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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為兩年期研究計畫，第一年期計劃探討三種不同的綠色動機
，如工具性動機、關係性動機、道德性動機對於綠色創新績效的影
響，以綠色價值共創為中介變項，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企業進行問
卷調查，於107年回收143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結果顯示，道德動機
驅動綠色價值共創的強度，遠高於工具動機與關係動機，且道德動
機對於綠色共同生產、綠色價值使用，均有正向影響。但是，工具
性動機、關係動機對於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創新績效，並無顯著影
響。故第一年期之研究建議，若企業期望提升其綠色價值共創與綠
色創新績效時，需提升道德動機。

而第二年期計畫檢視開放式創新、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的驅動因素。
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回收181份有效問卷，本研究探討
專享能力和認知相似性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的影響，以綠色開放式
創新作為中介變項。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試圖瞭解專享能力、
認知相似性對於綠色共同創新績效之研究，並以綠色開放式創新作
為中介變項。本研究結果顯示，專享能力與認知相似性對於綠色共
同創新績效均有正向影響，且綠色開放式創新具有中介效果。

中文關鍵詞： 綠色動機、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綠色創新績效

英 文 摘 要 ： The time period of this study spans two years. In the first
year, this empirical study tests hypothese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reen motives on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or of a novel construct, green value co-
creation. A total of 14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his
study, three green motives are examined: instrumental,
relational, and moral motives. Green value co-cre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green co-production and green
value-in-use.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moral motives are
a much stronger driver than instrumental and relational
motives. This study also determines that instrumental and
moral motiv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 no positive associations
are observed among relational motives green co-production,
green value-in-use, and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hould invest more resources to
enhance moral motives, because they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green value co-creation and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ppropriability regime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
on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en considering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s the mediator. This study
proposes a novel construct,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plore hypotheses. A total of 18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all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are supported. If companies wish to improve
their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green c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y should enhance their
appropriability regime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
simultaneously.

英文關鍵詞： green motives; green value co-creation;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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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永續發展近年來已成為企業追求目標，過去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的作

法，已經造成許多嚴重的環境問題及社會問題，被開始威脅人類及其後代子孫

的安危。近年來氣候變遷、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這些都正在削弱過去發展

的成果，而這當中受影響最深的，會是我們自己。因此，企業綠化成了十分重

要的議題，企業必須將永續的理念結合至服務及產品研發中，以增加其競爭優

勢(Chen, Lai, & Wen, 2006; Hart, 1997)。執行綠化工作是企業持續創新、拓展新

興市場和價值創造的動力，透過綠化，可以為企業降低風險、提高效率、發展

綠色創新製程及產品、創造競爭優勢(Esty & Charnovitz, 2012)。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製造業為台灣 GDP 佔比最高產業，歷年來所佔

的比例大約有二至三成，就業人數也最多，企業若沒有綠色思維，在產品製造

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必會造成環境龐大的負擔，因此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為

例，探討價值共創與共同創新之意涵。第一年期計畫聚焦比較不同的綠色動

機，對於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創新績效之影響；第二年期計畫就企業之內外部

因素，對於綠色共同創新績效之影響，並以綠色開放式創新為中介變項。在製

造業中，知識的交流可以加速創新想法的發展(Chesbrough, 2007)。企業需要適

切的方法和機制，來學習並加以利用有利於創新的知識(Daghfous, 2004; 

Fichman, 2004)。 

 

過去研究分別探討內部或外部因素，對於綠色創新績效的影響，較少有研

究同時探討內部與外部因素，並以永續發展的觀點討論價值共創。本研究第一

年期計劃將探討三種不同的綠色動機，如工具性動機、關係性動機、道德性動

機對於綠色創新績效的影響，以綠色價值共創作為中介。而第二年期計畫檢視

開放式創新的驅動因素。主要目的是探討專享能力和認知相似性對綠色共同創

新績效的影響，以綠色開放式創新作為中介變項。 

 

二、文獻探討 

（一）、利害關係人理論 

 

利害關係人被定義為可以影響或受組織策略影響的群體或個體。根據利害關

係人理論，企業在制定策略時應考慮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以獲得他們的支持

(Freeman, 2010)。企業可以透過與供應商、客戶等合作夥伴的合作來促進創新

(Selnes & Sallis, 2003)。台灣製造廠商可以透過與合作夥伴的連結，降低交易成

本並加強合作關係，透過與外部夥伴的合作，企業可以透過和伙伴間的互動，

解決原先無法獨立解決的難題(Savage et al., 2010)。在環保意識抬頭的今日，少



3 
 

數企業能主動執行綠化工作，但許多企業是基於法規，被動地進行綠化工作，

或是在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壓力下，進行相關的綠色活動(Babiak & Trendafilova, 

2011; Guoyou, Saixing, Chiming, Haitao, & Hailiang, 2013)。 

 

（二）、資源基礎理論 

 

根據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 View, RBV）的觀點，企業的競爭優勢是

奠基於其價值、稀有性、無法模仿性和不可替代的（VRIN）資源(Barney, 

1991)。企業內部的資源包括資產、能力、組織流程和知識，專享能力被視為企

業的資源，可以管理、保護知識財產或授權給其他利害關係人使用(Ritala & 

Hurmelinna‐Laukkanen, 2013)。因此，專享能力可以保護企業的知識財產不受他

人侵害。而認知相似性被視為組織對外部環境變化作出應對的過程，在環保意

識興起的浪潮下，企業可以採取永續發展之策略對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且為了

友善環境、獲得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合作，企業必須進行綠色創新，以善盡社

會責任來回饋日益增加的社會需求。 

 

（三）、第一年期計畫假設發展 

 

(1) 綠色動機對綠色價值共同創造的正向影響 

 

企業為何要執行綠色創新？其動機為何？根據過去研究，促使企業執行綠化

工作的動機可分為三種：工具性動機、關係性動機和道德性動機(Aguilera et al., 

2007; Paulraj, Chen, & Blome, 2017)。本研究將三種動機分述如下： 

 

工具性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而行動，例如企業為了降低成本，透過減少原料

和能源方面的浪費來進行製程綠化，方能提升財務績效，建立其他競爭對手無

法跨越的競爭障礙。也有企業提高其聲譽，進行綠色產品或製程的創新，以上

皆是由於以自身利益作為出發點，即為工具性動機。 

 

關係動機則是涉及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包括上下游廠商、顧客、和企

業營運有關的利益團體等。不同角色間的利益皆有所不同，企業應該試圖平衡

各個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利益(Testa, Boiral, & Iraldo, 2018)，許多企業知所以進行

綠色創新，並非企業對於永續發展議題具有高瞻遠矚的見地，而是起因於上下

游廠商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企業必須建立社會合法性（legitimacy）才

能生存，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生存，企業必須遵守利害關係人的規範

(Aguilera et al., 2007; Paulraj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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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動機涉及道德標準和原則。在道德動機的驅使下，企業積極為社會及

環境作出貢獻，主動執行永續發展的工作，若企業具有道德動機，將主動進行

進行綠色創新，視永續發展為企業經營的一部份，而不是為了提升企業商譽。

因此，具有道德動的企業，能夠比競爭對手提早一步，進行永續發展作為。 

 

在過去的價值共創研究中，大多是探討個體層級(Prahalad & Ramaswamy, 

2004)，本研究將以組織層級探討價值共創。在價值共創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

接合作，創造企業價值(Payne, Storbacka, Frow, & Knox, 2009; Payne, Storbacka, 

& Frow, 2008)，大多數價值共創研究著重於客戶關係、利害關係人互動、共同

設計、自助服務、共同製作和關係行銷(Cova, 1997; Fournier, 1998; Oliver, 

1999)。而本研究提出了一個新構念「綠色價值共創」，定義為企業與合作夥伴

之間積極分享環境理念，共同參與一個或數個生產或消費階段以創造價值。在

本研究中，綠色價值共創可分為兩部分：綠色共同生產(green co-production)和

綠色使用價值(green value-in-use)(Ranjan & Read, 2016)。分述如下： 

 

綠色共同生產被定義為企業在綠色創新研發過程中，與其他合作夥伴協作的

過程。綠色共同生產有三個要素：知識共享、公平和互動。企業與合作夥伴之

間的知識共享，將有助於在研發過程中建立能力並共同創造價值；公平是在共

創期間，與合作夥伴分享控制權的意願；互動是企業與合作夥伴之間的交流介

面。雖然企業各自的綠色動機不盡相同，不管是因為自身利益、利害關係人規

範或道德驅使，企業願意這些原因改善他們的綠色共同生產流程。 

 

綠色使用價值的概念層級更在綠色共同生產之上，綠色使用價值被定義為企

業及合作夥伴間，建立溝通平台，共同學習如何使用和維護綠色創新。綠色使

用價值的三個要素是經驗、客製化和關係(Ranjan & Read, 2016)。經驗被視為一

間企業從合作夥伴那裡產生的價值。即使在測試階段，合作夥伴也可以透過使

用經驗共同創造價值(Edvardsson, Enquist, & Johnston, 2010)。客製化被定義為在

共創階段，企業可以依據合作夥伴不同的特性，為其作出合適的調整。關係是

指企業與合作夥伴建立聯繫平台，並積極地溝通和參與。綠色使用價值是企業

與合作夥伴之間互相配合產生的。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a：工具性動機對綠色共同生產有正向影響。 

假設 1b：關係性動機對綠色共同生產有正向影響。 

假設 1c：道德性動機對綠色共同生產有正向影響。 

假設 2a：工具性動機對綠色使用價值有正向影響。 

假設 2b：關係性動機對綠色使用價值有正向影響。 

假設 2c：道德性動機對綠色使用價值有正向影響。 

 

(2) 綠色價值共創對綠色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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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值共創的過程中，企業與其利害關係人建立夥伴關係，且因為密集的

合作使合作夥伴之間不再有明顯的分界線，永續發展已成為企業的關鍵課題

(Song & Yu, 2018)。企業必須將環境保護的理念納入產品的設計及包裝中，以

增加其競爭優勢(Chen et al., 2006)，綠色浪潮不僅能推動綠色創新發展、拓展新

興市場還能為企業獲取更多利潤(Walley & Whitehead, 1994)。因此，企業必須

將綠色理念融入其經營策略中，在產品研發及製程上採取更嚴格的環境標準，

以創造更高的進入障礙(Barrett, 1991)。 

 

在綠色價值共創過程中，企業在生產和消費階段，密切地與其他合作夥伴

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協作，為企業及夥伴創造價值(Ranjan & Read, 2016)。企業獲

得外部合作夥伴和主要利害關係人的支持，進行交流並建立平台，發展綠色創

新。而綠色使用價值又較共同生產更難達成，它需要經驗、客製化和關係，透

過與相關伙伴的合作，企業可以參與、互動和分享經驗以共同創造綠色創新。

因此，本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3：綠色共同生產對於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設 4：綠色使用價值對於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3) 綠色動機對綠色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 

 

環保是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重視環境管理的企業不僅能免於受到環保相關

法令的懲處，還可以改善企業形象、成功打進新市場、增強競爭優勢(Porter & 

Van der Linde, 1995)。因此，對企業而言，將環境保護理念納入企業策略是非

常重要的(Rugman & Verbeke, 1998)，本研究將綠色動機分為：工具性動機、關

係性動機和道德性動機(Aguilera et al., 2007; Paulraj et al., 2017)。工具性動機意

指企業為了自身利益而參與環保活動，以增加獲利或提高其聲譽(Reinhardt, 

Stavins, & Vietor, 2008)。根據效用主義的概念，企業知所以進行綠色創新，是

為了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說，行為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最終的利益(Paulraj et al., 

2017)；關係性動機將焦點從股東轉移到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企業必須滿足各方

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例如：員工、客戶、供應商、政府和環保團體(Henriques & 

Sadorsky, 1999)，企業會受到這些利害關係人的影響，而進行綠色創新，當企業

的供應商或客戶有共同的環保意識時，他們可提供相關訊息，協助企業從事綠

色產品開發(Hur, Kim, & Kim, 2018)；道德性動機意味著企業不是為了符合法律

規範(McWilliams, Siegel, & Wright, 2006)，而是基於為所當為的想法，進行綠色

創新，主動回饋社會。過去，大部分企業認為不需要在綠色活動中投入資源，

而近年環保意識興起，改變了以往製造業的規則，因此企業若主動執行綠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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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將可拉開與競爭對手的距離(Paulraj et al., 2017)，以獲得競爭優勢。本研究

假設如下： 

 

假設 5a：工具性動機對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設 5b：關係性動機對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設 5c：道德性動機對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4) 第一年期計畫研究架構 

 

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類型的綠色動機綠色創新績之影響，並以綠色價值共創

為中介變項。本研究將綠色動機區分為以下三種：工具性、關係性和道德性動

機(Aguilera et al., 2007; Paulraj et al., 2017)。本研究第一年期計畫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第一年期計畫研究

架構 

 

 

 

 

  

H5a, H5b, H5c 

 

H4 

H3 

H2a, H2b, H2c 

H1a, H1b, H1c 

綠色動機 綠色價值共創 績效 

工具性動機 

關係性動機 

 

綠色 

共同生產 

 

道德性動機 綠色 

價值使用 

綠色 

產品創新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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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年期計畫之假設發展 

(1) 專享能力對綠色開放式創新的正向影響 

 

創新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決定性因素。企業在進行創新的過程中，發展智慧

財產權，例如專利、版權和商業機密，專享制度可以管理和保護知識(Ritala & 

Hurmelinna‐Laukkanen, 2013)企業擁有，有助於企業與合作夥伴進行安全不受侵

害的知識交流。 

 

本研究提出新構念「綠色開放式創新」，以 Cheng and Huizingh (2014)之研

究所提出之等人對開放式創新的定義，而開放式創新有三種形式：由外而內、

由內而外、以及雙向交流(Enkel, Gassmann, & Chesbrough, 2009)。由外而內是指

企業本身無法獨立進行綠色創新，需要依賴外部獲得的環境管理知識，方能成

功發展創新。由內而外則是企業利用自身的環境保護知識開發新技術，並將新

構想轉移給其他合作夥伴(Lichtenthaler & Frishammar, 2011)。雙向交流是企業

可以將流入及流出的環境管理知識加以整合，提高創新效率(Cheng & Huizingh, 

2014)。總而言之，專享能力可以保護企業的知識財產權，提升綠色開放式創新

和綠色共同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設： 

 

假設 6：專享能力對綠色開放式創新有正向影響。 

假設 9：專享能力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2) 認知相似性對綠色開放式創新的正向影響 

 

企業和合作伙伴間，若彼此具有類似的背景、工作風格，將有助於提升企

業和合作夥伴之間的創新績效(Wagner, 2010)。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與合作

夥伴的相似性，可提升企業之間的互動績效(Wagner, 2010; Wu & Ragatz, 

2009)。認知相似性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工作風格相似性、社會類別相似性。工

作風格相似性意指有類似的溝通互動風格，以及類似的工作習慣(Zellmer-Bruhn, 

Maloney, Bhappu, & Salvador, 2008)。社會類別相似性指的是不可輕易被改變的

屬性，例如國籍、文化和種族(Zellmer-Bruhn et al., 2008)。 

 

在開放式創新過程中，企業與合作伙伴間工作與溝通方式的差異，將導致

組織內形成多種不同的群體，這往往會限制組織的運作(Dahlin, Weingart, & 

Hinds, 2005)。因此，在特質相似的情況之下，較容易形成友誼關係(Lincoln & 

Miller, 1979)，促進資訊交流(Backmann, Hoegl, & Cordery, 2015)。社會類別的相

似性可以減少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從而增強知識整合。認知相似性可以幫助

企業加強綠色開放式創新，而開放式創新可分為三種形式：由外而內、由內而

外和雙向交流(Enkel et al., 2009)。首先，由外而內的方式可透過整合外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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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增加企業自身的環境管理知識，認知相似性可以提升企業對外部變化作出

反應的速度；而由內而外的形式意味著將企業的環境管理知識和研發成果分享

給外部夥伴，認知相似性則有助於企業與關係伙伴建立共識，在分享永續發展

的技術與知識。雙向交流形式結合了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過程，認知相似性

有助於企業建立機制，整合內外部的環境管理知識，提升綠色開放式創新和綠

色共同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7：認知相似性對綠色開放式創新有正向影響。 

假設 10：認知相似性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3) 綠色開放式創新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提出了一個新構念「綠色共同創新績效」，並參考 Lee, Olson, and 

Trimi (2012)定義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為一個交流平台，將內部和外部的新想法應

用於綠色研發或製程創新。他概念包括參與、共同合作和創造非凡的價值(Lee 

et al., 2012)。在有關創新的文獻中，大多數研究著重於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績效

之間的關係(Cheng & Huizingh, 2014)。很少有研究從環境管理的角度探討促進

開放式創新的因素。過去的研究還提到了關係學習的概念，認為企業可以發展

和促進目標客戶與供應商關係。透過向客戶、供應商或相關企業學習，企業可

以增進他們的環境管理知識(Fang, Fang, Chou, Yang, & Tsai, 2011)。本研究提出

假設如下： 

 

假設 3：綠色開放式創新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 

 

(4) 第二年期計畫研究架構 

 

開放式創新的議題已行之有年，但目前對於綠色開放式創新之議題較少著

墨。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專享能力和認知相似性對綠色共同創新績效之影響，以

綠色開放式創新為中介變項，本研究第二年期計畫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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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二年期計畫研究架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個案

研究；第二階段採用「量化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本研究所秉持的

是「質、量並重」以及「交叉驗證法」(triangulation)的研究精神。 

質性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方式進行，並徵詢專家學者的建議，分別挑選四家

台灣製造業廠商，目前正在執行綠色創新專案的企業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抱持

事先沒有定見的開放心態。本研究也將蒐集企業次級資料進行分析，以掌握個案

企業更精確的資料，並針對「次級資料」與「個案訪談」進行比對，以確認資料

的正確性。第二階段的研究將進行「量化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以進行橫

斷面(Cross-Sectional)分析，此外，本階段也會進行問卷的前測，將設計好的問卷

提供給六位學者專家填答，確認每個問項是否都能清楚表達所要問的內涵，對於

題意模糊不清之處進行修改，以利後續問卷發放之進行。 

本研究以「企業」為分析單位，一份問卷僅發給一間企業填答，本研究的

問卷設計依同意的程度分為「李克特(Likert)七點尺度」，由低而高依序為「非

常不同意」、「稍微不同意」「不同意」、「普通」、「稍微同意」「同

意」、「非常同意」七項，請填卷者在空格內勾選對於該問項的同意程度。為

了提高有效問卷的回收率，在進行郵寄問卷前，先以電話聯繫樣本企業，說明

研究目的與問卷內容，確定可填答問卷的人員姓名與職稱後，再將問卷以郵寄

的方式寄出，並於兩星期後進行跟催動作。填答者為國內製造業企業，進行綠

色創新的專案經理人或是負責製造、研發、行銷、採購、財務部門的人員。本

認知相似性 

H8 

H7 

專享能力 

 

綠色開放式 

創新活動 

 

H6 

H10 

綠色共同 

創新績效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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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台灣地區製造業為母體，以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處出版的「中華民國臺閩

地區各行業工廠名錄」為樣本抽樣的參考依據，本研究依照此名錄之企業進行

隨機抽樣，以進行問卷調查。 

 

四、實證結果 

（一）第一年期計畫實證結果 

本研究分別對於進行「綠色創新」發展的台灣製造業企業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層級為組織層級，並於107年三月份發放1000份問卷，總計回收143份有

效問卷，針對所回收的樣本進分析，瞭解樣本分佈的概況、構念間因果關係及

分析結果支持假設與否，以下為本研究第一年期計畫之相關分析結果。 

 

1. 研究變數之分析 

【表 1】：第一年期計劃研究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構念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A.工具性動機 3 5.096 1.055 

B.關係性動機 3 5.487 0.917 

C.道德性動機 4 5.741 0.989 

D.綠色價值共創_共同生產 5 5.421 0.994 

E.綠色價值共創_使用價值 8 5.533 0.936 

F.綠色創新績效 5 5.217 1.1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第一年期計劃研究變數之相關分析 
  

構念 A B C D E 

A.工具性動機      

B.關係性動機 0.623**     

C.道德性動機 0.521** 0.615**    

D.綠色價值共創_共同生產 0.404** 0.461** 0.514**   

E.綠色價值共創_使用價值 0.428** 0.464** 0.512** 0.791**  

F.綠色創新績效 0.433** 0.495** 0.699** 0.663** 0.601** 

註：*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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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一年期計劃因素分析表 

構念 項目數量 因素數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的百分比 

A.工具性動機 3 1 64.49% 

B.關係性動機 3 1 64.12% 

C.道德性動機 4 1 83.02% 

D.綠色價值共創_共同生產 5 1 68.59% 

E.綠色價值共創_使用價值 8 1 67.68% 

F.綠色創新績效 5 1 81.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計畫中第一年期之各構念的因素分析如表3所示，本研究的各構念，均只

能萃取出一個因素。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4、表5所示。本研究結果顯示，

道德動機驅動綠色價值共創的強度，遠高於工具動機與關係動機，且道德動機

對於綠色共同生產、綠色價值使用，均有正向影響。若企業期望提升其綠色創

新績效時，道德動機對於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但是，工具性動機、關係

動機對於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創新績效，並無顯著影響。 

 

 

  

【表 4-1】：第一年期計劃之迴歸分析結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應變項 綠色共同生產 綠色使用價值 綠色創新績效 

自變項    

A.工具動機 0.113 

(1.222) 

0.153 

(1.655) 

0.065 

(0.825) 

B.關係動機 0.177 

(1.766) 

0.166 

(1.659) 

0.072 

(0.844) 

C.道德動機 0.346 

(3.756)** 

0.331 

(3.614)** 

0.621 

(7.932)** 

R² 0.305 0.312 0.498 

Adjusted R² 0.290 0.297 0.487 

F 20.338** 21.004** 45.899** 

註：*p<0.05, **p<0.01 括號中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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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0.05, **p<0.01 括號中為 t 值 

 

【表 5】：第一年期計劃之分析結果 

假說 效果 p值 結果 

假說1a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1a 

假說 1b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1b 

假說 1c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1c 

假說 2a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2a 

假說 2b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2b 

假說 2c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2c 

假說 3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3 

假說 4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4 

假說 5a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5a 

假說 5b + 未達顯著水準 不支持假說5b 

假說 5c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5c 

 

（二）第二年期計畫實證結果 

本研究分別對於目前持續進行「綠色創新」發展的台灣製造業企業進行問

卷調查，本研究層級為組織層級，並於108年四月份發放1000份問卷，目前為止

回收181份有效問卷，以下為本研究第一年期計畫之相關分析結果。 

 

【表 4-2】：第一年期計劃之迴歸分析結果 

 模型 4 

 綠色創新績效 

自變項  

A.綠色共同生產 0.501 

(4.919)** 

B.綠色使用價值 0.204 

(1.130) 

R² 0.455 

Adjusted R² 0.447 

F 5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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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第二年期計劃研究變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構念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G.專享能力 4 5.076 1.350 

H.認知相似性 5 5.045 1.130 

I.綠色開放式創新 4 4.304 1.300 

J.綠色共同創新績效 4 5.568 1.1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第二年期計劃研究變數之相關分析 

構念 A B C 

G.專享能力    

H.認知相似性 0.379**   

I.綠色開放式創新 0.466** 0.463**  

J.綠色共同創新績效 0.401** 0.488** 0.426** 

註：*p<0.05, **p<0.01  

 

【表 8】：第二年期計劃因素分析表 

構念 項目數量 因素數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的百分比 

G.專享能力 4 1 75.10% 

H.認知相似性 5 1 78.48% 

I.綠色開放式創新 4 1 83.32% 

J.綠色共同創新績效 4 1 84.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計畫中第二年期之各構念的因素分析如表8所示，本研究的各構念，均只

能萃取出一個因素。根據回收結果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9、表10所示。本研

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試圖瞭解專享能力、認知相似性對於綠色共同創新績效之

研究，並以綠色開放式創新作為中介變項。本研究結果顯示，專享能力與認知

相似性對於綠色共同創新績效均有正向影響，且綠色開放式創新具有中介效

果。若企業欲提升綠色共同創新績效，專享能力及認知相似性會對其具有正向

影響，並且會透過綠色開放式創新作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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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第二年期計劃之分析結果 

假說 效果 p值 結果 

假說 6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6 

假說 7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7 

假說 8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8 

假說 9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9 

假說 10 + 達顯著水準 支持假說10 

 

五、結論與建議 

第一年期計畫探討綠色動機對於綠色創新績效之研究，並以綠色價值共創

為中介變項。在本研究中，綠色動機分為三項：工具動機、關係動機、道德動

機。而綠色價值共創分為兩項：綠色共同生產、綠色使用價值。本研究結果顯

示，道德動機驅動綠色價值共創的強度，遠高於工具動機與關係動機，且道德

動機對於綠色共同生產、綠色價值使用，均有正向影響。若企業期望提升其綠

色創新績效時，道德動機對於綠色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但是，工具性動機、

關係動機對於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創新績效，並無顯著影響。第二年期計畫探

討專享能力、認知相似性對於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的影響，並以綠色開放式創新

作為中介變項，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假設均受到支持。 

 

【表 9】：第二年期計劃之迴歸分析結果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應變項 綠色開放式創新 綠色共同創新績效 綠色共同創新績效 

自變項    

A.專享能力 0.339 

(5.047)** 

0.253 

(3.708)** 

0.190 

(2.644)** 

B.認知相似性 0.334 

(4.976)** 

0.393 

(5.767)** 

0.331 

(4.618)** 

C.綠色開放式創新  
 

0.185 

(2.468)* 

R² 0.312 0.293 0.317 

Adjusted R² 0.305 0.285 0.305 

F 40.426** 36.897** 27.333** 

註：*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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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年期計畫，提出提出了三點管理與實務意涵，首先由第一年期計畫可以

了解到，企業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於提升道德動機，增強與綠色價值共創、綠色創

新績效。這項研究顯示，道德動機對於綠色價值共創影響的強度，遠遠高於工具

性動機和關係性動機，這樣的結果與與 Paulraj et al. (2017)的研究結果一致。此

外，道德組織強調道德發展和道德力量，強調企業主動的倫理意識，將有助於綠

色實務的發展，而且還能促進「行善得福」（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行為。 

     

    第二，綠色計畫的持續時間越長，綠色動機就越強烈且綠色績效越佳。這項

研究結果指出，具有 5年以上綠色計畫之企業的工具性、關係性和道德性動機比

計畫短於 5年的企業更強。而第二年期計畫研究結果指出，3年以上綠色計畫的

綠色開放式創新和綠色共同創新績效比 3年以下綠色計畫更強。在進行長期的綠

色計畫時，台灣的製造業可能擁有更強烈的綠色動機，而綠色動機也會隨著專案

執行的長度而提升。綠色是一種關於環境管理的信念、價值或規範。傳統上，綠

色活動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衝突；直至今日，企業願意投入資源用於綠色創新，

從而提高產品價值並抵消改善環境影響的成本。因此，根據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的研究可以發現，綠色策略可提供企業拉開與競爭對手的差異，創

造競爭優勢。 

 

第三，第二年期研究計畫提及綠色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台灣製造業許多廠

商為專業代工（OEM）或原廠委託設計（ODM）。OEM 企業只根據業主提供

的規格生產產品。ODM 企業負責設計和製造產品，最終再由另一家企業銷

售。若 OEM 企業與其關係伙伴具有認知相似性，將可順利地進行綠色開放式

創新。若 ODM 企業想要創造領先優勢，他們必須主動進行綠色創新以擔負企

業社會責任。成功的綠色開放式創新有助於企業在環境管理佔有領先地位，使

競爭對手無法超越(Porter & Van der Linde, 1995)。因此，認知相似性可以促進

成功的綠色開放式創新。 

 

第四，專享能力是綠色開放式創新的關鍵前提。在第二年期計畫的研究

中，專享能力對於綠色開放式創新活動有正向影響。台灣製造業廠商必須通過

專利保護其智慧財產，方能具有開放的心態，和關係伙伴間進行交流，提升綠

色開放式創新，並促進綠色共同創新績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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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今年度參與的研討會為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Sector 

Research (ISTR)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會議期間為108年7

月15日至7月16日，為期兩天，此研討會在泰國曼谷舉行。本研討會

聚焦在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第三部門意指除了第一部門（如

政府單位）、第二部門（如：企業私部門）之外，非政府單位，也非

一般民營企業的事業單位，如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基金會、非政

府組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等，都屬於第三部門的範

疇，通常而言，第三部門意指能達成社會公益目的之組織，該研討

會的議題包括商管、企業倫理、公共行政、社會企業等研究主題，

而申請人近年研究專注於永續發展相關領域，就研究廣度而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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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此學術研討會，能順利拓展申請人的研究視野，並提升申請人對

於近年熱門主題之瞭解。 

主辦單位是一個聚焦在第三部門，跨國性的學術社群，在非

洲、亞太地區、歐洲，以及拉丁美洲都有分支機構，每兩年會舉辦

全球性大規模會議，也會在各區舉辦地區性的會議(regional 

conference)，目前也有一本SSCI等級的學術刊物。這次研討會由泰國

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and 

Philanthropy) 與泰國國立發展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所共同主辦，過去對於泰國的學校認識有限，

但透過這次研討會，和當地的學者進行交流，我對於泰國的高等教

育有更深入的認識。泰國法政大學歷年來在QS排名上，大約為400至

600名左右，是泰國最為古老的大學之一，聚焦於人文科系與人文教

育；此外，泰國國立發展學院(NIDA)，過去是由泰國法政大學的公

共管理學院獨立出來，目前僅招收碩士博士學生，堪稱是泰國高階

公務人員的搖籃，也有許多國際學生到此留學，NIDA成立之初，是

為了支持泰國發發展，目前已經將範圍擴大到泰國周邊的發展與研

究。 

申請人提報的場次為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次研討會

所發表論文題目為“How to Enhance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為例，探討兩個前置變項：專

享制度、知覺相似性對於共同創新績效之影響，並以綠色開放式創

新為中介變項，該場次主持人是來自南非University of Witswatersrand

的Moyo教授，他也曾經擔任Southern Africa Trust的CEO，研究聚焦

於社會企業與創新模式，主持人對於我的研究非常感興趣，並提出

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例如在製造業的樣本選擇是否具有代表性，

變項之間的關連等相關議題，此外，也有多位與會學者對於我的研

究給予相關建議，例如有位來自澳洲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Chu

教授建議，可對於台灣製造業的平均成立年限、大型企業與中小型

企業的比例等多加著墨，並進一步進行分析，或許能對於研究結果

有更多元的呈現。此外，也有與會的學者建議，提報人所提出之各

構念，可以對應到相關的理論基礎。完成提報之後，也有多位學者

對於該論文也提出許多建設性的看法，例如針對不同的產業進行綠

色開放式創新的比較。同場次的提報人，也提出孟加拉窮人銀行的

個案探討，這是十分有趣且務實的議題，從他人的研究中，更能看



到目前自己研究上的盲點，與會學者所提供的建議對於未來我的研

究都非常有助益。會後，與會學者和提報人互相交換研究心得，在

會場中，也遇到泰國法政大學的國際事務副院長Dipendra K C 教

授，目前該學院也積極拓展永續發展等相關議題，期待未來能在研

究上相互交流，我也著實獲益良多。 

 

二、 與會心得 

感謝科技部所提供的資源，讓申請人得以拓展研究視野，不僅

從過去熟悉的商管領域，探討永續發展之議題，更能從第三部門的

角度，瞭解不同國家，相似領域的學者所關注的議題，避免閉門造

車之憾。在過去參與多場國際研討會的經驗當中，較少遇到這麼多

元化的組成，並從不同領域觀點切入，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分

享對於永續發展議題的不同見地，經由參與本次研討會之後，更瞭

解到目前各國學者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視，且學

術的進展也是令人刮目相看。會後也和多位學者相互交換名片，期

待未來能在學術方面有所交流，而在研討會結束之後，也收到幾封

來自當天交換名片學者的來信，能夠有這樣跨國的機會，應該是來

自於參與研討會的過程中，與各國學者交流後所交互激盪出的火

花。參與國際會議，不但提升了自己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能夠站在

多元的角度思考，提升個人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更讓我看到許多學

術前輩深入的見地，可說獲益匪淺。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is empirical study tests hypotheses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ppropriability regimes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 on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 via the mediator of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ovel construct: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refers to the definition of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from Cheng et al. (2014). Open innovation is defined as a 

process in which companies can combine internal research with external 

knowledge to develop innovation (Cheng & Huizingh, 2014). This study 

utiliz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explore hypotheses. There 



were 190 valid questionnaires in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all of the hypotheses are supporte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onger duration of the green project is, the 

stronger green performance i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gree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 green 

projects 3 years and above are stronger than for those with projects less 

than 3 years. When engaging in longer green projects,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aiwan are likely to possess stronger green performance. 

 

四、建議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是研究交流的絕佳時機，並了解自己領域

中目前專家學者關注的議題，希望未來科技部能夠繼續支持國內學

者參加此類學術會議，除了可加強在研究主題上的知識吸收外，更

可提升研究的層次，增進未來投稿國際期刊的接受率。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與會證明一份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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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ng*, Ching-Hsun (2018). How
to enhance green service and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oles of inward and outward
capabilit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5(4), 411-425. (SSCI)
(Impact Factor = 4.918) (MOST 103-
2410-H-032-072-MY3, MOST 106-2410-
H-003-141-SS2)

研討會論文 2

2019年度參與的研討會為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Sector Research
(ISTR)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本研討會聚焦在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第三部門意指除
了第一部門（如政府單位）、第二部門
（如：企業私部門）之外，非政府單位
，也非一般民營企業的事業單位，如社
團法人、財團法人、基金會、非政府組
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等，都
屬於第三部門的範疇，通常而言，第三
部門意指能達成社會公益目的之組織
，該研討會的議題包括商管、企業倫理
、公共行政、社會企業等研究主題。
ISTR是一個聚焦在第三部門，跨國性的
學術社群，在非洲、亞太地區、歐洲
，以及拉丁美洲都有分支機構，每兩年
會舉辦全球性大規模會議，也會在各區
舉辦地區性的會議(regional
conference)，目前也有一本SSCI等級的
學術刊物。這次研討會由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and Philanthropy)
與泰國國立發展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所共同主辦，敬
珣近年研究專注於永續發展相關領域
，就研究廣度而言，參加此學術研討會
，能順利拓展研究視野，並提升對於近
年熱門主題之瞭解。

國際研討會
1.Chang*, Ching-Hsun, and Chen, Yu-
Shan (2019). How to enhance green
co-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ISTR)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July 15-
July16, Bangkok, Thailand.
2.Chang*, Ching-Hsun, and Chen, Yu-
Shan (2018). Why go green? an
empirical study of green motive.
Japan Forum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JFBS) 8th Annual Conference 2018,
Sep 6- Sep 7,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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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為發表於科技部管理一學門推薦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之文章：Greenwash and green trust: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green consumer confusion
and green perceived risk，本研究獲頒Emerald
citation of excellenc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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