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夥伴

採購夠簡單
探索採購部⾨如何善⽤創新科技，將流程化繁為簡

供應鏈風險宏觀看
作者：Lindsay Clark

供應鏈是每個成功企業的幕後功⾂。比如說，全球
市值最⾼的企業 - 蘋果公司，促成蘋果如此成功的
關鍵因素之⼀，無疑是有效地將產品製造流程外包
⾄亞洲的策略。

主要風險來源：
Ⅴ 隨著企業委外功能不斷增加、全球供
應鏈的擴展、各國變動的法規以及品
牌名聲等多重因素，使得供應鏈管理
的業務⾯臨重重風險。

企業委外製造不僅包含流程轉移，也包含了「價
值」轉移。隨著全球供應鏈流程越複雜、越發
散，供應鏈的管理以及價值傳遞顯得更難以預
測、易疏於掌控。
全球供應鏈⾼度發散的情境下，跨國營運風險除了
需考慮傳統的營運、連續性與成本因素外，連帶也
需要考量到企業倫理、綠⾊經濟及法律等風險。

Ⅴ 若疏於進⾏風險評估，可能會遭逢的
風險：品牌形象受損、增加額外成
本、供應鏈斷鏈，甚⾄導致營收降
低。
Ⅴ 採購部⾨需要⼀套整合、宏觀的系統
視⾓，⿃瞰當前供應鏈⾯臨的風
險。由於供應鏈牽涉了龐⼤、複雜的
商業網路，其中包含各種零碎且四散
的數據孤島，甚⾄會混雜過時、衝突
的情況。

Forensic 風險評估聯盟的共同創辦⼈ Toby Duthie
說道：「任何企業都該審慎評估潛在合作夥伴的投
資風險，執⾏穩健且合規的計畫。倘若企業沒有做
到以上兩點，恐怕如同將⾃⼰暴露在痛失豐厚利
潤、毀壞企業形象的風險當中。」

Ⅴ 採購部⾨在考量供應鏈風險時，除了
⼀級供應商的風險外，也應當將
⼆、三級合作的風險納入考慮，通盤
計算整體供應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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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對⼤⻄洋兩岸的企業來說，賄賂的相關法律規範相當具有
風險性。「並不是只有企業內發⽣的賄賂情況才會被關注」Duthie 說
道。「當您的第三⽅合作供應商夥伴發⽣這樣的情形，您依然會受到
相當⼤的影響。」
「對此，眾多企業開始針對各⾃供應商基地進⾏查證，除了價格、品

‘‘

質、地理位置外，必須追求更⾼⽔準的把關。為了有效奠定成功的基

企業紛紛開始導入更
強⼤的商業模式，
幫助企業擁有透明的
數據資訊與最佳實踐

⽯，全球資訊透明度是相當重要的，導入⾼度安全且強健的商業模式
是強⽽有⼒的⼿段。」他補充道。

是合作網路，還是風險網路？

規避風險

許多企業致⼒於訂定法律規範防⽌下列情況發⽣：採⽤

Elkington 提到⼤部分的供應鏈風險管理⼈員僅聚焦

爭議性來源的原料、童⼯議題、嚴峻⼯作環境以及環境

於財務、產品品質、交付能⼒、關鍵效益等指標上進

破壞等。在供應鏈流程中，倘若企業能有效杜絕上述情

⾏審查。「雖說風險來⾃四⾯八⽅，但這麼想往往被

況的濫⽤，不僅可以達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之外，更

認為是後⾒之明。」他這麼說。

能塑造優良的品牌形象。

然⽽，我們發現越來越多企業在選擇供應商時，開始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評估主管 Matt Elkington 認

將更廣泛的潛在風險因素納入考量。比如：這麼做有

為全球化的委外服務以及境外⽣產兩項⼤趨勢，讓供應

沒有可能影響到企業社會責任（CSR）策略？這樣會

鏈得以加速延伸擴展，同時，企業也開始將⽬光移

不會損害企業形象 損害？

向「精實⽣產」，盡可能提升⽣產效率及利潤。

「我們發覺數間企業開始將這些思考點納入供應商評

「然⽽，這兩項趨勢（委外服務全球化、境外⽣產）不

估的流程中，但是距離決策董事的層級還有⼀段距

僅可能提升更多成本，甚⾄讓整體供應鏈更脆弱，必須

離。」Elkington 這麼說。 這項議題應該付諸「持

同步考量如總體環境變動、地理位置及各地法律等因

續」實⾏，⽽非⼀次到位的單點思考。

素。」Elkington 如此補充到。

多倫多道明銀⾏採購經理 Michelle Albanese 這麼

「綜合前述，加上國際採購的天性及多階層供應鏈的架

說： 「這樣的轉變顯然需要持續的監控與評估，⻑

構，形成了相當複雜的分⼯，不可避免地產⽣諸多管理

遠的看，如果越來越多供應商願意為了符合標準⽽不

風 險。」

斷增進⾃⼰的能⼒，最⼤的附加價值其實將回饋於整
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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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阻礙
蘇黎世保險公司全球供應鏈主管 Nick Wildgoose 提及，即便
採購部⾨中不同的團隊可能會分別進⾏風險調查，多數時候他
們並不會共享這些資訊。
「Dun ＆ Bradstreet 指出，許多公司會針對供應商財務狀況
進⾏評估，並認為這就是供應鏈風險管理的範疇。然⽽，法律
風險或勞⼯等相關主題卻疏於討論。顯然⽬前企業仍⽋缺統籌
思考的概念。」Wildgoose 說道。
當眾多專業的團隊各⾃採取風險控管的⼿段，其實很容易產
⽣「穀倉效應」。⾔下之意，很可能發⽣各部⾨僅專注於⾃⾝
盈虧，⽽忽略了公司整體利益。穀倉效應下可能產⽣錯誤、不
完整或是過時的供應商數據，卻沒有相對應責任歸屬團隊在背
後處理。
多階層供應商=多階層風險
蘇黎世企業永續研究機構針對 500 家跨國企業進⾏調查發
現，74% 的企業在過去⼀年中產⽣供應鏈斷鏈的問題。過半
數企業表⽰，這些斷鏈的合作對象甚⾄是⾃⼰的⼀級供應
商。其中有 31% 的企業甚⾄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個環節。
「很多時候企業內部的採購團隊只關⼼⼀級供應商，卻疏於評
估第⼆、三級的合作夥伴，其實斷鏈的情況並不僅發⽣於⼀級
供應商⾝上。」Wildgoose 補充，企業應該要將⼆、三級合
作夥伴的風險納入評估範圍。

‘‘

專業團隊各⾃採取
風險控管⼿段，易
發⽣「穀倉效應」
僅專注各⾃部⾨⽽
忽略公司整體利益
的情形

採購顧問 State of Fux 創辦⼈暨董事⻑ Alex
Day 也提到，企業採購同仁此時更該注重供應
鏈本⾝的潛在風險。「比如，合約期限的⻑短
可能在風險上有正⾯及負⾯的解讀。採購所衍
伸出的種種問題常常是被忽略的。」
有些供應鏈系統可以讓企業更全⾯的評估風
險，「我們使⽤這些系統來管理合作夥伴關
係、績效表現和風險。」 全球供應鏈的風險來
⾃四⾯八⽅，若要降低這樣的風險則需要相當
規模的應對策略。
其中⼀項⽅式，以整合式的系統軟體彙整供應
鏈端到端的風險資訊，從⽣態系的維度統籌管
理。當然供應鏈中依然有諸多利益關係⼈、複
雜的組成元素，突發的風險依然存在。
然⽽，端到端的整合除了能降低風險發⽣
率，還可以讓企業上下擁有⼀致的業務⽬
標，⿑⼼向前共創價值。

最後他總結道，「應該將採購看做是⼀個影響層級更廣泛的業
務，也因此需要更周全的通盤考量，想想當公司最有價值的產
品遇上供應鏈斷鏈或是供應商不法⾏為的情況，你要付出的代
價已經不只是利潤受損，⽽是品牌名稱受損的慘痛代價。」

欲瞭解更多採購知識，歡迎點擊右⽅箭頭取得電⼦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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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介紹
SAP Ariba® 提供全球級數位採購平台，在採購到付
款的流程間創造百萬名購買者與供應商之間的無障礙
貿易。與 SAP 解決⽅案串聯後讓企業跟貿易夥伴的
協作流程化繁為簡，從⽽制定出更智慧的決策，在開
放式平台上穩健發展與其他商業夥伴的合作可能。

⽬前有超過 300 萬家企業在 Ariba Network 上進⾏
商業貿易，平台每年的交易規模超過 1.6 兆美元。
造訪官網看更多：www.sap.com/taiwan/ar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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