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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暨研究動機 

隨著資訊科技不斷進步，以及自由化、國際化之衝擊，企業所面臨之

競爭日益激烈；在今日快速變動的環境當中，管理大師麥可‧波特主張，

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於差異化的競爭策略，為求永續經營與成長，企業必

須以策略思考為基礎，尋求差異化定位，持續累積其核心競爭優勢。在過

去數十年間，策略發展領域之相關研究不斷，各種創新的策略理論及商業

模式亦不斷被提出並探討；在現今多變的競爭環境下，亟欲尋求未來安身

立命的生存空間、創造獨特而難以取代之顧客價值之企業，莫不致力於追

求有別於競爭對手之差異化策略。 

嚴謹的策略規劃及創新的策略思維對於企業長期生存之重要性無庸置

疑，然而，一個良好的策略本身並不足以確保企業必定成功：時至今日，

競爭對手之間要分出高下，關鍵往往在於執行策略的能力（Bossidy and 

Ram, 2002）。根據 1999年美國『Fortune』雜誌之調查，有百分之七十的企

業 CEO之所以失敗，並非源自不成熟或不夠創新之策略，而是因為組織缺

乏貫徹策略之執行力1；Niven(2002)亦指出在企業執行策略的過程中，會遇

到相當多的障礙，僅有百分之十的企業，能夠真正將其策略具體落實2。 

究竟企業如何在策略的引導之下，以系統化的方式整合組織運作，快

速發展及執行其策略？Olson and Slater（2002）認為，策略管理之過程包
                                                 

1 Chan, R., and G. Colvin. 1999. Why CEOs Fail. Fortune (June). 

2 Niven, P. 2002. Balanced scorecard step be step: Maximizing performance and maintaining 
results. New York, NY : John Wiley &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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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釐清願景、現況分析、形成策略、策略執行、以及績效評估等五大要素；

為驅動企業有效執行策略，其中最重要、但卻一向最不受重視的，便是以

策略管控為導向之績效評估3。彼得杜拉克亦曾提及，對於企業績效的影

響，極少有其他因素如衡量指標這般重要，但不幸的是，績效指標目前也

正是企業經營管理中最弱的一環。過去一般企業用以衡量營運活動之績效

指標往往偏向財務與成本會計之觀點，如營業額、毛利率、成長率、市佔

率等等，該類指標提供了企業過去表現之相關資訊，但卻無法適當呈現出

企業創造價值之機制，也無法協助企業預測並驅動未來績效，更遑論企業

策略之落實與執行。 

因此，如何連結績效評估，建立一套策略管控機制以具體落實企業策

略，並進一步創造差異化競爭優勢，已成為現今企業經營者所面臨之重大

挑戰；而 Robert Kaplan及 David Norton自 1990年代起所共同提倡之平衡

計分卡，便是面對這些問題時之最佳答案。有別於傳統績效評估制度著重

於財務性指標的層面，平衡計分卡透過財務、顧客、內部程序及學習成長

四大構面及其因果關連，描述企業創造價值之過程，並協助企業尋找驅動

未來績效之關鍵因素，進而將組織整體力量聚焦於策略之執行。Berman

（1998）指出，經由策略圖及因果關係之呈現，企業可瞭解如何獲致策略

性的成功4；Jackson (1999)之研究認為，平衡計分卡能夠藉由績效評估，有

效地將企業策略轉換為具體的行動5；Frigo 及 Krumwiede(2000)探討四家

不同企業之實際應用經驗說明，平衡計分卡制度可以整合企業之不同部

                                                 

3  Olson, E., and S. Slater. 2002. The balanced scorecard,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Business Horizons (May-June). 

4 Berman, S. 1988.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in strategic compensation. ACA News(41): 
16-19. 

5 Jackson, M. 1999.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July):75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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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實踐組織整體目標6：實務上調查亦發現，許多不同型態的組織在應用

平衡計分卡整合其策略管理系統時，亦均已獲得相當良好的成效。 

目前平衡計分卡為哈佛商業評論前五百大企業所公認最具效力之管理

工具，美國『Fortune』雜誌一千大企業中已有過半數的企業導入平衡計分

卡7，近年來在國內亦開始受到企業界相當程度之注意；台灣地區三百家上

市上櫃、公開發行及具行業代表性之國際公司當中，已有 23%之企業著手

導入平衡計分卡、36%之企業正在評估是否導入此制度8。然細究國內實務

界之推行個案可以發現，多數企業所推行之「平衡計分卡」，僅著重於設計

四構面之關鍵績效指標，實為傳統績效管理之延伸範疇，能夠真正融會貫

通其精髓概念、透過平衡計分卡制度充分發揮其策略發展與管控執行之能

力者，仍屬有限9。故本研究擬以國內一採用平衡計分卡整合其策略管理及

績效評估系統之特用化學公司為研究對象，瞭解其推行過程之詳細內容，

以及導入時所遇到之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俾作為個案公司及後續企業

採用平衡計分卡時之參考。 

                                                 

6 Frigo, M., and K. Krumwiede. 2000. The balanced scorecard. Strategic Finance 81 (Jan)：
50-54.  

7 Kaplan, R., and D. Norton. 2001. On balance. CFO  (Feb): 73-77. 

8 本數據係致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為瞭解平衡計分卡制度在台灣之實施狀況，自 2001年
7月間至 2002年 3月所展開之研究調查結果。  

9 于泳泓，2002，從台灣企業成功導入平衡計分卡實例談企業現狀剖析與導入架構檢核，
會計研究月刊，第 198期（12）: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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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暨研究問題 

回顧國內相關論文，多以設計及規劃個案公司之平衡計分卡為主題，

且偏重於衡量指標之設計與選擇，對於平衡計分卡整合企業資源以執行策

略之特質及企業實際導入之過程較少著墨；故本研究擬透過實地觀察及參

與專案之方式，深入瞭解個案公司推行平衡計分卡制度之過程，並引伸下

列研究主題： 

主題一、探討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之詳細內容與步驟 

本研究擬自總公司、策略事業單位及共用服務單位三大層級，詳細介

紹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之詳細內容與步驟： 

一、總公司平衡計分卡 

本研究將分就總公司策略性議題之形成、策略性目標之發展、策略圖

之建立、策略性診斷（水平垂直缺口分析）、策略性衡量指標之選擇、以及

策略性行動方案之設計等六大主題，依序介紹個案公司透過平衡計分卡將

總公司之抽象策略展開至具體策略行動方案之詳細步驟與內容。 

二、策略事業單位平衡計分卡 

策略事業單位之平衡計分卡發展過程可分為下列重點：一、依據各事

業單位所具影響力及部門之定位承接總公司策略性議題，二、根據各部門

單位特色發展其策略目標，三、形成各策略事業單位之策略圖，四、各策

略目標之衡量指標設計與目標值之訂定，以及五、發展各策略目標下之策

略性行動方案；本研究擬以個案公司之特用化學事業部為例，探討策略事

業單位如何透過平衡計分卡之設計承接總公司之策略方向，並具體落實之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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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用服務單位平衡計分卡 

個案公司發展共用服務單位平衡計分卡之重點任務，在於以服務需求

供給對應分析建立與策略事業單位間之服務協議，據以發展共用服務單位

之策略圖，並透過連結計分卡及顧客回饋機制承擔策略事業單位計分卡上

特定目標之績效量度責任，進而獲得回饋資訊；本研究擬以個案公司之經

營管理處為例，說明個案公司以平衡計分卡整合其共用服務部門及策略事

業單位，進一步創造組織綜效之規劃內容。 

主題二、瞭解推行過程所面臨之問題  

相關研究指出，企業在實施平衡計分卡之過程中，可能會面臨組織

面、人為面及技術面之問題（周齊武，Haddad，吳安妮，施能錠，2001）

10。在平衡計分卡初導入之階段較易發生組織面及人為面之問題，諸如專

案團隊之組成、員工主管之參與度低等；設計階段則需克服技術面之問題，

如策略目標與衡量指標之設計等。本研究進行期間為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

分卡之第一年，專案重點主要在於平衡計分卡之規劃與設計及與各單位間

之溝通；因此本研究將承襲主題一之研究結果，檢視個案公司在平衡計分

卡導入及設計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 

主題三、問題解決之道及改進方向之建議  

針對個案公司在推行平衡計分卡過程中所面臨之問題，本研究將參考

相關文獻及個案研究之結果，嘗試提出問題解決之道及改進方向之建議。 

                                                 

10周齊武，Haddad，吳安妮，施能錠，2001，探索實施平衡計分卡可能遭遇之問題，會計
研究月刊，第 183期（2月）: 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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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個案研究之方式進行，以國內一特用化學公司為研究對

象，透過閱讀個案公司資料、訪談相關人員等方式，瞭解其策略方向、組

織結構及營運概況；並於 2002年 3月至 2003 年 5 月間，每週利用二至三

天之時間實際參與專案推行，以深入瞭解個案公司導入平衡計分卡之詳細

過程與步驟，以及推行各階段所發生之問題，並根據個案研究結果，針對

問題提出可行之建議。  

第四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預期達到之研究貢獻，可分為學術與實務兩方面： 

一、對學術界之貢獻 

國內關於平衡計分卡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四構面間指標之選擇與設

定，對於企業界實際導入過程較少涉及；本研究擬深入探討個案公司推行

平衡計分卡之實務經驗，將平衡計分卡的研究領域自理論面之規劃與設計

延伸至企業應用面，以驗證平衡計分卡理論在實務界之應用情形，增加學

術界對實務之瞭解，期能縮短兩者間之差距。 

二、對實務界之貢獻 

平衡計分卡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統性的思考架構及方法，使企業資源與

行動能夠完全聚焦於策略，並透過績效評估之驅動，促使策略具體行動化，

進而轉型為以策略為核心之組織；自 1996年來，國外許多採用平衡計分卡

之企業均已獲致良好成效，此一管理概念目前在國內實務界也逐漸開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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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視；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目前以執行長及高階主管為首，全力推動平衡

計分卡制度，透過探討個案公司以平衡計分卡建構其策略管理、績效評估

系統之詳細過程，將可做為企業界規劃其導入步驟時之參考。此外，本研

究亦詳列個案公司在導入過程中所遇到之問題，並嘗試提出建議與解決方

案，也期望能對個案公司及其他擬導入平衡計分卡之企業有所助益。 

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六章，各章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敘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暨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方

法、研究貢獻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說明平衡計分卡觀念架構，第二節介紹平

衡計分卡實施問題之相關文獻，第三節則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延伸。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個案研究法進行。 

第四章 個案公司 

第一節對個案公司所屬產業進行概況簡介；第二節介紹個案公司

之背景；第三章則說明個案公司平衡計分卡整體專案架構之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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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三節，依總公司、策略事業單位、以及共用服務單位等

三大重點，分別介紹個案公司推行平衡計分卡之詳細過程與步驟、各

階段所面臨之問題，以及本研究所建議之問題解決方案及改進方向。 

第六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包括本研究之結論、限制、建議及未來研究之方向。 

本論文架構，如圖 1-1所示。 

緒論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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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

個案研究結果個案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緒論緒論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個案公司個案公司

個案研究結果個案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 1  論文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