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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 文獻回顧與假說推論 

本研究在於探討國際合資中，影響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

務管理涉入必要性之因素，以及在不同情境因素下，管理機制選

擇之重點。針對本研究目的，在文獻回顧方面，本章第一節將首

先回顧過去研究中有關國際合資之定義與基礎理論(fundamental 

theories)，並針對本研究目的，說明本研究所採行之國際合資定

義與理論。第二節整理國際合資管理之相關文獻，並藉以提出過

去研究之研究缺口，與此缺口在實務及理論上之重要性。第三節

將先探討在組織間的合作中，投機行為之來源，並就本研究之研

究焦點－國際合資之非主導性業務，來說明投機行為之內涵；之

後再說明組織間合作之管理機制，並說明採行管理差距管理、資

訊差距管理，及潛在懲罰力運用理論(VIP 模式)，作為管理機制

之分類架構之主要理由與內涵。最後在第四節中將針對國際合資

之非主導性業務特性、管理者特質與他方母公司外派政策等構

面，推論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之管理涉入必要性與管理機

制選擇之關係，並建立本研究之初步研究假說與研究架構。  

第㆒節 國際合㈾之定義與理論 

一、國際合資定義 

國際合資的定義可先從海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來加以說明。在

國際企業理論中，將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分為合資、購併、新設 (greenfield)等三種形式，

其中合資或購併之對象通常為地主國之企業，亦即該合資或購併

實指國際合資或國際購併。而上述三者主要差異之一便在於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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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直接投資企業之所有權結構與是否為一新的組織實體 (如表

2-1-1)。其中國際合資代表了一個新成立的組織實體，但股權是

由多家企業所共有；國際購併則表示該投資標的通常為既有企

業，而股權上可為獨資(完全購併)或合資(部分購併 )；新設則代

表了一個由外國母公司所獨資成立之嶄新的經濟實體。 

表 2-1-1 海外直接投資形式之差異 

FDI 方式 股權 成立新個體 
合資 共有 是 
購併 共有或獨有 否 
新設 獨有 是 

過去學者對國際合資有不同的定義。Auster (1987) 將國際合

資定義為，由至少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母公司所成立的一個法定

獨立組織；Shenkar & Zeira (1987) 延伸合資的觀念對國際合資

提出一較為嚴謹的定義為：國際合資是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由

兩個以上的母公司各自擁有部分股權，其中至少有一母公司在該

合資企業營運所在國(地主國)之外，且該合資企業是由這些彼此

獨立的母公司所共同控制；Geringer & Hebert (1989) 則採取較為

寬廣的定義，認為合資包含了兩個(含)以上的母公司，每一母公

司均積極參與該共有企業之決策活動，若至少有一家母公司之總

部是位於該合資營運所在國之外，或是該合資企業在一個國家以

上有顯著的營運活動時，則稱為國際合資； Inkpen & Beamish 

(1997)與謝文雀(1992)則定義國際合資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

織(母公司)所共同成立的獨立組織實體，而其中至少有一母公司

之總部位於營運所在國以外；林麗娟(1995)則將股權的觀念融入

合資的概念中，並強調合資夥伴來源國的差異性，認為國際合資

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共同投資，在這些投資者中，至少有

一公司的總部位於合資事業所在地以外的國家，並且至少兩個不

同國籍的母公司擁有此國際事業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權；吳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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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則將共同決策的觀念納入國際合資的定義中，認為國際合

資必須有兩個以上的母公司所組成，且各母公司均參與該企業之

決策活動。茲將各學者對國際合資之定義整理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 國際合資定義 

學者 強調構面  國際合資定義 
Auster 
(1987) 

新個體 
母公司國籍  

由至少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母公司所成

立的一個法定獨立組織。  
Shenkar 
& Zeira 
(1987) 

新個體 
共有股權  
總部位置  

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由兩個以上的母

公司各自擁有部分股權，其中至少有一

母公司在該合資企業營運所在國 (地主
國)之外，該合資企業是由這些彼此獨立
的母公司所共同控制。  

Geringer 
& Hebert 

(1989) 

決策權 
營運活動  

兩個 (含 )以上的母公司，每家母公司均
積極參與該共有企業之決策活動，若至

少一家母公司之總部位於該合資營運所

在國之外，或是該合資企業在一個國家

以上有顯著的營運活動者，則稱為國際

合資。  
謝文雀

(1992) 
新個體 
總部位置  

國際合資乃由兩個法人機構所共同出資

參與經營的獨立事業體，其中一參與公

司的總部位於合資事業所在地以外。  
Inkpen & 
Beamish 
(1997) 

新個體 
總部位置  

國際合資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

(母公司 )所成立的一個組織實體，其中
至少有一母公司之總部位於營運所在國

以外。  
林麗娟

(1995) 
新個體 
總部位置  
股權比例  

國際合資乃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所

共同投資，在這些投資者中，至少有一

公司的總部位於合資事業所在地以外的

國家，並且至少兩個不同國籍的母公司

擁有此國際事業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權。 
吳青松

(2002) 
總部位置  
決策權 

兩個以上之法人機構 (母公司)，對於一
共同擁有的實體機構參與決策活動，其

中至少有一母公司為海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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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過去學者對國際合資的定義，其所強調之內容含括了母

公司的個數、母公司國籍、是否成立新個體、母公司總部位置、

股權比例、決策權等。本研究參酌上述學者對國際合資的定義，

並配合研究上強調跨文化與跨國界的考量，將國際合資定義為：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組織(母公司)所共同投資，在這些投

資者中至少有兩家擁有實際的決策權(持股比例 20%以上)，且其

中至少有一母公司的總部位於合資事業所在地以外的國家」。  

二、國際合資理論基礎 

近年來，策略聯盟與合資等組織間合作的議題已廣泛應用在

國際市場上，且有逐年快速增加的趨勢(Tallman, 1999)，相關研

究亦有長足的進步，並累積極為可觀的研究成果。由於動機的多

樣性，組織間的合作關係常具有多種不同的面向，在理論基礎上

亦有諸多互補的理論，就各種不同觀點來加以討論與詮釋，其中

交易成本理論、代理理論、策略行為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組織

學習理論為最主要的基礎理論。由於本研究係以學習與防衛投資

的角度，針對國際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要性與管

理機制作為探討主軸，因此在本小節中，除就上述基礎理論進行

探討外，另加入組織承諾的觀點來說明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

務管理者的衝突性忠誠(conflicting loyalties)現象。本小節將依次

就上述各理論基礎來說明各理論對國際合資的觀點。  

(一) 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著重以經濟面角度來分析組織疆界的問題，該

理論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統治模式，廠商的存在是因市場失

靈下所衍生的次佳解，且廠商的規模會依其管理與市場交易所須

成本而定，這些成本包含了搜尋相關生產要素或商品資訊的成

本、協商與訂約成本、監督契約執行成本等，通稱為交易成本，

廠商乃因應此交易成本而產生，組織模式的選擇是因該模式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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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所組成的總成本極小化 (Kogut, 1988b)。 

交易成本的觀念經 Williamson (1975, 1985) 加以整合，成為

組織與經濟領域上重要的理論。Williamson 認為市場失靈的原因

在於人性面(有限理性、投機主義)與環境面(不確定性、少數交易

/資產專屬性、交易頻率)的共同影響下所產生，市場失靈的結果

便會造成交易時有交易成本的產生，廠商的存在是因相對於其他

交易協調機制，交易成本最低的統理結構。在國際企業的領域

中，許多學者也依據此理論觀點來說明多國公司的海外市場進入

決策 (例如，Anderson & Gatignon, 1986; Chen & Hu, 2002; 

Gomes-Casseres, 1990; Harzing, 2002; Hennart, 1988; Hennart, 

1991; Madhok, 1997; Yu & Tang, 1992)。 

在國際合資的議題上，交易成本理論是最常被學者引用的理

論基礎之一。過去學者研究指出，當多國公司所需之資源難以透

過市場取得、母公司進行多角化所需產業知識或通路、缺乏當地

市場知識，以及重要資源掌握在當地企業時，多國公司傾向採取

合資的方式進入地主國(Franko, 1971; Hennart, 1991; Stopford & 

Haberich, 1978; Stopford & Wells, 1972; Tsurumi, 1976; Yoshino, 

1976)。Hennart (1988) 以中間財市場失靈的角度切入，提出規模

合資(scale JVs)與連結合資(link JVs)兩種國際合資的形式，來探

討國際合資的起源，是此議題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Hennart 

(1988; 1991) 認為，規模合資起因於多國公司企圖將失靈的市場

內部化，但因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之不可分割性，使得企業將相

關資產完全自有化是較無效率的；連結合資則起因於兩個以上之

中間財市場同時失靈，且此資產具有專屬性與公共財性質 

(firm-specific public goods)，多國公司若購併該資產將有顯著的

管理成本。Hennart (1991) 另提出當交易雙方所提供的互補資產

均不具有市場性(non-marketable)，且該資產規模不大並與組織具

有不可分割性時，多國公司會採取合資方式將資產內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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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合資的管理議題上，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認為合資提

供了一個妥協的契約協定，可以降低彼此不信任的影響，亦即在

共享股權的情境下，企業可因共有股權而共享資產的剩餘價值並

共負盈虧，而此剰餘價值則可視為一抵押品(hostage)，藉以降低

彼此的投機行為，進而降低交易成本 (Buckley & Casson, 1988; 

Hennart, 1988, 1991; Kogut, 1998b)。基於此理論的解釋，多數股

權的一方可對合資的營運擁有較高的控制權，因此股權與控制權

相符的國際合資是較有效率的(Lee, Chen & Kao, 1998)。 

由於交易成本認定交換(exchange)為人類之基本行為，並以

有限理性與投機主義為基本假設，較趨近於企業活動的事實，所

以在企業管理理論之應用與發展上較其他經濟理論更具潛力，然

其靜態分析的侷限性也常被學者指出(Buckley, 1983; Buckley & 

Casson, 1981; Ghoshal & Moren, 1996; Hill & Kim, 1988; Nicholas, 

1983)。此外，交易成本理論僅解釋了合資存在的理由，卻不能

解釋合資企業組織內的困難之處，其後應式(reactive)的觀點並不

能反映出合資企業的全貌(Horaguch & Toyne, 1990)；Donaldson 

(1990)與 Hirsch, Friedman, & Koza (1990)都指出，交易成本理論

的經濟模式僅能解釋個別經濟行動的形態，以及投機者去追求本

身的淨利益，而無法解釋其他管理行為上的問題，亦不涉及合資

後的組織運作與管理。  

(二) 代理理論 

代理理論起源於經濟學家對介於個人或群體間風險分擔的

現象的探索(例如，Arrow, 1971; Wilson, 1968)，結果指出風險分

擔的問題係起因於合作的當事者對風險所持態度的差異。代理理

論擴展了這些風險分擔的文獻，加入了所謂的代理問題，以「契

約(contract)」為分析單位，在人性(自利、有限理性、風險規避)、

組織 (成員間目標衝突 )與資訊(是一種可購買的商品 )的假設下，

將組織管理的焦點放在管理主理-代理關係的最佳效率契約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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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Eisenhardt, 1989a)。 

代理理論認為，當合作的當事者對目標與分工方式的認知有

所差異時，便會發生代理問題。更詳細的說，代理理論被應用於

無所不在的代理關係之中，此關係代表著由一方(主理人)授與工

作給另一方(代理人)，再由代理人來執行此工作。由於代理理論

的基本觀念是從主理人的角度出發，故也引來一些不同的意見，

例如 Perrow (1986) 便批評代理理論不切實際的傾向主理人，而

忽略了對工作者(代理人)的潛在開發。  

在國際合資管理上，代理理論視母公司與國際合資企業為主

理人與代理人關係，著眼於母公司(主理人)的觀點，探討在自利

動機下，主理人如何管理此關係以使代理人的行為符合主理人的

利益(Jensen & Meckling, 1976)。其結論與交易成本理論相似，交

易成本理論建議，母公司應對國際合資企業進行控制以確保投資

的資產；同樣的，代理理論也認為，母公司應對國際合資企業的

決策及營運作有效的管理控制，以確保合資管理者 (代理人)符合

母公司(主理人)的利益，而管理機制設計的重要性便是為達到主

理人與代理人目標的一致性(Kumar & Seth, 1998)。 

在國際合資管理的實證研究方面，Johnson, Cullen, Sakano, 

& Bronson (2001) 指出，合資企業對母公司的依賴會使得母公司

有更大的權利與控制力，母公司更可能在雙方關係中採取更高的

支配地位，而採取更直接的控制機制。Kumar & Seth (1998) 則

認為，為提高主理人與代理人目標的一致性，在國際合資管理機

制上可採誘因設計、董事會結構(董監事席次)、董事會的監督(內

部)角色(如執行董事)來達成，其中管理程度與管理成本成正比，

也與收益是呈正向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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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行為理論 

策略行為理論強調企業的行為乃基於策略上競爭地位與利

益的獲取，亦即追求長期利潤的最大化。此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

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交易成本著重雙邊談判問題的分析，而關注

特定交換關係所產生的成本，忽略企業所處之產品或市場的策

略；策略行為理論則關注競爭地位是如何影響企業的資產價值 

(Kogut, 1988b)。雖然策略行為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所著重的經

濟觀點不同，但學者指出此兩者實為互補性而非替代性 (Kogut, 

1988b)。 

在此觀念下，策略行為理論認為國際合資的主要目的在於阻

止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降低地主國政府限制，或是削弱競爭者的

競爭優勢，故可視為一種規避策略不確定性下之防衛性投資。

Vernon (1983) 便提出，合資是一種防禦性的投資，尤其在中等

集中度的產業，廠商間因相互依賴而有整合性利益，又因結盟不

易形成，合資即成為較佳的選擇。因此，就策略行為的觀點而言，

廠商合資的動機是為與其他競爭者相互勾結，以強化本身在市場

的競爭地位，進而達到長期利潤的最大化(Contractor & Lorange, 

1989)。當然，並非所有廠商間的勾結行為都會損害社會福利，

當雙方合作可以產生足夠的網路外部性時(例如通訊技術的相容

性，合資有助於技術標準的發展)，則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並促進

最終產品市場的品質，此可避免重複性的浪費，反而有助於社會

福利的提升(Kogut, 1988b)。 

(四) 資源依賴理論 

資源依賴理論的基本觀念來自於 Selznick (1949)，爾後經

Emerson (1962) 與 Blau (1964) 等學者的進一步闡述，提出組織

間聯盟是一連續性的交易程序，源自這些交易與此合作組織間所

創造的互賴，將形成各參與組織間的權力關係。此觀念後經

Thompson (1967) 及 Zald (1970) 等學者的不斷發展，至 Pfef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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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ncik (1978) 將此觀念發揚光大，成為策略與組織之重要理

論。資源依賴理論主張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沒有組織可以完全

自給自足，組織必須與外界組織建立連結關係，以取得所需資

源，當組織所需之重要資源被其他組織所控制時，組織必須藉與

其他組織建立關係，以降低資源稀少的危機(Pfeffer & Salancik, 

1978)。 

資源依賴理論著重在關鍵資源提供者間權力關係的管理上

(Pfeffer & Salancik, 1978)。在合資的觀點上，Aiken及 Hage (1968) 

認為合資是組織對資源的需求，它創造了組織間的互賴關係。雖

然合資形成了組織間的連結，但隨著連結的加深，也同時喪失了

相當程度的自主性。Pfeffer 及 Nowak (1976) 則認為合資是為了

管理組織間的互賴關係，而形成連結，此連結可分為同一產業間

水平式的競爭性互賴(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與不同產業

間垂直式的共生性互賴(Symbiotic interdependence）兩種。競爭

性互賴的目的在於降低競爭性；共生性互賴的目的則在於彌補組

織技術上的不足，而透過和其他組織的連結來進入市場。 

對國際合資管理機制而言，資源依賴理論認為管理機制的設

計是為達到獲取合資成功所需必要資源的影響力或權力。從實證

的觀點來看，Kumar & Seth (1998) 研究結果便發現，組織間的

策略互賴性愈高，其連結活動愈高。Johnson et al. (2001) 則以此

理論觀點推論，當母公司提供關鍵性資源給合資企業時，母公司

將在母子關係中獲取更顯著的影響力，因此在國際合資管理上將

會採取更直接的管理控制機制。  

(五) 組織學習理論 

組織學習理論跳脫了經濟範疇，認為隨著全球市場整合所帶

來不斷增強的競爭環境，組織必須不斷提升其能力，以確保生

存、獲利與成長，其中知識是企業競爭最重要策略要素(Arg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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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am, 2000)，也是企業的基礎，企業必須盡其所能地尋求獲取

所需知識的方法。在這個觀點下，有些知識是無法從市場或契約

獲得，Polanyi (1967) 稱之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該知識

之所以不易獲得並非市場失靈或高交易成本，而是這些知識已深

植組織內。因此，為了獲取內隱知識，即使是與夥伴合作的成本

可能高過其他生產方式，廠商基於獲取策略性資源或能力的考量

下，也不得不選擇如策略聯盟或合資等合作模式。因此，組織學

習理論認為，當合作的一方或雙方希望能得到對方的內隱知識，

或任一方希望能夠透過他方的知識或成本優勢，來維持組織能力

時，廠商會傾向採取合資方式。  

由上可知，組織學習理論認為合資在於學習另一組織的知能

(know-how)及藉著學習另一方的卓越技術，以維持從事特殊活動

的能力，故合資是獲取知識的重要工具 (Inkpen, 1995; Kogut, 

1988b; Lyles, 1988)。過去研究指出，國際合資是一個處理全球性

競爭與快速技術變革的有效工具 (Contractor & Lorange, 1988; 

Gomes-Cassers, 1989; Perlmutter & Heenan, 1986; Root, 1988)，組

織學習也是企業成立國際合資的主要動機之一 (Hamel, 1991; 

Inkpen & Beamish, 1997; Kogut & Zander, 1992)。Doz & Hamel 

(1998, p.52)更指出企業間的合作(如策略聯盟或合資)是企業快速

獲取與運用新技術的最佳方式；Inkpen (2000) 則認為，合作夥

伴可從一起工作與學習之中獲得此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

之價值與利益。  

在國際合資管理上，Makhija & Ganesh (1997) 認為合資的控

制程序會影響夥伴間的學習，主張適切的管理控制是產生學習的

根本。Tsang (2002) 透過 162 家中國與新加坡及香港國際合資的

實證研究發現，監督與管理涉入是企業獲取知識的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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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組織承諾理論 

組織承諾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代表個人對特定組織

的認同或投入(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 1974)。在組織

行為的研究中，組織承諾的研究乃針對員工與組織間的互動本質

進行討論，著眼於員工與組織間的連結關係與強度。組織承諾議

題的研究初期主要探討員工的行動承諾(commit to behavior)，係

指行動者為解決行動與態度的不一致，而產生的合理化反應。如

Becker (1960) 的附屬利益理論(side-bet theory)，該理論強調成員

對組織的承諾強度會隨個人在組織中的附屬利益(side-bets)或投

資(investment)的累積而增加。但由於此一論點可能忽略了個人的

內在歷程，故後續學者乃加入情感面，而將組織承諾分為持續承

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與情感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兩

大內涵來加以討論(註一)。以下將針對這兩種組織承諾類型分述

如下。  

1.持續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 

Becker (1960) 就經濟理性的角度，探討組織對員工的附屬

利益 (side-bets)，認為組織承諾與個人對組織所投資的價值有關 

(如時間、努力、金錢等)。當個人所認知到離開組織時，這些附

屬利益將失去或嚴重貶值，或找不到可替代或彌補過去的投資

時，會提高該成員對組織的承諾水準。Kanter (1968) 認為持續

承諾是個人認知留在組織內有其可預期的利益，而離開組織必須

付出代價，因此產生對組織努力的合理化反應。  

2.情感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 

情 感 承 諾 係 指 成 員 對 組 織 的 心 理 依 附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這種依附使得個人會對組織的目標產生認同，進而

內化組織的價值觀，並會以身為組織成員為榮 (O’Rei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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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man, 1986)。Sheldon (1971) 認為情感承諾是成員對組織的

一種態度或取向，使得個人認定 (individual identity)能依附在組織

認定(organization identity)上，或與組織認定產生連結。Hall 等學

者便認為情感承諾是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逐漸整合或趨於一致

的過程(Hall, Schneider, & , Nygren, 1970)；Porter 等學者則針對

情感承諾指出，組織承諾是成員在態度上相信且接受組織的目

標、價值觀、及經營理念，在行為上願意努力達成組織目標，在

動機上有強烈保有組織身份的慾望 (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 1974)。 

回顧過去之研究顯示，高階管理團隊的組織承諾對組織的生

存與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影響(Perrow, 1986; Selznick, 1957)，在合

資企業中亦同，Inkpen & Beamish (1997, p.173) 便主張，國際合

資高階管理團隊之組織承諾對各母公司目標的達成有顯著的影

響。過去研究發現，個人不僅可同時對多個組織承諾，且對各別

組織所展現的承諾程度會有差異(Fukami & Larson, 1984; Gordon 

& Ladd, 1990; Tuma & Grimes, 1981)，Johnson (1999) 稱此為衝

突性忠誠現象(conflicting loyalties)。實證研究顯示，在國際合資

企業中，高階管理者經常是由各方母公司所選派，國際合資的高

階團隊成員經常面臨來自各母公司與合資企業本身等多方面的

壓力，在不同組織文化與合資目標下，此一衝突性忠誠的現象將

更勝於一般企業(Johnson, 1999)。 

(七) 小結 

縱上可知，就理論基礎而言，國際合資管理議題可由交易成

本、代理理論、策略行為、資源依賴、組織學習，以及組織承諾

等理論來加以詮釋。各理論雖然對合資行為的解釋有些許重複的

論點，也難免遭受一些學者的批評，但各理論對合資的解釋實為

互補性的，以呼應合資的多面向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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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理論中，交易成本以經濟理性的角度，視國際合資為

解決市場失靈與科層無效率下之有效方法，以迴避少數談判的交

易情境，強調組織可藉由聯盟以降低營運活動之交易成本 

(Williamson, 1975)；代理理論結合了經濟與行為的觀點，強調管

理面，著眼於從母公司(主理人)的觀點，探討在自利動機下，主

理人如何管理此合作關係，使代理人的行為符合主理人的利益；

策略行為理論則以策略面的角度，強調透過合資可創造並維持企

業的競爭優勢或市場力 (Barney, 1991；Ohame, 1989；Grant, 

1991)；資源依賴理論則從組織外部控制的觀點，主張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沒有組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為取得資源，組織必

須與外界環境建立連結關係，而當組織所需之重要資源被其他組

織所控制時，組織必須藉與其他組織建立關係，以降低資源稀少

的危機(Pfeffer & Salancik, 1978)；組織學習理論則以知識基礎的

角度，強調組織間知識的移轉，認為經由國際合資可以有效進行

組織間內隱知識的學習與移轉 (Kogut, 1988a；Hamel, Doz, & 

Prahalad, 1989)；組織承諾理論則從經濟理性與情感依附角度，

強調了國際合資企業高階管理團隊的衝突性忠誠現象。茲將相關

理論所探討的焦點及有關國際合資管理之主張彙整於表 2-1-3。 

上述理論基礎大多解釋了國際合資的動機與管理目的，本研

究乃關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之管理，由於非主導性業務經

常是滿足我方母公司學習動機之所在，也具有較高的潛在投機空

間，會使我方母公司陷入較高的投資風險之中。從實務的觀察得

知，為確保合資利益，我方母公司並不會也不應該對合資中之非

主導性業務，採取放任或完全信任政策而不擬定任何管理機制，

有時對非主導性業務的關心程度甚至大於主導性業務。因此，為

配合本研究之焦點，在理論基礎方面，則強調國際合資中之防衛

投資(safeguarding investment)與學習之觀點，亦即以交易成本理

論、代理理論、組織學習理論，以及組織承諾理論作為探討非主

導性業務管理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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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各基礎理論對國際合資管理的看法  

基礎 
理論 

主要學者  
(年代) 

討論焦點 合資動機  
之詮釋 

合資管理 
之目標  

交易

成本

理論 

Williamson 
(1975; 1985) 
Hennart 
(1988; 1991) 

效率組織模

式 的 決 策

(經濟面) 

中間財市場失靈

下，總成本(生產
成本+交易成本 )
最低的統理結構 

降低投機行為、

保障交易 

代理 
理論 

Eisendardt 
(1989a) 

管理主理 -
代理關係的

最佳效率契

約 之 決 策

(經濟面、行
為面) 

- 

提高主理人與代

理人目標的一致

性，使代理人之

行為符合主理人

利益 

策略

行為

理論 

Kogut 
(1988b) 

獲取競爭地

位 與 利 益

(策略面) 

為 一 防 衛 性 投

資，以規避策略

的不確定性 

獲取競爭地位與

利益 

資源

依賴

理論 

Selznick 
(1949) 
Pfeffer & 
Salancik 
(1978) 

與關鍵資源

提供者間權

力關係之管

理(資源面) 

資源有限下，彌

補策略性資源或

能力的不足 (共
生性互賴)；  
降低競爭性 (競
爭性互賴) 

獲取合資成功所

需必要資源的影

響力或權力  

組織

學習

理論 

Inkpen (1995) 知識是企業
競爭最重要

的策略要素

(學習面) 

獲取藏諸於合資

夥伴之策略性內

隱知識與維持組

織能力 

提高學習效率 

組織

承諾

理論 

Becker (1960) 
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1974) 

員工與組織

間的互動本

質 ( 經 濟

面、行為面) 

- 

降低合資企業高

階管理者的衝突

性忠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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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節  國際合㈾管理機制 

在組織間合作(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的型態中，

合資因股權上的共有，而具有資產、管理權、控制權共享的特性

(Geringer & Hebert, 1989)，為一種準整合制度(guasi-integration) 

(Williamson, 1985)，此提高了管理與控制上的複雜性。此外，合

資雙方通常有著不同的合資動機，加上組織文化差異與高度互賴

等特性，除提高合資雙方的資訊不對稱，也造成了合資的高失敗

率(Killing, 1983; Kogut, 1989; Yan, 1998)。國際合資企業無疑地

需要各母公司挹注重要的資源，由於包含了兩家以上的母公司，

此組織型式對各母公司而言，將必然伴隨著了一個具有潛在投

機、不確定性與高風險的環境(Johnson, Cullen, Sakano, & Brinson, 

2001)。合資的管理機制可使母公司藉由合資活動與母公司策略

的協調，來創造或維持母公司或合資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過去

研究發現，適切的管理機制的設計與實施是合資成功的重要關鍵

(Killing, 1983; Schaan, 1983; Geringer & Hebert, 1989)。 

在國際合資企業中，所謂管理機制係指任一母公司藉由權

力、職權、經濟誘因、文化等方式，試圖影響該合資企業管理者，

使其行為符合該母公司組織目標的一種程序。Geringer & Hebert 

(1989)指出，合資母公司管理控制應包括下列三個內涵：(1)管理

控制的內容(focus of control)，係指母公司對該合資企業特定領域

之管理；(2)管理控制的程度(extent of control)，係指母公司對該

領域實行管理控制的程度； (3)管理控制的機制 (mechanisms of 

control)，係指母公司對該合資領域所使用的管理方法。為瞭解

過去有關母公司管理之研究結果。本節中將依據上述母公司管理

控制的三大內涵，首先針對多國公司的母子公司管理進行文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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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以瞭解在獨資的母子關係下，海外子公司管理之相關研究與

結論。第二小節中再依同樣架構，就國際合資的情境，進行一系

統性的文獻回顧與整理。  

一、國際企業海外子公司的管理與控制 

在多國企業母子公司的管理上，管理控制可視為母公司經由

權力或職權的行使來達成總體目標的過程。而管理控制的目的則

是為了避免那些因個人特質所造成的行為偏差，並確保個人或群

體的行為符合母公司的既定政策，以期符合母公司的績效預期

(于卓民，2000，p. 203)。此議題包括母公司控制程度的影響因

素，以及母公司管理機制的內涵與選擇，以下將針對此兩大研究

主流加以探討。  

(一)母公司管理控制程度影響因素 

母公司對子公司管理控制程度之觀點，可從多國企業海外子

公司決策自主權的角度來加以說明。決策自主權意指多國企業的

母公司給予海外子公司的決策權限，使其得以較有效率與彈性的

裁決當地事務(Garnier, 1982)。當母公司給予海外子公司的決策

自主權愈高，亦即表示其對該子公司的管理控制程度愈低。  

在影響母公司管理控制因素的研究中，Perlmutter (1969) 提

出母公司管理哲學會影響其對子公司的控制程度與控制機制的

選擇。Perlmutter 將母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導向分為四個種類：

母國導向的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地主國導向的多元中

心 主 義 (polycentrism) 、 區 域 導 向 的 區 域 中 心 主 義

(regiocentrism)，以及全球導向的全球中心主義(geocentrism)。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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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導向對決策權的分配與控制的方式有所差異，一般而言，

母國導向下，母公司對子公司的管控程度最高；地主國導向的管

控程度最低，而區域導向與全球導向則居中。表 2-2-1 說明各種

管理導向對多國企業在組織複雜性、職權、決策權、績效評估與

控制、獎勵、懲罰與激勵、溝通、資訊流、對子公司國籍的認知，

以及人力資源的運用等，來說明不同管理導向的差異。 

表 2-2-1 多國企業總部對子公司的管理導向 

管理導向 企業 
層面 民族中心 多元中心  區域中心  全球中心 
組 織 的
複雜性  

母 公 司 複
雜，子公司簡
單 

視各地方狀
況而異 

區域內高度地
互相依賴  

以全球為基礎
增加複雜性，
並且高度互賴 

職 權 、
決策權  

集中於母公
司 

子 公 司 為
主，母公司
相對較少  

區域性總部很
高，及/或子公
司間高度合作  

全球的總部和
子公司彼此間
相互合作 

評 估 和
控制 

母國標準應
用於人員與
績效 

各地方決定 各區域決定  一般性標準之
小量修改以適
合當地情況 

獎 勵 、
懲 罰 和
激勵 

總部很高，子
公司很低 

各地差異很
大 

對貢獻於區域
性目標者獎勵
高 

在國際和地方
主管達成全球
性目標與地方
性目標時獎勵 

溝 通 、
資訊流  

總部給予子
公司大量的
號令、命令與
建議 

總部和子公
司間，以及
各子公司間
較少溝通  

較少和公司總
部溝通，但區
域內的垂直與
水平溝通的可
能性高 

整個企業在全
球的基礎上，
執行垂直與水
平溝通  

對 多 國
公 司 國
籍 的 認
知 

所有權擁有
者的國籍 

地主國的國
籍 

區域性公司  完全地全球公
司，但以當地
的利益建立識
別 

人 力 資
源 的 運
用 

母國人員發
展為每一地
方要角  

當地國籍人
員發展為地
主國的要角 

區域人員發展
為區域內任何
地方的要角  

世界上任一地
方的最佳人員
發展為任何地
方的要角 

資料來源：Heenan & Perlmutter (1979), 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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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也是影響母公司對子公司控制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

之一，包括母國營運環境、地主國營運環境、母子公司網絡關係

等。例如，Garnier (1982) 即從環境的角度，分析影響多國企業

子公司決策自主權的影響因素，認為現代多國企業總部與其全球

各分支機構間決策自主權的分配，必須能夠反應全球各地營運單

位複雜的情境因素，實証結果發現，活動整合程度、多國企業規

模、子公司銷售產品給各關係事業佔營收的比率，以及子公司由

關係事業購入產品佔營收比率等四個變數，會顯著影響多國企業

海外子公司的決策自主權。 

Prahalad & Doz (1981) 認為，為達整體企業目標，多國企業

總部都希望對子公司的策略目標具有主導性，但隨著子公司的逐

漸成長(包含資源與能力的成長)與子公司營運活動逐漸成熟，子

公司逐漸掌控技術、資本、管理技能及市場的可接近性時，子公

司對母公司策略性資源(如資金、技術、品牌、專利、企業網路

等)的依賴程度將會逐漸降低，而使其擁有較多策略的控制自主

權，此時母公司對子公司的策略控制程度勢必逐漸降低。 

Baliga & Jaeger (1984) 將多國企業子公司間的關係依互賴

程 度 ， 由 低 到 高 共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 庫 集 互 賴 (pooled 

interdependence)、循序互賴(sequential interdependence)、互惠互

賴(reciprocal interdependence)，其中庫集互賴表示各子公司共享

資源但又各自為政；循序互賴表示某子公司的產出為另一子公司

的資源投入；互惠互賴則表示組織內各成員間的相互往來關係密

切，具有雙向的資源流動。子公司間不同的互賴關係將影響母公

司對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互賴程度愈高，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也愈

高。此外，Baliga 與 Jaeger 並認為多國企業海外子公司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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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規模、產業成熟度、母公司經理人對於權力的需求、子公

司遭遇危機，以及子公司績效不佳時，母公司較傾向採取控制程

度較高的中央集權式的階層控制；而當環境愈複雜與多元時，母

公司對子公司的授權程度較大，控制的程度也較低。因此，互賴

型態、環境不確定性、文化相似性則為影響控制機制選擇的三項

主要因素。 

Egelhoff（1984）對歐美多國企業所進行的研究結果發現，

控制型態會受到母公司國籍、子公司規模、子公司年齡、子公司

數目、產業別，以及母公司國際化時間所影響。 Gupta & 

Govindarajan (1991) 則認為，子公司間的知識流動程度會影響母

公司對子公司的管理控制機制。該研究認為，當子公司的知識產

生活動對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重要性不高時，且該子公司並未

大量接受其他子公司所產生的知識時，母公司對該子公司的管理

控制具有以下三種特色：(1)子公司的經理人來自於母公司的比率

較低；(2)母公司對該子公司的預算控制較為嚴格； (3)母公司對

該子公司的績效考核較傾向於結果導向。  

Birkinshaw & Hood (1998) 從網絡理論觀點指出，多國企業

子公司已逐漸從附屬於母公司之地位，轉變為和總部平等地位、

甚至成為領導者。其核心假設有二：(1)所有權優勢並非必然從母

國而來，有可能是子公司自行取得或發展；(2)多國公司可視為鬆

散 連 結 的 實 體 所 形 成 的 組 織 間 網 絡 （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而非階層式整體組織（hierarchical monolith），鬆散的

連結給予子公司必要的自主權，以發展其獨特的資源組合。此理

論觀點反映了許多子公司其實具有多國企業整體所依賴之專業

能力的事實。當子公司增加其獨特資源的存量時，將減少對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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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其企業網絡之依賴，而較能控制自己的命運，也降低母公司

對其管理控制的必要性。Birkinshaw & Hood（1998）並經由多國

企業子公司的文獻探討，歸納出子公司演化的不同觀點，見表

2-2-2。 

表 2-2-2 不同觀點對子公司演化之比較 

觀點 理論根源 子公司演進的
驅動力 

子公司在公司
網絡內的角色 

子公司在地主
國的角色 

產品生命 
週期 

經濟學 

交易成本理論 

地主國的經濟
發展：自母公
司進行技術移
轉 

從屬單位； 
技術移轉的接
受者 

於當地市場製
造 與 銷 售 產
品；運用的角色 

國際化程序 認知與行為理
論 

總部管理的認
知限制；對外
國市場漸增的
承諾 

從屬單位； 
市場經驗投資
的接受者 

學 習 當 地 市
場；建立經驗與
移轉回總部 

網絡觀點 社會學 

資源依賴理論 

透過組織的程
序達成資源成
長；基於對權
力上的責任分
配 

網絡節點； 
所有權優勢的
潛在來源； 
與總部為平等
夥伴 

嵌 入 當 地 網
絡，為影響總部
的來源 

 

決策程序 管理理論 結構系絡的發
展而允許子公
司能力發展 

角色為子公司
結構系絡的函
數；可能為從
屬或對等 

沒討論 

區域發展 經濟地理 

貿易理論 

當地環境成長
與升級，刺激
子公司的發展 

子公司提供接
近當地學習的
途徑 

當地產業群體的
參與者；對當地
經濟發展為積極
的貢獻者 

資料來源：Birkinshaw & Hood (1998), p.776. 

在國內研究方面，廖明坤(2003)從開發中國家的角度，以台

灣廠商於中國大陸的製造業投資案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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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子公司經理人特質(包括經驗、年資、關係)、子公司特性(包

括子公司資源與能力、價值活動完整性、外部網絡 )，以及環境

不確定性(包括一般環境、產業環境、組織環境)對海外子公司決

策自主權之影響。結果發現，母子公司高階管理者之關係、子公

司資源與能力、子公司的價值活動完整性、子公司與地主國網絡

成員之連結性、子公司組織疆界延伸程度等與子公司自主權有正

向關係。茲將影響多國企業母公司控制之因素彙總如表 2-2-3 所

示。  

(二)母公司管理控制機制之內涵與選擇 

在母公司管理機制的內涵方面，Bulcke (1986) 針對比利時

的多國企業對子公司的控制，從組織的功能面來加以分析母公司

對子公司的管理控制程度發現，在生產及行銷方面，子公司擁有

較高的自主權；在財務方面，母公司的管理控制程度較高；在採

購方面則較不一定。Prahalad & Doz (1981) 指出母公司對子公司

的策略控制的內容大致上可以包含下列五項：技術的選擇、基於

不同產品線所界定之產品市場、資源配置、子公司營運活動之擴

張與多角化、各子公司間全球化產品網絡之流通水準。 

在控制機制方面，Prahalad & Doz (1981) 提出母公司對子公

司的控制機制可分為實質控制與組織系絡控制兩種型態，當子公

司營運活動逐漸成熟時，母公司對子公司的策略控制程度勢必逐

漸降低。對母公司而言，為達母公司所需的基本控制水準，必須

找出替代的管理機制來提升對子公司的控制。因此，母公司可藉

由創設精緻複雜的組織系絡(例如：混合式組織結構、資訊系統、

評量與獎酬系統、職涯規劃及共同文化的鞏固等)來維持對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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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策略控制水準，亦即指出母子公司間的關係演變是影響母公

司控制機制的關鍵因素。  

表 2-2-3 多國企業母公司控制程度影響因素彙總 

學者(年代) 影響因素 
Perlmutter (1969) 
Heenan & Perlmutter (1979) 

母公司管理哲學 

Garnier (1982) 活動整合程度  
多國企業規模 
子公司銷售產品給各關係
事業佔營收的比率 
子公司由關係事業購入產
品佔營收比率  

Prahalad & Doz (1981) 子公司對母公司策略性資源
依賴程度 
子公司發展階段 

Baliga & Jaeger (1984) 子公司間的互賴關係  
子公司成立時間、規模  
產業成熟度  
母公司經理人之權力需求 
子公司績效不佳時 

Egelhoff（1984） 母公司國籍、國際化時間 
子公司規模、年齡、數目  
產業別 

Gupta & Govindarajan (1991) 子公司間的知識流動程度 
Birkinshaw & Hood (1998) 子公司獨特資源的存量  
廖明坤 (2003) 母子公司高階管理者關係 

子公司資源與能力 
子公司的價值活動完整性 
子公司與地主國網絡成員
之連結性 
子公司組織疆界延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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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z & Prahalad（1981）認為典型管理機制有可以分為：資

料管理、經理人管理、衝突解決等三大類型(表 2-2-4)。Gupta & 

Govindarajan（1991）依資訊處理的能量，將控制機制分為正式

機制與非正式機制，正式機制包括：跨單位的委員會、整合者的

角色、矩陣式組織等正式的整合機制。 

表 2-2-4 管理機制分類表  

資料管理機制  經理人管理機制  衝突解決機制  

資訊系統  關鍵經理人的選擇  決策責任指派  

衡量系統  事業路徑  整合者  

資源分配程序  獎懲制度  事業團隊  

策略規劃  管理發展  協調委員會  

預算程序  社會化型態  任務小組  

  事件解決程序  

資料來源：Doz & Prahalad (1981), p. 16. 

Baliga & Jaeger (1984) 指出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可

分為正式控制(又稱官僚控制)與非正式控制(又稱文化控制)兩種

型態的控制機制。正式的控制機制乃以成文的規則、規章，描繪

出對組織成員行為或績效的要求，如書面報告、書信或電報往

返；非正式控制機制則是以組織內共有文化來控制組織成員，如

駐外人員的運用、人員間的社會化活動、人員輪調等。Egelhoff 

(1984) 研究歐美等國多國企業對子公司之管理時，將控制機制

分為績效報告制度與派遣人員擔任重要職位等兩類。其中績效報

告制度係屬產出導向之控制型態；外派人員則為一種行為導向之

控制型態。Egelhoff (1988) 並以資訊處理的觀點探討多國企業之

組織設計，將多國企業對子公司的控制機制分為集權化、績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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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員任用，以及人員規劃等四個構面。  

Bartlett & Ghoshal (1989) 與 Ghoshal & Nohria (1989) 將控

制機制分為集中(權)化、正式化、社會化等三類。Martinez & Jarillo 

(1989) 綜合組織理論學者的研究，將多國企業的組織控制機制

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控制機制為結構控制 (structural control 

mechanisms)與正式控制(formal control mechanisms)，包括組織部

門化、集權或分權、正式化與標準化、規劃、產出與行為控制等

五種機制；第二種控制機制為非正式控制(informal control)與精

緻控制(subtle control)，包括平行與跨部門關係、非正式溝通、

社會化等三種機制(見表 2-2-5)。研究結果顯示，有關母子公司控

制機制的研究已逐漸由正式管理機制轉變為著重非正式化與精

緻的協調工具，此研究方向的改變也與實務演化的方向一致。  

表 2-2-5 組織控制機制分類表 

1.結構的和正式的控制機制 
(1)部門化和組織內單位的分群，形成組織的正式結構。  
(2)透過正式的職權層級制訂決策的集權或分權化。 
(3)正式化和標準化：書面政策、規則、工作說明書、標準作
業流程。 

(4)規劃：策略規劃、預算、功能性計畫、排程等。 
(5)產出和行為控制：財務績效、技術報告、銷售和行銷資料
等，以及直接監督。 

2.其他非正式和精緻的機制 
(1)平行或跨部門關係：直接接觸、臨時或永久性團隊、任務
編組、整合者和整合性部門。 

(2)非正式溝通：經理人私人接觸、商務旅遊、會議、經理人
輪調等。 

(3)社會化：透過訓練、經理人輪調、生涯規劃、獎懲制度等，
建立組織內共享的組織文化。 

資料來源：Martinez & Jarillo (1989), p.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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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hal & Bartlett (1990) 以網絡觀點來探討多國企業與子

公司間的互動，提出母公司可運用下列的管理工具以提高管理績

效：整合式統治機構、董監事連結、交互持股、機構化的人事流

動系統、長期合約、提高信任、組織間的中介角色 (如商會、銀

行、顧問公司等)。 

表 2-2-6 多國企業控制機制之彙總 

學者(年代) 控制內涵或機制 

Doz & Prahalad（1981） 資料管理、經理人管理、衝突解決 

Prahalad & Doz (1981) 實質控制、組織系絡控制 

Baliga & Jaeger（1984） 文化控制、官僚控制 

Egelhoff（1984） 績效報告制度(產出控制) 

外派主管(行為控制) 

Egelhoff (1988) 集權化、績效控制、人員任用、人員
規劃  

Bartlett & Ghoshal (1989) 

Ghoshal & Nohria (1991) 
Nobel & Birkinshaw（1998） 

集中化、正式化、社會化 

Martinez & Jarillo（1991） 正式的機制：集權化、正式化、規劃、
產出控制、行為控制。 

非正式的機制：橫向關係、資訊機制、
組織文化。 

Ghoshal & Bartlett (1990) 整合式統治機構、董監事連結、交互
持股、機構化的人事流動系統、長
期合約、提高信任、組織間的中介
角色  

Gupta ＆ Govindarajan
（1994） 

集權/分權、誘因機制、溝通型態、組
織社會化 

李韶洋（1994） 正式化、集權程度、社會化、績效制度 

資料來源：修正自邱雅萍 (2002), pp.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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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pta & Govindarajan（1994）將控制機制分為集權 /分權、

誘因機制、溝通型態，以及組織社會化等四類。李韶洋（1994）

則以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之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母公司對子

公司所採行的內部控制機制，研究結果可歸納為四個主要構面：

正式化機制、集權化、社會化，以及績效制度。茲將多國企業控

制機制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2-6 所示。  

二、國際合資企業的管理控制 

自 West (1959) 所提出合資企業中具有之潛在夥伴間衝突現

象後，國際合資管理相關議題便開始受到重視(Geringer & Hebert, 

1989)。根據 West 的論點，缺乏有效的控制，將可能在管理合資

上出現很大的難題。 

1980 年代後，隨著國際合資企業的大量出現，更引起學術

界廣泛的研究與討論，Geringer & Hebert (1989) 的研究便為探討

國際合資管理與績效之經典文獻。Geringer 與 Hebert 指出，完整

的國際合資管理可就下列三個構面來加以討論：第一個構面是管

理控制的內容(focus of control)，亦即回答了在國際合資企業中，

哪些業務是母公司應投注心力加以管理或控制的；第二個管理構

面是管理控制的程度(extent of control)，亦即回答在國際合資企

業中，各業務的管理程度，此也隱含了母公司對合資企業中各個

業務的管理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最後一個構面為管理控制的機制

(mechanisms of control)，亦即回答在國際合資企業中，母公司對

各相關業務所應實施的管理措施為何。以下將就此三大構面進行

系統性的文獻回顧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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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控制的內容(focus of control) 

在國際合資管理控制的內容(focus of control)方面，Schaan 

(1988) 首先從合資中少數股權的一方來探討母公司對子公司的

管理控制，認為合資企業之所以具有高的失敗率在於以下兩點：

第一，無效的母公司控制。其原因在於：(1)母公司對合資子公司

的預期績效並未清楚的釐清，以致於管理者無法擬定適當的管控

機制； (2)母公司管理者對子公司所付出的心力過低； (3)當外在

環變化時，母公司的管理方式並未適時調整。第二個高失敗率的

原因為合資雙方並未建立一個好的工作關係，例如常見的利潤分

配問題等。因此 Schaan (1988) 指出，母公司可就以下各點來與

合資夥伴進行協商，以建立一有效的管理機制： 

(1)董事會中少數股權的保障協定，如否決權的規定以避免

單邊決策。 

(2)對合資企業之決策與服務事項之劃分，如技術移轉、銷

售、員工訓練與服務等。  

(3)關鍵職位的指派。  

(4)組織與結構協定，如資本預算與資源配置的決策與回

報、合資企業的政策與程序之制定等。 

(5)非正式機制：少數股權者應利用社交與拜會手法來獲取

更多的情報，以與多數股權者具有同樣的資訊基礎。  

(6)母公司間的整合機制：各母公司應有專責單位來負責合

資企業的控制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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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ing (1983) 研究已開發國家的國際合資指出，合資管理

的六個主要業務分別為： (1)產品的訂價； (2)產品設計；(3)生產

排程；(4)製造程序；(5)品質管制；(6)管理者的選派等。Harrigan 

(1987)認為合資雙方應就以下事項加以協調，以提高合資的成功

機率：(1)資訊分享的方式；(2)雙方人員接觸的方式；(3)合資績

效之分配；(4)管理系統之設置方式；(5)技術移轉之控制與保護。 

Jones (1990) 的研究指出，母公司必須對合資企業進行內部

稽核與控制，以確保合資企業內無偏差行為的出現。內部稽核的

內容包含：(1)會計政策和程序；(2)財務活動；(3)採購活動；(4)

存貨政策；(5)管理資訊系統；(6)財產的保全；(7)內部(夥伴間 )

與外部的溝通；(8)權變計畫；(9)人力資源發展計畫；(10)顧問之

使用；(11)法律訴訟案件；(12)銷售活動；(13)研發活動；(14)生

產活動；(15)非營利事業之投資等。  

Shaughnessy (1995) 提出下列增進合資雙方協調的基本指導

原則：(1)確保退出時的容易性； (2)結合雙方互補的資源； (3)控

制資源投入的品質與成本；(4)考慮公平的收益與異常的報酬；(5)

避免被對方剝削； (6)建立合資雙方正常溝通管道； (7)建立適切

與共享的績效評估程序；(8)建立因應未來不確定性之應變計畫

等，茲將國際合資管理之內容彙整如表 2-2-7 所示。  

(二)管理控制程度(extent of control) 

在國際合資管理控制的程度方面，此類研究的主要焦點在於

探討母公司對國際合資企業管理控制程度的影響因素。此議題的

第一個研究主流係從相對談判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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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發，認為母公司間或母公司與地主國政府間的相對談判力，

對該母公司於合資企業的控制程度具有正向關係(Blodgett, 1991; 

Fagre & Wells, 1982; Yan & Gray, 1994; 2001)。 

表 2-2-7 國際合資管理內容 

學者(年代) 管理控制之內容 

Schaan (1988) 董事會中少數股權的保障協定、對合資企

業之決策與服務事項之劃分、關鍵職位的

指派、資本預算與資源配置的決策與回

報、合資企業的政策與程序之制定 
Killing (1983) 產品的訂價、產品設計、生產排程、製造

程序、品質管制、管理者的選派  
Harrigan (1987) 資訊分享的方式、雙方人員接觸的方式、

合資績效之分配、管理系統之設置方式、

技術移轉之控制與保護  
Jones (1990) 會計政策和程序、財務活動、採購活動、

存貨政策、管理資訊系統、財產的保全、

內部(夥伴間)與外部的溝通、權變計畫、
人力資源發展計畫、顧問之使用、法律訴

訟案件、銷售活動、研發活動、生產活動、

非營利事業之投資 
Shaughnessy (1995) 確保退出時的容易性、結合雙方互補的資

源、控制資源投入的品質與成本、考慮公

平的收益與異常的報酬、避免被對方剝

削、建立合資雙方正常溝通管道、建立適

切與共享的績效評估程序、建立因應未來

不確定性之應變計畫 

Lecraw (1984) 從外國母公司與地主國政府的相對資源能力

分析便指出，技術領先性、廣告密集度、及出口能力是三個顯著

影響外國母公司談判力來源，此能力愈高，外國母公司在合資企

業所擁有的股權比例愈高；當地主國的市場吸引力愈高，或潛在

投資者愈多時，外國母公司的談判力愈低，所擁有的股權比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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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低。但當母子公司間的關聯程度愈高時，會提高外國母公司對

合資子公司的有效控制程度。 

Yan & Gray (1994) 也從合資雙方談判力的觀點，以四個中

美合資企業進行個案研究指出，合資雙方談判力的來源包含情境

基礎(context-base)與資源基礎(resource-base)兩大因素，而談判力

的高低將會正向影響母公司對合資企業的管理控制程度。Yan & 

Gray 並從國際合資的動態觀點指出，合資績效的變化將改變合

資雙方的談判力、現行的控制結構，以及夥伴間信任關係的平衡。 

在其他影響因素方面，Kumar & Seth (1998) 從結構情境理

論、資賴依賴理論、代理理論為基礎，以合資公司與母公司之關

係為分析單位，共分析 128 個合資關係的結果指出，在合資的控

制中有兩個取捨的力量：(1)母公司對合資企業控制的必要性；(2)

合資公司自主性的需求。前者為母公司與合資公司的策略互賴程

度，為合資公司與母公司的重要性與共享資源程度的函數，良好

的控制力可使母公司得以整合合資活動，以配合母公司的整體策

略，因此策略互賴程度愈高，控制與協調的程度愈高；後者說明

了合資公司隨著當地環境不確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其自主性

的需求，對管理控制程度具有直接與調節效果。此外，合資的年

齡、合資相對於母公司的規模，以及母公司的國籍也是母公司控

制程度的影響因素。 

在環境不確定性方面，Kumar & Seth (1998) 認為環境不確

定程度代表著環境的複雜與變動程度，來源包含顧客、供應商、

競爭者、法規及技術情況。當環境不確定性愈高，企業在營運上

所需的彈性愈大，故當企業面對高度環境不確定性時，即使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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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合資企業間的策略互賴程度高，母公司傾向給予合資企業較

高的自主性，以保持彈性並及時且有效率地處理此不確定性。因

此，環境不確定的程度會調節策略互賴性對於運用整合機制複雜

度的影響。 

Johnson et al. (2001) 以日本與其他亞洲與西方企業的國際

合資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合資經驗、策略重要性、產品相似性，

以及資源依賴程度為影響母公司對合資企業管理控制程度的主

要因素。Luo, Shenkar, & Nyaw (2001) 以中外國際合資企業進行

研究，將控制的程度分為全面控制與特定控制兩類(如表 2-2-8)。 

表 2-2-8 全面控制與特定控制之內涵  

 全面控制 特定控制  

控制範圍 國際合資的全部活動 僅對某方母公司目標達成

具有策略重要性部分  
權力需求 需要較高的決策權  僅針對某業務功能管理權 
目標  合資利益，包括合資的

獲利率、商譽、效率 
單方個別的利益，如知識

的獲取或保護  
成本  需花較多的管理時間、

預算、資源 
花費較少的管理時間、預

算、資源 
差異  外國母公司較重視  當地母公司較重視 (如技

術研發) 

資料來源：整理自 Luo, Shenkar, & Nyaw (2001) 

所謂全面控制係指控制國際合資的全部營運活動；特定控制

則僅針對某方母公司目標，涉入特定營運範圍，以達成母公司合

資目標。作者認為，影響母公司對合資企業管理控制程度的主要

因素在於合資的動機，握有控制權的母公司就能主導合資中資源

組合運用的策略方向。該研究並指出，外國母公司與當地母公司

在合資動機上是有顯著差異的，就外國母公司而言，全面控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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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母公司與合資企業的長期策略目標相連結；但對地主國(中

國)廠商而言，合資多為獲取技術，故較不關心總體營運成果，

且在政府保護下也會降低地主國廠商對全面控制重要性的認

知。此研究結果隱含了文化、技術能力與合資動機上的差異，是

影響合資母公司對合資企業管理控制程度的因素，茲將影響母公

司對國際合資管理控制程度之因素彙整如表 2-2-9 所示。  

表 2-2-9 國際合資管理程度影響因素  

學者(年代) 影響國際合資管理程度之因素  

Lecraw (1984) 技術領先性、廣告密集度、及出

口能力、地主國的市場吸引力、

潛在投資者、母子公司間的關聯

程度  
Yan & Gray (1994) 相對談判力、合資績效  
Kumar & Seth (1998) 策略互賴程度、環境不確定性、

合資的年齡、合資相對於母公司

的規模、母公司的國籍 
Johnson et al. (2001) 合資經驗、策略重要性、產品相

似性、資源依賴程度  
Luo, Shenkar, & Nyaw (2001) 文化與技術能力的差異  

(三)管理控制機制(mechanisms of control) 

在管理控制機制方面，最初有關合資的管控機制的研究大多

關注於股權比例的決定 (例如， Tomlinson, 1970; Friedman & 

Beguin, 1971; Stopford & Wells, 1972)，視股權為合資管理的唯一

管理機制，期藉由股權影響合資企業之決策方向。在爾後管理機

制的研究中，逐漸加入股權以外的內容，例如否決權的運用、管

理團隊的管理、技術移轉協定、管理協定等等 (例如，Behrman, 

1970; Friedman & Beguin, 1971)，以及合資管理團隊的任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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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ii, 1978)。 

在系統性的整理研究中，Schaan (1983) 的博士論文首先將

國際合資管理機制分為正面 (positive)與負面 (negative)管理兩

類。正面的管理機制包含人事安排、參與規劃、報告關係等；負

面的管理機制則包含有正式的科層管理、董事會安排等 (如表

2-2-10)。 

Kumar & Seth (1998) 整理過去的研究，指出六種國際合資

管理機制：(1)整合機制：母公司與合資公司管理者的直接接觸、

設立聯絡人、暫時性任務團隊等；(2)董事會的內部角色：安排參

與董事會的人員，參與合資企業的策略規劃與績效監督程序；(3)

社會化：透過參與母公司訓練、研討會、會議等來達到對合資管

理者的社會化；(4)設計誘因制度來調整合資管理者符合母公司目

標；(5)董事會的外部角色：在合資董事會結構中安排母公司人員

來影響表決結果；(6)人事安排：安排母公司人員擔任合資公司高

階管理者。 

Steensma & Lyles (2000) 提出所有權控制與管理控制兩

類，所有權控制包含有剩餘利潤分配權與資產上的合法權；管理

控制則主要說明對決策權的影響。Yan & Gray (2001) 藉由 27 家

中美國際合資企業進行實證研究，將母公司的管理控制分為 (1)

策略控制：對國際合資董事會的控制；(2)營運控制：高階管理人

員的控制；(3)結構控制：將母公司的營運模式與作業方式強加於

合資企業。該研究認為，母公司的相對談判力愈高，母公司在上

述三項的管理控制程度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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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 正向與負向控制機制 

正向管理機制 負向管理機制 

制定特定決策的能力 
設計的能力   

(1)規劃程序  
(2)撥款請求  

政策與流程 
設定合資管理者目標的能力  
契約 

(1)管理面 
(2)技術移轉面 
(3)供給面 

規劃與預算的參與  
程序 
母公司結構 
選派職員  
訓練計畫  
員工服務  
將合資管理者的紅利與母公司目標

結合 
對合資管理者未來升遷的決策力  
回饋機制：策略規劃預算與請款等 
合資管理者參與母公司全球性會議 
建立與合資管理者之關係：如電

話、會議、訪問  
與其他合資夥伴的非正式會議 

董事會控制  
成立執行委員會 
對特定事項的審核 

(1)特定決策 
(2)計畫與預算  
(3)請款 
(4)合資管理者的任
命權 

審查 /當提案未與其他
合資夥伴討論前不

得決策 

資料來源：Schaan (1983), pp. 244-250. 

Luo (2002) 以 239 個中國大陸的國際合資為研究對象指

出，合資契約的明確性與策略應變彈性有助於提高合資的績效。

作者指出在關係契約中，結構與程序是最中心的兩個概念，結構

主要是由契約所規範，藉以降低道德風險與投機行為。而程序則

是一種演進的機制，在不確定的情境下確保雙方互惠性的相依與

策略彈性。強調合資契約是一重要的管理機制，以因應合作關係

中結構面與程序面的挑戰。適當的契約安排可以防止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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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專屬性知識 (Hackett, 1993)，不完整的契約會導致模糊地

帶，容易造成怠工、規避責任、推諉、衝突，並不利於彼此協調、

資源運用，以及降低策略執行的能力(Goldberg, 1976)。此外，契

約所具有的策略應變彈性可對於未來可預期及不可預期的突發

事件預先加以說明，並提供因應指導方針。Luo (2002) 並強調，

契約與合作的關係是互補而非替代。綜合上述研究，茲將國際合

資管理機制之內容彙整如表 2-2-11 所示。  

表 2-2-11 國際合資管理機制 

學者(年代) 國際合資管理機制  

Tomlinson (1970) 
Friedman & Beguin (1971) 
Stopford & Wells (1972) 

股權 

Schaan (1983) 正面管理機制、負面管理機制 
Kumar & Seth (1998) 整合機制、合資董事會的內部角

色、社會化、誘因制度之設計、董

事會外部角色、人事安排  
Steensma & Lyles (2000) 所有權控制、管理控制  
Yan & Gray (2001) 策略控制、營運控制、結構控制  
Luo (2002) 具明確性與策略應變彈性之合資

契約 

(四)小結 

藉由上述文獻回顧與討論得知，在以往國際合資管理機制的

研究中，可類分為兩個主要方向：第一是從雙方母公司觀點，將

合資事業之管理視為組織間的管理方式；第二則是從母子公司管

理的角度出發，而將國際合資企業之管理視為組織內部管理。  

在組織間管理模式的研究上，學者所提出之管理機制可分為

市場機制(Eisenhardt, 1985; Goldberg, 1980; Ouchi & Bolton, 1988; 

Pfeffer & Nowak, 1976)、官僚機制(Hennart, 1991; Ouchi & Bo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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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Pfeffer & Nowak, 1976)、關係機制(Anderson & Oliver, 1987; 

Arrow, 1974)等三類。學者並從交易成本理論(Ouchi, 1980)、資源

依賴理論及代理理論(Anderson & Oliver, 1987)提出在不同情境

下，對管理機制之選擇模式。但國際合資為一特定的組織統治

(governance)形式，以組織間管理模式的論點似乎並不適用於合

資公司中，畢竟統治模式之取決為一事前的觀點，而合資事業之

管理代表著是事後觀點。通常，組織統治模式一旦決定，是不會

輕易變更的，意即合資企業一旦成立，是不會輕易轉為市場或內

部化的組織模式，廠商應會致力於提升管理機制的有效性，以滿

足母公司目標。此研究方向之另一支流乃將合資雙方視為競爭的

關係，認為影響合資管理機制的主要因素來自於雙方所擁有的相

對談判力，此研究方向僅從雙方母公司的角度出發而忽略合資公

司本身，故不易了解合資公司內部管理的複雜性。  

在組織內管理模式的研究上，過去研究對於母公司管理控制

程度之決策，雖已考慮合資雙方之特質，但在管理機制設計的思

維上，仍以單一母公司的角度思考對合資子公司採取控制的方法

與程度(例如，Kumar & Seth, 1998; Johnson et al., 2001 等)。這些

研究雖已提出國際合資中可運用之管理工具，然合資至少含括三

個以上的經濟實體(各母公司、合資企業)，雖然過去研究指出控

制程度與母公司之主觀績效有正向關係(Killing, 1983)，但在實際

的合資關係中發現，不同的合作方式對於合資夥伴所需之信心、

信任與控制程度有著不同的要求(Das & Teng, 1998; 熊欣華，

2001)。不必要的控制，除提升管理成本外，對雙方合作的信任

也會造成不良影響。此外，過去研究所提出之部分合資管理機制

(如人員輪調、參與母公司訓練等)，當子公司管理者並非母公司

之外派人員時，在實際運作上必須取得合資夥伴的同意，可行性

較低，且過去研究較著重於雙方價值觀的整合，對於管理者潛在

投機行為之預防與可行的合資管理機制仍有值得探討的空間。在

下節中，將針對組織間合作的投機行為加以探討，並於本章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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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提出相對應之國際合資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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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節  組織間合作之投機行為與管理機制   

一、組織間合作之投機行為 

根據 Williamson (1975, p.6) 的定義，投機行為是指經濟行動

者狡猾地追求自利的行為，本研究將合資關係中之投機行為定義

為：一種自利於他方母公司而對合資公司本身或我方母公司造成

利益上損失之行為。在合資公司中，由於對所屬母公司通常會有

較高的忠誠度，合資企業管理者對於有利於所屬母公司之行為，

傾向認知為理所當然而更提升此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但對合資夥

伴而言，將可能因此行為而蒙受損失或減少收益。  

根據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的研究整理，過去以投機行為

做為依變數的研究中，助長投機行為的因素包括有資產專屬性

(Anderson, 1988)、行為不確定性(Anderson, 1988)、強制權(John, 

1984)、依賴(Joshi & Arnold, 1997)等。降低投機行為的因素則包

含有參考權(John, 1984)、內部化、目標一致性(Anderson, 1988)、

合作歷史(Parkhe, 1993)、關係規範(Joshi & Arnold, 1997)、背景、

接觸頻率、互動經驗 (Deeds & Hill, 1999)、長期取向 (Joshi & 

Stump, 1999)等。 

在合資關係中，資產專屬性、強制權、依賴是投機行為管理

機制的主要內涵。在資產專屬性方面，由於合資雙方均有若干專

屬資產的投入而較易產生「相互陷入」(mutual holdup) 的情境，

是否提高投機行為需視雙方專屬資產投入之不對稱性而定。通常

投資較高的一方會因合資失敗所遭受的損失較大而較容易在合

資關係中被剝削，或會更致力於合資企業的成功。此亦隱含說明

了在合資中未握有控制權之一方可運用對方專屬資產投資所產

生的鎖住(lock-in)現象，而提高其潛在懲罰的力量以抑止投機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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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制權的行使上，通常握有多數股權的一方較能在董事會

結構中掌握主導地位而行使其強制權。不少研究亦指出，多數股

權較能有效控制國際合資子公司的活動 (Geringer & Hebert, 

1989)，但股權與管理控制程度並非完全相等，擁有少數股權的

投資者亦有可能與多數股權股東處於同等地位 (Killing, 1982; 

Schaan, 1988; Lane & Beamish, 1990; Bleeke & Ernst, 1991)。 

在依賴方面，合資所顯現之現象為一方擁有不可替代、不可

模仿之策略性資源，通常被依賴的一方會要求較高的剩餘求償權

與剩餘控制權，也會反映於合資業務的掌控上，因而提高該母公

司可能的投機空間與機率。過去管理機制的研究大多以社會化歷

程來達到合資雙方目標的一致性，或運用關係規範之方式，以尋

求被依賴的一方可以有善意(benevolent)的表現 (Anderson, 1988; 

Joshi & Arnold, 1997)。 

總之，在合資關係中，掌握主導權的一方通常有較大的投機

空間，而其表現於外之投機行為可能包含逆選擇、道德風險、欺

騙、挾持(holdup)、誤導夥伴、提供次級品 /服務或挪用夥伴的關

鍵資源等 (Chi, 1994; Das & Teng, 1998)。但傳統由交易成本、資

源依賴或網絡等單一觀點來說明國際合資管理機制，對有效達到

提升合資者的信心水準或管理績效缺乏整體性。為此，本研究將

以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所提出之 VIP模式作為管理機制之主

要分類架構(說明於下一小節)，以探討在國際合資中，未擁有業

務主導性之我方母公司如何藉由合資雙方價值的調合、攸關資訊

的取得，以及潛在懲罰力之有效運用，以達成對非主導業務之最

適管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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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間合作之管理機制 

藉由文獻回顧得知，過去對於廠商間合作過程中所可能產生

之利益與風險，大多以交易成本、代理、策略行為、資源依賴、

組織學習，或是組織承諾等理論之觀點出發，然這些理論對於解

釋組織間合作的管理議題上，仍有侷限之處。例如，交易成本以

有限理性與投機主義為基本假設，認為可以透過統治機制之設計

以保障交易及降低交易成本，但因該理論為一靜態觀點，對於統

治機制決定後之內部管理則較無法解釋，也忽略了合資夥伴間的

互賴(Zajac & Olsen, 1993)與共創價值的可能性(Madhok, 1997)。 

代理理論則基於人性(自利、有限理性、風險規避)、組織(成

員間目標衝突)與資訊(是一種可購買的商品)的假設下，將焦點放

在管理主理-代理關係之效率契約的決定上(Eisenhardt, 1989b)，

並認為企業組織應該投資這些資訊體系來控制代理人可能有的

投機心理，但可能忽略了對工作者的潛在開發(Perrow, 1986 )。

資源依賴理論則基於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組織必須與外界環境建

立連結關係，以取得所需資源，當所需重要資源被其他組織所控

制時，組織必須藉由與其他組織建立關係，以降低資源稀少的危

機(Pfeffer & Salancik, 1978)。但此理論無法解釋為何不以完全擁

有的形式來控制所需之外部資源，而與另一組織共同合作。  

上述理論雖可明確提出影響國際合資企業管理機制的因素

或相關措施，但對企業的實務作為的指導上，則顯得較為片面，

缺乏整體的考量。為彌補各理論上之限制，近年來已逐漸出現整

合的趨勢。如 Madhok & Tallman (1998) 結合交易成本與資源基

礎理論，提出「合作專屬準租 (collaboration-specific quasi-rents)」

觀點，強調合作的淨價值，並認為不應將關係管理的重點置於防

堵機會主義與訂定過度的契約上；Luo (2002) 指出，在研究跨組

織交易的結構與程序時，必須將交易成本觀點與社會學觀點予以



 

 62 

整合，方能最大化國際合資的績效。司徒達賢、熊欣華(2004)依

此觀點整合交易成本理論、代理理論與社會交換理論，提出「信

心管理觀點」之 VIP 模式，主張廠商在合作關係中，將評估合作

可能產生的關係風險，而採取種種管理機制，以產生對合作夥伴

的信心。VIP 模型中所提出之管理機制包含了縮小合作雙方的價

值差距(value gap)、掌握對方行為之資訊差距(information gap)，

以及塑造潛在懲罰力 (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等 (以下簡稱

VIP 模式)。  

如本章第二、三節對過去控制機制的回顧中可以發現，雖然

學者們對於控制機制的劃分雖有不同，但其分類方式大致採用集

權化、正式化、社會化等三分法，此種方式較適用於母公司有絕

對權力下獨資企業的母子公司管理，無法突顯合資企業的共同管

理的特質。在組織間的合作關係中，投機行為發生首先要有動

機，其次還要有機會，因此投機行為管控機制之主要目的不外乎

制約投機主義動機(Ghoshal & Moran,1996)、減少出現投機行為

之機會或空間，或是形塑抑制投機行為之懲罰力量，然而過去研

究並未同時針對制約投機行為之動機、機會及抑制力量，以提出

較為完整之管理模式。司徒達賢與熊欣華 (2004)便整合交易成

本、代理、社會交換等理論，針對上述三種發生投機行為要件深

入解析，提出「VIP 模式」來分析投機行為的影響因素與闡述投

機行為之管控機制。VIP 模式不僅考量到個別廠商與合作夥伴的

特性，亦強調可藉由適當管理機制之替代與互補關係以產生對合

作關係的信心，並重視合作夥伴之正面行為表現，對合資關係之

管理有較佳的詮釋。本研究將以該理論之分析架構，提出不同管

理情境下，對我方合資母公司管理機制的影響。茲將該理論簡要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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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差距管理 (value gap management, Vg) 

價值差距管理表示合作的一方透過正向誘因的提供、社會化

的活動，亦或生命共同體的建立，使合作另一方的價值能有效與

其趨於一致的管理作為。在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的研究中，

此價值包含經濟層面之利益與心理層面之價值觀，價值差距管理

的內涵便是透過這兩方面的整合來建立合作雙方的目標相容

性。所謂目標相容性係指合作雙方認知到，他們各自的目標必須

經由雙方共同作業來達成，但不會互相成為競爭者或損害自己的

地位(熊欣華，2001)，合作雙方常會因目標的不一致，導致不信

任或利益的衝突，而目標相容性可以提高合作雙方對未來的承

諾、減少投機機會。 

就經濟層面的利益而言，合作動機的強弱會受到誘因分配的

影響，誘因愈大，合作者對此合作關係愈加重視，愈願意投入而

不願破壞。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合資企業所提

供的誘因會影響該管理者所認知的公平性，此公平性的評估包含

了該成員對合資企業的貢獻程度與他方母公司所提供的經濟誘

因，進而影響其對合資企業與他方母公司的承諾。在心理層面方

面，合作雙方的價值觀、組織文化的契合程度會影響雙方合作共

識的達成與溝通。熊欣華(2001)認為，短期的合作較不需要考慮

到價值觀或組織文化的層面，然而在長期且深度的合作中，利益

衝突與爭議的嚴重性可能較大。在合資企業中，管理者可能來自

不同母公司，其對該企業之目標、使命、實務、價值觀、行動的

認同，以及成員間的互動與溝通所建立的情感與信任，都會影響

該管理者的決策與行為。  

因此，價值差距代表著合作雙方價值不一致的程度。當合作

雙方對於利益分配或合作目標有不一致的看法時，較易引發合作

關係上的衝突。在自利的前提下，合作的一方較可能認知對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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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其自身利益為優先考量，進而引發投機行為之動機，故價

值差距說明了投機主義的動機與強度。在國際合資中，合資雙方

的價值差距愈大，合資夥伴藉由主導性業務來遂行其個別利益的

可能性愈高，潛在的投機可能性也愈高。根據司徒達賢與熊欣華

(2004)的研究，影響合資雙方價值差距之因素可包含以下三點。

經濟面：包含誘因分配與策略目標相容性等；、社會面：包含組

織認同、關係與文化相容性；管理面：對合作對方能力的認證、

聲譽的評估，也可縮小雙方的價值差距。  

二、資訊差距管理(Information Gap Management, Ig) 

資訊差距表示合作雙方資訊不對稱的程度。一個投機行為的

產生除了有動機外，還需要有機會，過去研究明確指出，投機行

為之機會主要來自於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稱，例如逆選擇的問題

乃來自於合作前的資訊不對稱，道德風險則為合作後的資訊不對

稱現象所引發(Williamson, 1985)。當我方母公司或合資管理者對

於非主導性業務愈不了解，則握有主導權的一方就愈有可能從事

誤導、欺騙、偷懶，或是圖利他方母公司之行為。相反的，優質

且充分的資訊互動有助於合作雙方偵知無效率之活動(Dubois & 

Hakansson, 1997)、避免誤解與衝突(Parkhe, 1991)，並增進學習

(Makhija & Ganesh, 1997; Tsang, 2002)，以重塑雙方合作關係與

潤滑雙方之社會互動，也有助於相關規範的修正、提高應變能力

與降低對方之投機行為。故縮短雙方的資訊差距將有助於降低合

作夥伴投機的機會，提高合資的成功。 

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的研究指出，影響合資雙方資訊差

距的因素包含以下四點。第一，技術面：當技術的複雜性、內隱

性或資產專屬性愈高時，雙方的資訊差距愈大；第二、社會面：

當合作雙方社會網絡的鑲嵌程度欲低，雙方的資訊差距愈大；第

三，環境面，合作環境的市場開放程度愈低，雙方的資訊差距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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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四，管理面：對合作對方的監督、溝通、互動與學習，會

降低雙方的資訊差距。因此，資訊差距管理即為合作的一方透過

必要的資料收集、稽核、互動、監督或學習等作為，以調和與另

一合作夥伴間的資訊不對稱，縮短雙方的資訊差距將有助於降低

交易夥伴投機的機會，亦可提高交易成功的機率。  

三、潛在懲罰力(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P) 

潛在懲罰力意指，當合作一方未能遵守約定，甚至背信時，

權益受損的一方能運用之報復手段的多寡及預期效果的高低(司

徒達賢、熊欣華，2004)。此報復能力是合作夥伴可以意識到，

但合作過程中不一定會具體說明，對組織間合作關係的維持有很

大的作用，為一股抑制投機行為的力量。當合作的一方掌握特定

賞罰或強迫他人行為之權力(power)時，則可透過威脅、制裁或懲

罰等方式來迫使合作對方「主動地」產生抑制投機行為的壓力

(Collins & Burt,2003; Gaski,1984; Klein & Murphy,1988)。

Provan、Beyer 與 Kruytbosch (1980) 指出，即使在結果不會立即

顯現，或權力行使不明顯的情況下，也有潛在的權力關係存在。

熊欣華(2001)指出，在合作關係中，即使較有權力的一方並未做

出明顯要求，但較依賴的一方可能會推測其意向，並且「自動地」

順從其要求。  

然而透過懲罰方式來抑制投機行為除可仰賴具體實施之制

裁機制外，亦可藉由蘊藏於彼此合作關係或情境中之潛在威脅力

量(如：網絡關係中的名望或信譽、寡占互動市場中交互威脅等 )

來嚇阻合作對方的潛在投機行為。根據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

的研究，影響潛在懲罰力之因素如下四點：第一，技術面：藉由

合作對方對我方所擁有專屬資產的依賴，來形成潛在懲罰對方的

力量；第二，經濟面：藉由我方的產業地位，以及對合資企業之

供給與需求的掌握來形成壓力；第三，社會面：透過產業網絡的

效果來傳播夥伴聲譽所能產生的效果；第四，環境面：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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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業公會規範的力量；管理面：正式契約訂定所產生的懲罰效

果或因持股、沈入成本所產生的剩餘風險分擔等。  

熊欣華(2001)進一步提出三種懲罰的類型，分別是：(1)透過

第三者的懲罰； (2)自行採取的懲罰； (3)對方事先的抵押

(hostage)。透過第三者的懲罰包含了正式管道的法律訴訟及非正

式管道的產業網絡聲譽效果；廠商自行運用的懲罰策略則主要為

以牙還牙(tit-for-tat)，例如更換合作夥伴、終止其他合作或投資

等；在對方事先的抵押中所謂抵押係指合作的一方將自己所持有

的高價值之物交付與另一方，當其有背信之行為時，將會損失該

抵押物，例如權益投資之股份。總之，適度潛在懲罰力的運用可

提高對合作對方的信心(confidence)水準。茲將影響 VIP 模型之

因素，彙整如表 2-3-1 所示。  

綜上所言，當我方母公司與由他方母公司所主導之業務管理

者間的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愈大，則我方母公司認知該業務主管

之投機行為的發生機率(OB)愈高；若潛在懲罰力愈大，則投機型

的機率就愈小，此關係可以公式：OB= f (Vg × Ig － P ) 來表

示。其中乘號表示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間具有交互作用，並具有

替代與互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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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影響 VIP 模型之因素 

 技術面  經濟面 社會面 環境面  管理面  

價值 
差距 

 誘因分配  
策略目標

相容性 

認同  
關係  
文化  

 認 證 與 聲

譽評估  
股權持有 

資訊 
差距 

複雜性  
內隱性  
資產專屬

性 

 網絡密集

程度  
市 場 開 放

程度 
直接監督 
第三者監督  
加強溝通與

互動 
學習 

潛在 
懲罰力  

資產專屬

性 
產業地位  
供給與需

求 

聲譽效果  法律制度 
同業公會

規範 

抵押 
契約 

資料來源：司徒達賢、熊欣華(2004), p. 687。 

四、投機行為之管理 

在任何合作關係中，合作的一方對於合資夥伴所需之信心會

依不同的合作方式而有著不同程度信任與控制的要求 (Das & 

Teng, 1998; 熊欣華，2001)，其反應在管理程度上亦會有所不同。

在投機行為的管理上，管理程度 (以 MS 表示)會受到所認知之投

機行為發生機率與維持合作關係之預期利益(以 TB 表示)的正向

影響，可以公式：MS=f (OB,TB)來表示。在此所謂的管理程度表

示合作的一方因認知對方發生投機行為的可能性與預期利益，所

自發性投注心力於該合作關係的管理活動上，包含設法降低雙方

價值與資訊差距及提高自己潛在懲罰力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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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節 研究假說推論 

一、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要性之影響因素 

在國際合資中，高階管理團隊大多由雙方母公司選派。從資

源依賴觀點來看，母公司對特定功能領域有主導性的貢獻時，可

擁有管理該領域的權力(Hebert, 1994)，因此在合資管理上會依各

母公司對合資公司之貢獻(如技術、市場知識等)，而由該母公司

負責該特定業務(如研發、行銷等)。雖然職務的安排是經過合資

雙方的協商，但在此安排階段或日後的營運過程中仍難免有目標

衝突的可能性(Johnson, Korsgaard & Sapienza, 2002)。一般而言，

母公司對其在合資子公司所負責之業務有較高的主導權與影響

力，但對他方母公司所負責之業務的影響力較低。研究顯示，合

資公司的管理者對所屬母公司大都有著較高的組織忠誠(Li, Xin, 

Tsui, & Hambrick, 1999)，加以對業務的熟稔與可接近性，將提高

該管理者圖利母公司的動機與空間。  

本研究將非主導性業務定義為在國際合資企業中，由他方母

公司所主導之業務，且該業務主管為他方母公司所選派。在多數

的情況下，合資夥伴之合作大都建立在對彼此的互賴與信任上，

若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業務有過多的涉入，容易使他方母公司認

知為一種不信任的行為，而傷害合作的氣氛，更可能進一步提高

雙方母公司間或與合資子公司的衝突程度 (Anderson & Narus, 

1990; Lorange, 1997, p.70; Steensma & Lyles, 2000)，因此對他方

所主導的業務傾向不便涉入太深；反之，若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

程度過低，除可能無法滿足我方母公司的學習動機外，也可能使

得我方母公司暴露於較高的投資風險之中。因此，我方母公司對

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程度之取決將陷入兩難。本研究認為，當

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具有策略重要性、資訊封閉性、績效

模糊性，以及與他方母公司有較高的業務連結時，或該業務主管



 

 69 

具有心繫他方母公司傾向、對他方母公司的附屬利益較高，或他

方母公司有明確回派機制時，我方母公司有必要提高對非主導性

業務的管理涉入程度。而該業務的過去績效對於管理涉入必要性

的影響則具有調節效果。以下將分別就非主導性業務之特性、管

理者特質，以及他方母公司的外派政策，說明各因素與管理涉入

必要性及管理機制選擇之關係。  

二、非主導性業務特性與管理涉入必要性、管理機制之關係 

(一)策略重要性 

Geringer & Hebert (1989) 認為，一個成功的合資事業的控制

必須與母公司策略目標相連結。在國際合資中，合資公司之特定

業務對母公司的策略重要性可能來自兩方面，第一是該業務對於

母公司價值鏈中之價值創造具有重要的影響，例如該合資公司為

母公司重要零組件或原料的供應者，合資公司的生產品質與成本

將攸關母公司最終產品之良窳與競爭力；其次為該業務乃母公司

提昇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來源或滿足合資學習動機之所在，例如關

鍵技術、當地營運知識的獲取等(例如，Harrigan, 1985; Hamel, 

1991)。 

組織學習理論與策略行為理論認為，合資是企業獲取與發展

企業資源的方法，也是組織學習的手段之一(Kogut, 1988b; Tsang, 

2000)。因此互補資源的獲取、知識發展與組織學習經常是形成

國際合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Kogut & Zander, 1993; Love, 

1995)，Makhija & Ganesh (1997) 的研究便指出，學習是一個合

資關係中固有的。在中外的國際合資的研究中也發現，中國合資

者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獲取西方先進企業的技術，而西方多國企業

的合資動機大多在於獲取當地營運知識或政商關係(Yan & Gray, 

1994; Beamish,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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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這些雙方所擁有的資源(如技術或當地接近性)也會鑲

嵌在各方所主導的特定業務上(如研發或行銷)，當該業務對母公

司的策略重要性愈高，將引發母公司進行管理控制的動機，以使

該業務之發展能更符合母公司的要求。Makhija & Ganesh (1997)

便指出控制機制本身便是一個達成組織學習與整合合作雙方關

係的重要工具。Ghoshal (1987, p. 432)指出，在合資關係中，組

織必須將學習視為一項外顯的目標，並且必須建立管理機制與系

統，以利此學習可以進行。Tsang (2002) 的實證結果指出，母公

司的學習意圖會與該母公司對合資公司的管理涉入有正向關

係。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也認為，當該業務在母公司策略上具有重

要性時，母公司將會提高管理的涉入程度來保障其對該國際合資

案的投資。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方面，如前所述，非主導性業務之策略重

要性可能來自於「風險」與「學習」兩個概念。「風險」表示該

業務對合資企業或我方母公司的成敗的影響程度，「學習」則代

表了我方母公司參與合資的主動企圖。當該業務之策略重要性是

來自於「風險」時，似乎較難對管理機制的選擇有規範性的推論，

而當其策略重要性是來自於「學習」時，本研究認為，我方母公

司傾向以「資訊差距管理」來做為該非主導性業務之管理機制，

茲將本研究假說之推論闡明如下。  

在多數的國際合資中，擁有技術的一方為確保其資源的優越

性，會傾向握有該資源的控制權(Poynter, 1986; Mjoen & Tallman, 

1997)，Williamson (1991) 則認為母公司通常對合資夥伴並不擁

有充足的資訊，因決定資源分配的關鍵就在於雙方相對的權力與

談判力(Newman, 1992, p.75)，因此合資關係就類似於市場交易，

合資雙方彼此的競爭是一個常態。另一方面，有關國際合資的研

究也指出，權益合資的合作夥伴間有著嚴重的競爭風險(Park & 

Ungson, 2001)，通常合資雙方是一種學習競賽，當一方獲得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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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能力或資源時，則此學習競賽便結束，合資關係也可能

就終止了(Hamel, 1991; Lyles, 1994; Inkpen & Beamish, 1997)。因

此擁有知識的一方會傾向保護該知識的獨佔性，以避免合資夥伴

在此合資關係中談判力的提升(Yan & Gray, 1994)。此外，過去研

究也發現合資企業的高階管理者通常為母公司的控制代理人

(control agent)(Yan & Gray, 1994; Hambrick, Li, Xin, Tsui, 

2001)，其前途大都掌握在所屬母公司手中，在此情況下，透過

價值觀的整合，以期許非主導性業務主管能認同合資企業，而無

私地將他方母公司之技術移轉給合資公司或傳授予我方母公

司，通常是非常困難的。若希望透過誘因的提供，以提高非主導

性業務主管對所鑲嵌知識的傳授意願，也可能較難獲得合法性，

原因在於專屬知識的掌握是母公司於合資關係中權力的重要來

源之一，知識的傳授通常需獲得他方母公司的授權。因此，從成

本效益的角度觀之，母公司應較不傾向採行價值差距管理的方

式，來達成其學習的目的。  

從組織學習的角度來看，合資的組織形式是一個知識移轉的

重要工具，管理機制的設計是為達成該知識的移轉 (Makhija & 

Ganesh, 1997)。過去學者明確指出許多有關知識移轉的管理機制

(例如，Fiol & Lyles, 1985; Levitt & March, 1988; Shrivastava & 

Grant, 1985)，但任何管理機制的最終目的在於確保所需的資源與

資訊，能為依賴此資源的組織所用 (Camillus, 1986; Green & 

Welsh, 1988; Mintzberg, 1979; Newman, 1975)。因此，組織管理

機制的選擇必須在組織內藉由資訊的合併、發展與分享，達成上

述的目的(Shrivastava & Grant, 1985)。 

雖然管理機制的建置只是組織資訊流 (information flows)的

觀點之一，可能無法擷取到組織內完全的資訊流，但卻可囊括該

資訊流中顯著的比例(Makhija & Ganesh, 1997)。Yan & Luo (2001, 

p. 121) 便指出，欲將國際合資的知識從一母公司移轉至另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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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時，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知識流(knowledge flow)系統，來增

進資訊的透明度，此也有助於雙方資訊的交換。控制機制的目的

便在於獲取現在與未來組織目標所需之關鍵資訊，組織可以透過

管理機制中所具有的資訊處理特性，來協助組織學習的發生。從

代理理論的來看，透過縮小與非主導性業務的資訊不對稱之資訊

差距管理機制，可使我方母公司瞭解非主導性業務的實際狀況，

除可令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因認知無法欺騙我方母公司，而約束

其投機主義外，亦可使我方母公司藉由此機制之實施以瞭解鑲嵌

於該業務之專屬知識，進而獲致學習的效果。 

此外，由於非主導性業務主管係為他方母公司所選派之人

員，加上該知識掌握在他方母公司手中，此時潛在懲罰力所能產

生的嚇阻投機行為的作用，通常也較無助於組織間或組織內的學

習。因此，潛在懲罰力之運用在此情形下對我方母公司的學習也

較難產生具體的效用，並且容易引發合作雙方不必要的衝突，亦

可能提高我方學習鑲嵌於業務之知識的難度。 

因此，本研究認為，當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學習重

要性愈高時，我方母公司傾向提高資訊差距管理機制的比重來管

理該業務。 

假說 1-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學習
上的策略重要性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

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1-2：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具有
愈高的學習重要性，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

差距管理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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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封閉性 

在國際合資中，管理者之所以會產生投機行為，除了有動機

外(因合資雙方目標差異所引起)，還需要有機會。代理理論認為，

在國際合資關係中，合資公司的管理者如同雙方母公司的代理

人，代理問題會發生於(1)主理人與代理人的目標有所衝突，以及

(2)對主理人而言，要驗證代理人到底在做什麼是困難且代價昂貴

時(Eisenhardt, 1989a)，司徒達賢、熊欣華(2004)的研究便指出，

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稱是形成投機機會的主要原因。而當國際合

資非主導性業務具有高資訊封閉性時，這兩個原因都是極可能存

在的。 

當管理者在面臨所屬母公司、合資公司或我方母公司之利益

衝突，且我方母公司對該特定業務之營運狀況難以獲取足夠之查

核資訊，或無能力進行評估時，將使得該管理者有較大的投機機

會，因此發生道德風險的機會也大。亦即，只要管理者對其主導

業務具有封閉資訊的能力，就有不惜犧牲另一合資夥伴利益的動

機與機會，因而提高該業務之投機與盜用的風險。例如，Yan & 

Gray (1994) 在中美合資的個案研究中也發現，因技術具有較高

的不透明性，使美方在移轉知識時會刻意保持關鍵的技術秘密在

手中，藉以提高美方在合資企業中的談判力。交易成本理論認

為，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當資訊封閉性而使合作夥伴的投機的可

能性愈高時，企業採高控制的管理模式愈有效率；反之，當主理

人(我方母公司)可透過資訊系統來瞭解代理人的實際行為，而代

理人也知道無法欺騙主理人時，代理人會約束其投機主義，因而

降低投機風險，故也會降低我方母公司的管理涉入必要性。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上，當非主導性業務具有較高的資訊封閉

程度時，代表著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較為陌生或較無法掌握該業

務管理者的行為。代理理論認為，當主理人不知道代理人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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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代理人自利的考量之下，代理人可能會做違反主理人利益的事

(Eisenhardt, 1989a)。代理理論認為，當主理人(我方母公司)無法

察覺代理人(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的行為時，亦即該業務對主理

人而言具有較高的資訊封閉性時，主理人可選擇以下兩種管理機

制來降低代理人的投機行為。  

第一種機制是投資資訊系統。例如，預算監督、報告程序之

檢核、董事會內部角色(如執行董事)、增加管理層級的設計(如派

遣副手)，或成本會計評量(如內部稽核與內部控制機制)等，來監

督代理人的行為，亦即透過監督的方式來降低彼此的資訊不對

稱。此資訊系統的建置可將代理人的行為揭露給主理人，在合作

關係中，此資訊系統也可提高廠商在合作過程中對其合作夥伴行

為的瞭解與掌握程度，因而降低該業務投機行為的發生。當主理

人有較充足的資訊來確認代理人的行為時，便可壓縮其投機的機

會，也較可能降低代理人投機行為的出現，進而以較符合主理人

的利益來行事。因此，在資訊封閉性高的業務上，我方母公司傾

向提高可降低雙方資訊不對稱性的資訊差距管理機制，來作為該

業務的主要管理作為。  

當透過資訊系統的建立，以降低雙方的資訊不對稱的管理機

制有其實際的困難時，代理理論提出另一種管理機制的選擇為，

主理人可以將代理人的行為結果作為契約約定或績效，來解決代

理人的投機行為，此可將代理人之獎酬或懲罰，完全轉由代理人

控制。代理理論的研究結果認為，對於資訊封閉性高的業務，以

結果為基礎的契約是有效的管理機制(Jensen, 1983)，以結果為導

向的契約可將風險移轉給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代理人)，來阻擾

代理人的投機行為，契約也可以將代理人的偏好與主理人的偏好

合為一致，因為兩者的報償皆依賴於同一個行動，因此也可以降

低兩者間因為投機行為所造成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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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ski (1994) 也從相同理論觀點，分析在不同資訊封閉程

度下主理人對代理人的管理措施。實證結果指出，當代理人擁有

愈多私人資訊時，主理人可利用契約設計(潛在懲罰力的一種)以

消除部份的資訊不對稱，例如研發成果的保密與懲罰規定等。 

綜上所述，在合資關係中，當合作夥伴對成本、技術瞭解有

限時，另一方可以操控的空間就比較大，此時若可以預知此一潛

在投機空間，而事先於合資契約中加以規範，則較有助於降低該

投機行為的發生。例如，研究人員在上班時間為他方母公司進行

研究計畫，但因該研究計畫是如此複雜，而無法察覺研究人員的

實際作為時，我方母公司可以要求於契約中明訂研究單位的績效

要求，以規避此一道德風險。亦即，當非主導性業務具有高度的

資訊封閉性且我方母公司礙於能力或資源的限制，而無法克服存

在於雙方資訊不對稱時，訂定較為嚴謹的規範或建立一個潛在懲

罰的力量，來嚇阻對方的潛在投機行為，亦為一項有效的管理機

制。  

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 2-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的資訊封閉性愈高，
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2-2：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資
訊封閉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

距管理或潛在懲罰力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三)績效模糊性 

在合資公司中，有些工作需要長時間來完成(如研發)，並牽

涉結合團隊努力，有些任務的可程式化 (programmability)程度較

低，而較無法明確且客觀地衡量該業務的績效。在這些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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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管理者的行為不是難以觀察或評估，就是難以在一段特定時

間內加以衡量(Eisenhardt, 1989a)。當績效無法明確衡量時，企業

會著重於監督該業務之投入 (行為 )部分來取代產出 (結果 )的評

估，亦即提高管理的涉入程度。從交易成本理論分析，這種因無

法客觀評估代理人的績效所引發的內部不確定性，會使企業著重

於監督投入的部分而需要較高程度的控制，不論是否該投資所涉

入的專屬資產多寡 (Anderson & Gatignon, 1986; Williamson, 

1981)。 

績效模糊性的另一個問題是使該業務人員搭便車(free rider)

的可能性增加。當結果衡量有困難時，員工較容易出現怠工

(shirking)或欺騙(cheating)的行為，因而提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

管控的必要性。交易成本分析的觀點也認為，在其他情況不變

下，搭便車的潛在可能性愈高，企業傾向採取較高的控制模式以

獲取較佳的管理效率(Anderson & Gatignon, 1986)。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上，代理理論認為，當績效模糊性使得監

督困難時，創造雙方的目標相容性是一個較有效率的管理策略

(Eisenhardt, 1985; Heide & John, 1990)，此方式可去除主理人與

代理人間目標的衝突，將投機自利的傾向導正為無私的行為，因

為如果沒有目標衝突的話，不論代理人的行為有沒有被監督，代

理人都會表現出主理人想要的行為。例如，在高度社會化或派閥

導向的公司中，較不會出現代理問題(Eisenhardt, 1989a)。因此，

在此情境下，價值差距管理應為一項有效的管理機制。  

代理理論也認為，當結果不確定性高時，移轉風險給代理人

的成本較高，因為主理人必須投注極高的成本來建立代理人的績

效衡量指標。此時運用行為導向的管理機制相較於結果導向的管

理制度是較受主理人歡迎的 (Anderson, 1985; Eisenhardt, 1985, 

1989a)。此意謂著透過資訊差距管理機制，對該業務的日常營運



 

 77 

進行監督，以掌握該業務的實際運作，規避可能出現的怠工或欺

騙的行為，對績效模糊性高的非主導性業務而言是有效的管理措

施。  

績效模糊性與資訊封閉性最大的差異在於，資訊封閉性代表

著代理人行為的不透明性，例如，研究人員在上班時間從事他方

母公司的研究計畫，因為研究計畫是如此複雜，我方母公司無法

察覺研究人員實際在做什麼而產生的道德風險的問題；績效模糊

性則為代理人行為結果的無法客觀衡量，例如其績效牽涉團對努

力而難以獨立評估。如前所述，對資訊封閉性高的業務而言，我

方母公司可藉由結果導向的契約方式 (一種潛在懲罰力的運用方

式)，將業務成敗之風險移轉給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代理人)，來

降低代理人的投機行為，但當績效模糊時，將降低此管理方式的

可行性，因為只有當績效相關的資訊是可以取得時，採用契約或

懲罰的管理機制才是有效率的，畢竟契約方式或結果導向的懲罰

機制必須建立在代理人的結果是明確可衡量的前提下，若非主導

性業務的真實績效無法衡量時，採取事前的契約約定或事後的懲

罰機制會因缺乏績效根據而產生無效率的狀況，並會因為無法提

供有用的衡量資訊，而產生不必要的交易成本(Stump & Heide, 

1996)。Eisenhardt (1989a) 便指出，當工作需要長時間完成或需

結合團隊努力、或產生軟性結果(soft outcome)時，績效衡量是有

困難的，此時，結果導向契約是較不受到主理人歡迎的。故潛在

懲罰力在此一情形下是較不適用的。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個研

究假說如下：  

假說 3-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之績效模糊性愈高，
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3-2：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績

效模糊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價值差距

管理或資訊差距管理來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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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連結性 

一國際企業必須存有全球性的策略思考，在全球佈局思維

中，因應各區域之區位優勢而將企業價值鏈分解，使之成為包括

競爭的、互補的或合作的實體，以追求企業之總體效率、彈性，

創造國際競爭優勢。當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有高度的連結

關係時，他方母公司經常會要求子公司配合母公司策略，以追求

總體利益的極大化，如轉撥計價的方式便是常見的圖利行為。從

資源依賴的觀點，當母公司提供關鍵性資源予子公司時，將提高

子公司對母公司的依賴；反之，若子公司為母公司關鍵資源的提

供者，將提高母公司對子公司的依賴(Pfeffer & Salancik, 1978)。

過去研究指出，母公司與合資公司的資源互賴程度愈高，則母公

司對子公司的管理控制程度愈高(Kumar & Seth, 1998)。 

在母子公司高度互賴下，母公司較可能運用職權來提高對子

公司的壓力，以符合母公司的總體策略。Lee 等學者便指出，在

中外合資中，當外商與合資子公司有垂直連結關係時，外商偏好

透過組織間的交易來獲取利潤，而捨棄擁有較高的股權(Lee et al, 

1998)。例如當他方母公司為合資公司之上下游時，則可能以移

轉計價來獲取本身的利益。由於此行為將損及合資公司與合資夥

伴的利潤，因此當特定業務與他方母公司的連結程度愈高時，該

業務主管可能圖利他方母公司的可能性愈高，因而提高未握有主

導權之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 

在管理機制選擇方面，當合資企業之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

公司的業務連結性愈高，該業務主管與他方母公司的互動將會更

加密切，雙方合作的重要性也將更形提高。為有利此合作，他方

母公司傾向將該業務主管的報酬與母公司績效連結在一起，而非

僅由其對合資公司的貢獻來衡量其績效 (Lee, Chen, & Kao, 

1998)，意即當他方母公司與合資企業的非主導性業務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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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他方母公司以母公司績效來決定該業務主管之績效與報酬

的程度也愈高(Kumar & Seth, 1998)。在此情況下，我方母公司運

用誘因或社會化等價值差距管理機制之潛在效果將不顯著。  

當該業務與他方母公司具有高度的業務連結關係時，該業務

主管可能會透過轉撥計價的方式，將利潤匯回給他方母公司，此

時若合資雙方事先於合資契約中，詳定合資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交

易行為的執行方式(如採購或銷售的定價原則等)，將有助於規避

該業務主管透過價格的操弄來圖利他方母公司，也可避免雙方不

避要的猜忌與誤會。此外，我方母公司也可以藉由提高本身的市

場地位或資源能力，來提高於合資關係中的相對談判力，或形塑

他方母公司對我方的單方依賴，來降低他方母公司或該業務主管

的潛在投機行為，Wilkinson (1996) 便認為，市場力量具有極高

的影響力，可以影響合作夥伴之決策與行為。因此，當非主導性

業務與他方母公司具有高業務連結性時，潛在懲罰力的運用對我

方母公司而言是較為有效的管理機制，故我方母公司會對該業務

提高潛在懲罰力的比重。  

通常，要素的價格是具有變動性的，為有利於母公司與合資

公司間交易的透明性，我方母公司也必須經常透過市場調查方

式，以獲取與該業務有關之資訊(如產品或要素價格)，做為確認

關係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當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間的

業務連結性並非來自於交易關係時，或缺乏市場價格可供參考

時，則透過過程導向的管理方式，如在該業務上安排副手以監督

或影響該業務主管的決策，也常是規避該業務出現投機行為之可

行與有效的管理措施。亦即當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具有高

業務連結性時，我方母公司傾向於採行資訊差距管理的方式，以

提高該業務往來的透明性，降低該業務出現投機行為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提出第四個研究假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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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4-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之業
務連結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

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4-2：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業
務連結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

距管理或潛在懲罰力之運用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

制。  

三、非主導性管理者特質、組織特性與管理涉入必要性、管
理機制之關係 

在國際合資中，由於高階經理人通常會面臨來自雙方母公司

及合資公司的多重壓力，雖然這些管理者也可能同時對母公司與

合資公司本身建立雙重承諾，但當母公司與合資企業之利益有所

衝突時，將迫使該業務主管就符合某方利益做選擇，因而產生衝

突性忠誠的現象(Johnson, 1999)。本研究認為在國際合資中，業

務管理者對各母公司所展現之組織承諾是有差異的，當合資公司

管理者具有心繫母公司特質、投入於所屬母公司的附屬利益愈

高，或認知的回派明確性愈高，則管理者對所屬母公司有較高的

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亦較容易有圖利他方母公司的動機與行

為，因此就未握有主導權的我方母公司而言，對該業務管理涉入

的必要性愈高。  

(一)心繫他方母公司  

過去研究指出人們可同時對不同組織展現程度不一的承諾

水準(Fukami & Larson, 1984; Gordon & Ladd, 1990; Tuma & 

Grimes, 1981)；研究發現，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認同程度愈高，對

組織的忠誠與承諾也愈高 (Kogut & Zander, 1996; Mowday et 

al.,1979; Johnson, Korsgaard & Sapienza , 2002)。在國際企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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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下，Black & Gregersen (1992) 將外派管理者特質依「員

工對母公司的忠誠度」與「員工對當地營運的忠誠度」區分為「當

地化(going native)」、「心繫母國(hearts at home)」、「自由球員(free 

agents)」，以及「雙重國民(dual citizens)」等四類(如圖 2-4-1)，

各類管理者所反映出的行為亦有不同。當地化特質之管理者喜好

在地主國工作，會接受並試圖融入地主國文化，對貫徹母公司命

令方面較有抗拒；心繫母國者凡事會以母公司利益為出發點，對

地主國沒有好感，常有調回母國的念頭；自由球員藝高人膽大，

對公司的忠誠度不高，當有更好的機會時便遠走高飛；雙重國民

者能同時考量母公司與地主國利益，能同時取得母公司與子公司

的認同。研究發現，在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中，「心繫母國」

特質的管理者為母公司較關注的外派人員特質之一(Adler, 1986, 

Brislin, 1981; Torbiorn, 1982; Tung, 1982)。 

 

 

 

 

 

 

根據 Black & Gregersen (1992) 的研究指出，當外派管理者

對地主國文化的適應能力較差或母公司有正式的監控程序的管

理者時，較傾向具有心繫母國之特質。在國際合資企業中，高階

管理者大都來自各合資母公司或於當地遴選，各管理者對各母公

自由 
球員 

當地化  

雙重

國民 
心繫

母國 

低 高 

低 

高 

對當地營運的忠誠度 

對
母
公
司
的
忠
誠
度 

圖 2-4-1 外派管理者的類型 

資料來源：Black & Gregerse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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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當地合資企業所展現的忠誠度亦應有所不同。當合資企業管

理者對於所屬母公司有較高的組織承諾，而對於當地營運活動的

忠貞程度較低時，本研究將之視為具有心繫他方母公司特質的管

理者。  

將 Black & Gregersen (1992) 的研究結果延伸到國際合資的

情境中，本研究認為一個具有心繫他方母公司特質的管理者，對

於他方母公司之文化、價值觀會有較高的認同感，凡事較會以他

方母公司利益為出發點，通常表現在外在行為與態度上也較會顧

及他方母公司的利益，故較易有圖利母公司而傷害合資企業的現

象。當面臨來自他方母公司壓力或利益衝突時，具有心繫他方母

公司特質的管理者則較容易有圖利他方母公司的投機行為，故我

方母公司傾向提高對具有該特質之管理者有較高的管理涉入必

要性。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五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 5-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主管之「心繫他方
母公司」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

涉入必要性也愈高。  

(二)附屬利益 

成員對組織的承諾水準除受到組織目標與價值觀的影響

外，也會受到成員對組織所投注的心血的影響，早期組織承諾的

研究便指出，個人在組織中的附屬利益 (如時間、退休金的提撥

等)是影響其組織承諾的主要因素(Becker, 1960; Salancik, 1977)。 

過去外派的研究指出，年資與外派管理者對母公司的組織承

諾成正相關，在母公司的年資愈久，外派管理者在母公司所投資

的時間、心血愈高，會更希望獲得這些附屬利益的回饋(黃國隆， 

1994; Al-Meer, 1989; Black & Gregersen,1992)。Gregersen & Black 

(1992) 也認為年資愈久，外派管理者的認同便與母公司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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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織，對母公司展現高度忠誠也是個自然的結果；Meyer & 

Allen (1984) 也認為資深工作者對其工作有較高的滿足感，在組

織中獲得較佳職位的機會也較高，因此對組織有較高的承諾。此

外，由於資深的外派經理人對於母公司的作業要求與期望也較熟

悉，與母公司亦有著相同的語言及熟悉的行事規範，在溝通與協

調較為容易，因此在合資企業中更容易接收到所屬母公司的要

求。Johnson (1999) 也提出國際合資管理者之組織承諾會受到母

國與地主國文化差異與管理者過去在母公司的年資的影響，文化

距離愈大，或是過去在母公司服務的年資愈久，對母公司的忠誠

程度愈高。 

在其他影響組織承諾的管理者特質中，Grusky (1966) 認為

女性工作者較易認知其在組織中的成長機會較小，有機會晉升為

一線管理者通常表示其在組織中所投注的努力程度較高，也會較

會較珍惜此機會，而有較高的組織承諾；Abdulla & Shaw (1999)

主張已婚者因有較高的經濟負擔因此對母公司有較高的組織承

諾；其他學者則舉出高齡(Meyer & Allen, 1984; Steers, 1977)、高

薪(Salancik, 1977)之管理者對母公司有較高的組織承諾。  

如同交易成本理論中所謂之專屬資產投資所產生的陷入

(holdup)(Williamson, 1975; 1985)，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均顯現

出，成員對組織所投注的心血(包含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及離開

組織的成本，將影響個人對組織的承諾水準與決策行為。本研究

將成員所投注於組織之心血統稱為附屬利益 (side-bets)，認為當

組織成員對組織所投入的附屬利益愈高，則期許可從組織中所獲

得的利益愈高或背離組織的成本愈大，故會有較高的組織認同與

承諾，發生圖利所屬母公司的可能性也較高。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上，本研究認為當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

他方母公司有較大附屬利益時，代表著該管理者對他方母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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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經濟利益上的依附現象，例如高的離職成本。純就經濟利

益的角度觀之，若能將該業務主管對他方母公司的利益依附轉為

對合資公司的利益依附，將有助於降低該業務管理者對他方母公

司的組織承諾水準，或提高其對合資公司的組織承諾程度。根據

組織承諾理論之社會交換模式 (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 

Lamastro, 1990)，國際合資管理者對各母公司的組織承諾會受到

特定母公司所提供的組織支援的影響，其中母公司對國際合資管

理者之付出-報酬的支持強度，是影響國際合資管理者對特定母

公司展現組織承諾高低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Johnson, 1999)。且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合資企業所提供的誘因也

會影響該管理者所認知的公平性，進而影響其對合資企業與他方

母公司的承諾，此公平性即包含了該成員對合資企業的貢獻程度

與他方母公司所提供的經濟誘因的評估。因此，將國際合資管理

者的報酬與合資企業本身相結合，可使一個在他方母公司有高附

屬利益之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提高對合資企業之組織承諾。

Johnson (1999) 研究國際合資企業中衝突性忠誠現象的研究結

果便指出，為提高國際合資管理團隊對該合資企業的組織承諾，

建立適切的報酬結構、堅持公平的決策程序，以及提升母公司對

國際合資的承諾等，是有效的管理作為。其中報酬結構的建立代

表著誘因的提供；堅持公平的決策程序則是一種提高成員組織承

諾、心裡依附(attachment)、與信任的方式(Johnson, 1997)。 

此外，過去研究也指出，將合資結果與管理者報酬結合在一

起，會使合資管理者將重心放在如何提升合資企業的競爭地位與

發展上(Bleeke & Ernst, 1991)，而不會單純的將職涯關注在所屬

母公司。Guzzo, Noonanm, & Elron (1994) 的研究顯示，員工知

覺利益是組織承諾的預測變數，雖然組織成員的組織承諾與組織

績效間的因果關係並無定論(Cullen, Johnson, & Sakano, 1995)，

但報酬結構隨合資績效的調整，將有助於提高非主導性業務管理

者對國際合資企業的組織承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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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經濟上的誘因外，過去學者也指出「文化」也能夠強化績

效評估系統，同時也會被績效評估系統所強化(Baron & Kreps, 

1999, p. 222)，透過社會化與誘因系統的設計與實施，將有助於

提高非主導性業務主管離開合資企業的成本。先前研究也支持，

藉由社會化來影響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是建立子公司管理者

組織承諾的一項重要管理機制(Gupta & Govindarajan, 1992)。 

通常在一個合作關係中，經濟理性者的合作動機會受到誘因

分配的影響，誘因愈大，合作者對此合作關係愈加重視，愈願意

投入而不願破壞。當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他方母公司有較高的

利益依附或附屬利益時，以監督方式來降低雙方資訊上的差距或

藉由潛在懲罰力來對該管理者之行為加以規範，雖亦可有一定的

效果，但通常僅能達到防弊的作用，較無法達到與該管理者目標

的整合，而從根本的動機面上，使該管理者朝向以合資企業的最

大利益為其努力的方向，進而產生的價值創造效果。  

綜合上述之推論與根據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的主張，所

謂價值差距管理便是透過經濟利益的賦予或價值觀的整合，以縮

短合作雙方的價值差距，並建立合作雙方的目標一致性。因此，

本研究提出第六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 6-1：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他方母公
司的附屬利益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

涉入必要性也愈高。  

假說 6-2：在國際合資中，我方母公司較傾向對於對他方母

公司有高附屬利益的管理者，運用價值差距管理

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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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派明確性 

從組織承諾的角度來看，當組織對成員的重要性愈高，成員

對組織的承諾愈高(Deaux, 1996)。組織的重要性可展現在許多方

面，例如提供員工有希望的職涯願景或給與員工展現抱負的訊息

與機會。當組織對員工的職涯規劃愈明確，則有助於提高員工對

組織的忠誠。在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中發現，外派人員通常對

於回派問題有較高的憂慮(Harvey, 1989; Kendall, 1981)，尤其擔

心回國後職務或職位上的變動，若母公司有明確的回派程序時，

外派者經常較能清楚認知此外派為一階段性任務，故也更加強對

母公司職涯的歸屬，而提高外派經理人對母公司的依賴與組織承

諾(Gomes-Meija & Balkin, 1987; Gregersen & Black, 1992)。 

在國際合資中，當母公司對該外派人員有訂定明確回派程序

時，將提高員工對母公司的信賴與忠誠，則當面臨來自他方母公

司與合資公司間利益衝突時，管理者較易聽從所屬母公司之指揮

而產生圖利母公司之行為。Gomez-Meija & Balkin (1987) 指出，

回派程序的明確性對員工回任母公司時的適應與協助有正面的

影響，也有助於提高回任母公司的滿意度。故 Gregersen & Black 

(1992)主張，在回派明確性高的企業中，外派管理者會認知到該

母公司是值得依賴的，管理者對該母公司的支持將會高於其他企

業，管理者也會對其所屬母公司展現出較強的組織承諾，而不會

對當地營運有此組織承諾的提升。因此，當他方母公司對所主導

業務之管理者有清楚的回派規劃或程序時，將提高該管理者產生

圖利他方母公司行為之機率，進而提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

理涉入必要性。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方面，一位具有高回派明確性的合資企業

主管，會認知其職涯前途乃依附於他方母公司身上，也通常會表

現出對所屬母公司有較高的歸屬感與承諾。此時，合資企業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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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誘因或職涯上規劃(價值差距管理)通常較難產生具體的激勵效

果來影響其行為。此外，當母公司有明確的外派任期時，該管理

者與合資內管理者間的互動時間較短，較難以培養出共同文化與

價值觀，例如熊欣華(2001)便認為，短期的合作較不需要考慮到

價值觀或組織文化的層面，故社會化機制(價值差距管理機制的

一種 )亦較難運用於此類管理者，這也是具有高回派明確性與高

附屬利益特質之管理者間最大的差異。 

在管理涉入程度固定下，價值差距、資訊差距、潛在懲罰力

等三類管理機制間具有替代的關係，母公司會選擇較有效的管理

機制以補強某機制使用的無效率。當價值差距管理無法對高回派

明確性的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產生有效的管理時，我方母公司為

避免該業務主管產生圖利他方母公司的行為以確保投資利益，會

傾向採取就近瞭解、監督或稽核的方式，以降低與該業務之資訊

差距，例如派遣我方人員至該部門任職、經常性地檢核報表等措

施，因此會提高運用資訊差距管理機制的比重。此外，我方母公

司也可明確地於契約、組織規則中明訂該業務的績效要求或相關

防弊規定，或透過產業網絡的力量來降低該業務主管可能的圖利

他方母公司行為。 

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七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 7-1：在國際合資中，他方母公司對該非主導性業務管
理者的回派明確性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

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7-2：在國際合資中，當他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

理者有高的回派明確性時，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

用資訊差距管理或潛在懲罰力之運用作為該業務

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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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與假說推導，本研究提出之理論性研究架

構(如圖 2-4-2)。本架構之主要涵義為，在國際合資中，我方母公

司對於非主導性業務之管理涉入必要性會受到該業務之業務特

性、該業務管理者特質與他方母公司外派政策的影響。在管理機

制上，在不同情境(業務特性、該業務管理者特質、他方母公司

外派政策)下，我方母公司所運用之管理機制亦將有所差異，當

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學習重要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

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非主導性業務之資

訊封閉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或潛在懲

罰力之運用來管理此業務；當非主導性業務之績效模糊性愈高，

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價值差距管理或資訊差距管理；當非主導

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績效模糊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

資訊差距管理或運用潛在懲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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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理論性研究假說彙總表 

假說  管理情境  假說內容  

假說

1-1 
策略  
重要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策略重

要性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

高。  

假說

1-2 
學習策略  
重要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學習重

要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作為

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假說

2-1 
資訊  
封閉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的  資訊封閉程度程度愈
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2-2 
資訊  
封閉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資訊封

閉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或

潛在懲罰力之運用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假說

3-1 
績效  
模糊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之績效模糊性愈高，我

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3-2 
績效  
模糊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績效模

糊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價值差距管理或資

訊差距管理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假說

4-1 
業務  
連結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之業務連

結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

愈高。  

假說

4-2 
業務  
連結性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對我方母公司的業務連

結性愈高，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或潛

在懲罰力之運用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假說

5-1 
心繫他方
母公司  

在國際合資的非主導性業務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

之「心繫他方母公司」程度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
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愈高。  

假說

6-1 
附屬利益 

在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對他方母公司的

附屬利益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

性愈高。  

假說

6-2 
附屬利益 

在國際合資中，我方母公司較傾向對於對他方母公司

有高附屬利益的管理者，運用價值差距管理作為該業

務之管理機制。  

假說

7-1 
回派  
明確性  

在國際合資中，他方母公司對該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

的回派明確性愈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

必要性愈高。  

假說

7-2 
回派  
明確性  

在國際合資中，當他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

有高的回派明確性時，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

距管理或潛在懲罰力之運用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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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方母公司較傾向對於對他方母公司有高附屬利益的

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運用價值差距管理作為該業務之管理機

制；最後，在國際合資中，當他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

有高的回派明確性時，我方母公司較傾向運用資訊差距管理作為

該業務之管理機制。茲將相關研究假說詳列如表 2-4-1，相關假

說之主要推論說明如表 2-4-2。 

表 2-4-2 主要假說推論理由彙總表 

管理情境 理由 管理機制 理由 

策略 
重要性 

1.影響母公司價值創造。 
2.滿足學習動機之所在。 
3.合資企業競爭優勢之
所在。 

資訊差

距管理

(學習重
要性) 

1.管理機制必須達到資訊的分
享、合併與發展。 

2.V 類所產生的價值認同與信
任及 P類所產生的嚇阻作用
無助於學習。 

資訊 
封閉性 

1.驗證資訊困難或昂貴
引發代理問題 

2.資訊不對稱是形成投
機機會的主要因素 

3.希望有全面瞭解，避免
出大問題時無法收拾。 

資訊差

距管理 
或 
潛在 
懲罰力 

1.當主理人無法察覺代理人行
為時，管理機制的選擇： 
(1)投資資訊系統、(2)以代理
人的行為結果作為契約約定

來解決，以消除部份的資訊

不對稱。 
績效 
模糊性 

1.會提高搭便車、怠工、
欺騙的可能性。 

2.TCE：績效難以衡量所
引發之內部不確定性

需較高的控制程度。 

價值差

距管理 
或 
資訊差

距管理 

1.績效缺乏可衡量之標的，將
無法訂定明確的契約或考核

標準，潛在懲罰力之運用失

去合法性。 
2.TCE：當績效模糊性使得監
督困難時，創造一個目標是

一個較有效率的管理策略。 
業務 
連結性 

1.母子互賴性高，母公司
的控制程度高，以要求

子公司配合母公司策

略，追求總體利益的極

大化。 
2.外商與合資子公司有
垂直連結關係時，偏好

以組織間的交易來獲

取利潤(如移轉定價) 

資訊差

距管理 
或 
潛在懲

罰力 

1.他方母公司以母公司績效來
決定合資主管紅利分配的影

響也愈高 ，我方母公司運用
誘因或社會化等價值差距管

理機制來管理的潛在效果將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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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主要假說推論理由彙總表(續) 

管理情境 理由 管理機制 理由 

心繫他方

母公司 
1.互動較差、對地主國文
化適應能力較差、情感

依附於母公司將產生

對他方母公司有較高

的組織承諾。 

未定 1.心繫他方母公司可能的理由
甚多，可能並不是因對當地

營運文化不瞭解，而是根本

上就是一心向著他方母公

司，如組織文化的認同、情

感上的依附等。 
投 資 1.個人在組織中的附屬

利益(如時間、退休金的
提撥等)及離開組織的
成本，是影響其組織承

諾的主要因素。 

價值差

距管理 
1.母公司對國際合資管理者之
付出-報酬的支持強度、工作
上的支援，是影響國際合資

管理者對特定母公司展現組

織承諾高低的主要影響因

素。  
2.社會化與正向誘因機制有助
於提高非主導性業務主管的

離職成本。 
3.資訊差距管理與潛在懲罰力
僅能防弊，無法獲致因目標

整合所產生之共創價值的利

益。 
回派明確

性 
1.若母公司有明確的回
派程序時，外派者將認

知此外派為一階段性

任務，故也更加強對職

涯的歸屬，而提高外派

經理人對他方母公司

的依賴與組織承諾。 

資訊差

距管理 
或 
潛在懲

罰力 

1.經濟誘因或職涯上規劃較難
產生具體的激勵效果。 

2.管理者與合資內管理者間的
互動時間較短，社會化機制

亦難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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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一：根據 Meyer & Allen (1991)的研究，將組織承諾可分為三類：(1)

持續承諾 (continuance commitment)； (2)情感承諾 (affective 

commitment)；(3)規範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但實證結

果發現後兩者的差異並不明顯，且規範承諾對員工行為表現的

影響，不如情感承諾(Mathieu & Zajac, 1990; Meyer & Allen, 

1997)，與持續承諾，故本研究僅將組織承諾分為持續承諾與

情感承諾兩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