資與勞動法令，並且重視法律文件的

搜集與研讀。藉由如此應對措施，三陽能確實掌握法令的變化做適當的調整，透

過與越南政府的溝通，反應對於法令修改的意見。 

（三） 薪資與升遷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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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受訪者觀察，由於過去越南屬於社會主義只求生活的溫飽以及無明顯階級

之分，只要符合資本工資規定，越南員工不會有多餘意見，對於職稱的變化也不

會過於要求。雖然近期因為外國企業進入、政府改革漸漸轉型為資本主義，員工

也會接受到薪資的訊息進而要求加薪，但是幅度並不像西方社會及先進國家強

烈。受訪者認為越南員工相當勤奮，也相當配合公司的加班，這一兩年越南才有

因為薪資、加班而罷工的問題。因此 VMEP 的薪資制度並沒有針對越南員工特性

而做修正，只需要針對一些特定職務調整薪水或獎金，像是對於身處工作環境惡

劣的員工，給予經常性的健康檢查或是辛苦性的津貼。另外，VMEP 會針對比較

優秀的員工簽訂不定期勞動契約，保障優秀勞工的工作。另外受訪者提及，由於

勞動法規定不論公司有無盈餘，都要提撥一個月的薪水給予員工做為獎金，員工

會對此有期待心理，加上越南經濟起飛快速，因此無法接受減薪的情況。 

當地的台籍主管另表示越南員工對於薪資方面的態度為『給多少錢，做多少

事』，業務方面重視有沒有做事情，不太重視成果及品質，對於目標的『標準』

與我們差異很大，作事態度比較會偷懶，侷限於自已現有業務，不願意多做及突

破。 

（四） 用人與訓練制度 

受訪者表示由於外派人員成本相當高，以及過去國際化的經驗，三陽體認到

當地人才養成的重要性。由於三陽屬於外商中的先進者，因此可以挑選比較優秀

的大學生進廠服務，鮮少雇用高中以下的員工。但近年來外商逐漸增加，高薪挖

角優秀人才的情形也開始出現。另外，三陽也對越南當地或是台灣學校設立獎學

金以及產學合作計畫，希望藉由贊助學生進而吸引人才。而人才選用後，為了積

極培養越南當地人才，三陽會將優秀員工送回台灣做培訓，到工廠、研發單位實

習再送回越南晉升。此一培訓制度主要針對業務及技術人員的養成，經營管理的

人才目前還是倚重台灣幹部。 

在語言溝通方面，早期除了要求越籍幹部除了基礎中文還要會懂英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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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外商湧進，英文人才容易流失，因此後期則是專注於越籍幹部中文能力的培

養，由於三陽是大型的台籍企業，因此較不擔心中文人才的流失。另外也會要求

台籍幹部學習越文，除了固定課程外，也會舉辦越文演講比賽，部分台籍員工娶

當地女性同胞，也讓普遍台籍幹部都可以做基本的溝通，甚至台籍業務人員可以

不用帶著翻譯去拜訪客戶，具有相當的越文程度。另受訪者發現許多越籍員工會

在下班後，自動學習語言與電腦技能，顯示出對於工作的投入以及工作的上進

心，公司對於自費課程也有補助。近兩年，VMEP 也設立教育訓練中心，當中也

有提供語言的課程給予越籍及台籍的員工。 

（五） 內部階級與管理制度 

據受訪者表示，過去有過因為沒有充分授權給予越籍幹部，而發生作業員認

知錯誤，加上台籍主管偏好跳過越籍主管發號命令，產生越籍主管形同虛設的情

況。後期為了修正此狀況，開始慢慢授予越籍主管足夠的權利，雖然授權範圍仍

屬於作業層級非決策層級，但是有足夠的懲處權與部分事務決定權如採買，已經

可以改善過去的狀況及讓部分決策更有效率。受訪者認為越籍員工的服從性很

好，對於上級的管理不會回嘴，接受領導者的知識比他強，接受你的生活水準比

他高，對於領導者有一定程度的尊重。但是有時可能因為語言溝通問題，或是員

工不敢說不懂，會有不懂裝懂的情形，等到主管發現錯誤問員工時，才坦承自己

聽不懂上級的指示。領導方面，當地主管表示越籍員工不喜歡領導別人或叫別人

作事，但因為愛好面子認為仍要給予其職位，所以普遍部門帶領及跨部門協調都

很差，不太培育部屬，因為害怕被取代。 

據受訪者表示，VMEP 內部台籍主管與越籍員工相處關係良好，因為三陽教

育台籍員工要把自己當作是越南人，融入當地的文化與社會，所以平常會去拜訪

員工的家庭，參與員工的一些重要活動例如婚喪喜慶，加上台籍主管會講越文，

透過語文的溝通讓彼此更親近。 

（六） 越南員工與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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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方面，據當地主管表示越南人民性格個性溫和講求和諧、自尊心高、時

間觀念不佳、有道德感，表面服從性高可是遇到困難也常常不會回報但北方人則

較有主見及意見表達、會用比較法表示爭權益、相較於大陸籍員工或台籍員工不

太耐操。 

受訪者認為越南員工工作態度勤奮，加班意願高，且就其觀察由於受到外商

與政府改革影響，越來越多年輕人重視享樂、薪水與階級等個人主義的表徵，很

多人在下班以後去補習，學習更多的技能，想要改變自己的條件拿到更好的職務。 

可能受到語言溝通以及員工認知的問題，仍會有不懂裝懂的情況，不知道應

該要回報。只要把工作劃分清楚，勤奮的越南員工也可將分工作的很好。不守時

的觀念，受到外商的影響也慢慢做修正。 

員工忠誠度方面，受訪者認為基層的員工薪資較低，容易受到薪資的影響而

離職。但在幹部的部分，他們比較知道公司的未來發展，心裡存有發展的前景，

如此一來離職率自然低。 

就受訪者在越南當地的經驗，北方人由於過去獲得許多戰役的勝利，因此相

較於南越人民較好面子，因此在處理員工問題方面需多注意，盡量不要當場指

責，尤其幹部相較作業員更明顯。另外，受訪者表示可能由於社會的積習，造成

員工、廠商與政府都有收紅包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