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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成衣海外製造是台灣成衣產業解決經營競爭壓力與維持競爭優勢的最主

要關鍵。不同經營背景的成衣商，均亟欲於無疆界的投資世界裡，尋找

能夠提昇競爭力的投資地點。現今產業的當務之急，即在於如何整合資

源、克服組織挑戰，在快速轉變的潮流當中，建構具前瞻性及競爭力的

經營方針，達成攻克全球市場的目標。 研究針對台灣成衣業四種不同經



營背景的中小型公司，以成衣貿易實務及委外生產實際經驗為研究基

礎，進行個案研究，同時採取跨個案比較，並以實際參與觀察、直接觀

察、深度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探討成衣海外製造組織置身於多元複

雜環境與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中，如何因應各種嚴峻挑戰，並闡述企業從

因應各種挑戰的實戰裡，創新價值、建構效能組織。 研究內容係從組織

任務、自主權、當地國社會文化制度、語言溝通、罷工事件、再委外代

工、當地國政商關係、組織文化認同、員工流動率、行銷策略等議題進

行個案研究與對策分析。經由數個經營背景不同成衣商的跨個案比較，

研究發現不論個案公司經營背景為何，成衣海外製造所面臨的組織挑戰

內容與衝擊程度並無明顯差異。克服挑戰的主要關鍵在於共識的建立，

當中包括企業經營高層與海外經理人、企業組織與海外組織、海外經理

人與當地國組織成員相互之間的共識，而共識程度和海外組織經營與管

理效能，則存在著相輔相成的正向關係。 研究進一步發現，在組織任務

執行與自主權方面，完成任務為首要考量，分層授權範圍不可只及於外

派的高階經理階層，也應擴及於海外組織內多國籍管理階層；在因應當

地國社會文化制度、語言溝通的實務做法上，應尊重當地國制度；在避

免罷工事件、降低員工流動率及防止再委外代工弊端方面，端視組織分

工制度是否採行透明化運作；在積極培養當地國政商關係與執行行銷策

略的同時，必須遵守當地國法律。整體而言，海外組織的分層授權程度

愈澈底，利益分配愈公平透明化，愈能健全海外組織的效能與發展。 本

研究發現與最後結論建議，除了給台灣成衣企業面臨海外製造組織挑戰

時提供因應對策參考外，也為成衣海外製造組織挑戰的前因理論，開拓

新的研究視野及發展後續理論。  

摘要

(英) 

Oversea manufacture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aiwan clothing manufacture to resolve 

pressures of competitio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No matter what 

backgrounds the enterprises are from, all desire to seek for the best investment 

location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most urgent matter for the 

clothing manufacture is to consolidate resources and to overcom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s in the rapid changes of time. By doing so, the 

enterprises can construct a competitive foresigh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lobaliz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four backgrounds of middle size clothing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case studying of trade and 

experiences of outsourcing, adopting comparisons of various cases through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earch explores how 

oversea clothing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deal with challenges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surround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ow the enterprises establish 

values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s by dealing with challenges. The case study and 

strategy analysis are supported by the discussions of missions of organizations, 

decision-making power, local culture and society, turn-over rate,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Through the comparisons of multi-cases in various backgrounds of 

Taiwan clothing mercha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ypes of challenges that the 

enterprises face and the degree of the impact that the enterprises receive are no 

different. The critical factor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s consensus, including 

between high level management and dispatching mangers, between the head office 



and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between dispatching managers and local employees. 

The consensus deeply impacts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There is a positive 

affection between consensus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further finds that in 

respect of missions of organiza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the priority for 

the organization is to complete missions. The authorization cannot focus on the 

dispatching managers; the enterprises must also authorize local secondary 

management. In terms of accommod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social society, the 

enterprises must respect 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ir systems. To avoid industrial 

actions, high turn-over rate, and outsourcing faults, it relies on transparent 

operations. To maint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so to execute 

marketing strategies soundly, the enterprises must comply with local regulations. 

Overall, more specific authorization and fair distributions of profits are, more 

growing organization could be. The research and the conclusions offer a reference 

for Taiwan enterprise when they face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ing oversea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 also intends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and a guild for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 challenges of oversea clothing 

manuf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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