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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章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描述上共分為四節。首先說明本研究之

研究設計，目的在於闡述本研究流程所使用研究方法之理由。第

二節則以第三章所得實證性研究架構為基礎，說明在大樣本問卷

調查中，研究樣本與資料收集的方式。第三節則分別說明在大樣

本研究中，各研究變數之概念性定義、操作性定義與衡量方法，

並描述本研究問卷之設計方式與內容。最後，於本章第四節中將

說明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 

第㆒節 研究設計 

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在於累積可供驗證的知識，使知識得以

解釋、預測、理解研究者所感興趣之經驗現象，因此必須就研究

之目的來決定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合

資關係中，影響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要性之相

關因素，並期望發現合資企業中，各業務管理者之潛在圖利母公

司空間與行為，以及實務或理論上，我方母公司如何透過管理機

制的選擇，來規避此行為，進而消弭管理者對於投機行為之不必

要努力，以達防弊與興利之目的。  

由於過去國際合資的研究並未對非主導性業務進行相關的

探討，故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首先藉由國際企業與組織理論的

觀點出發，試圖藉由理論上的推論以建立初步的研究架構，並以

個案訪談為輔，大樣本的問卷調查為主，俾以提高研究的內部效

度與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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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訪談 

由於合資投機行為與管理機制等相關問題較具敏感性與複

雜性，唯有藉由實務上之深入觀察與訪談才得以窺知一二，過去

學者也指出，透過個案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研究變數關係的新洞

見(Eisenhardt, 1989b; Glaser & Strauss, 1967; Yin, 1989; Yan & 

Gray, 1994)。因此本研究在個案訪談部分，乃藉由多位會計師與

國際合資公司高階經理人之深入訪談，以蒐集實務資訊。個案研

究部分將側重於客觀事實的了解及主觀的詮釋，以歸納並釐清研

究的構念與變數，期與文獻推導之理論性研究架構進行比較與修

正，建立實證性研究架構，增進實證性研究架構的完整性與適用

性；另一方面，個案研究結果希望能發掘國際合資非主導性業務

的有效管理方法，以提供實務管理者更具貢獻之管理意涵。個案

研究之相關作法與結果詳見本論文第三章之描述。  

二、問卷調查 

為提高本研究架構的一般化能力，本研究在第二階段乃針對

國際合資企業之高階經理人進行問卷調查，並對所收集之資料加

以分析與詮釋。相關樣本資料收集之條件與方法、研究變數之衡

量，以及資料分析方法分述於本章以下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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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節 研究樣本與㈾料收集 

一、樣本選擇 

由於本研究為建構國際合資中非主導性業務之管理，理想

上，樣本應從符合研究對象之母體中以隨機方式取得。然而在台

灣的現有資料庫中並無法找到類似母體，故在缺乏足夠代表性之

抽樣架構下，進行隨機抽樣的可行性不高，且因本研究所探討之

管理議題可能部份涉及合資企業之黑暗面，更加深大樣本隨機抽

樣的適用性。因此，本研究犧牲某程度上的外部效度，以立意抽

樣來作為篩選本實證研究樣本的方法，冀望在此研究設計下，本

研究之重要變數可以被清楚的檢視。為此，配合本研究目的，樣

本對象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依據本研究所界定之範圍，我方母公司必須擁有該合資公司決

策參與權與共同經營權。因此，持股比例必須介於 20%~80%。 

2.配合本研究對國際合資之定義，並保有國際合資之跨文化特

色，我方母公司必須與另一合資夥伴隸屬於不同國籍之企業，

或與該合資企業營運所在地之國籍不同。  

二、資料收集 

決定誰是最佳塡答問卷的人選以切合本研究目的，對本研究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為此，受訪者本身必須對國際合資企業中非

主導性業務之管理有足夠的瞭解，必須與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

務主管有所互動與接觸，且為我方母公司於合資企業中之主要窗

口。故本研究以我方母公司派駐該合資企業之高階管理幹部(參

與經常性決策會議之一級主管)，作為塡答問卷之人選。該受訪

者可能分佈於不同階層，然過去管理領域的研究者通常不觸及組

織中不同階層的人員是否具有認知上差異的問題 (Lincol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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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z, 1980; Parkhe, 1993)。 

在樣本選擇上，由於本研究議題較具敏感性，為取得塡答者

之信任以提高資料的可信度並兼顧樣本的一般化能力，本研究之

樣本來源有二。第一個樣本來源係以美商鄧白氏商業資料公司

(D&B Foreign Enterprises Taiwan)於 2001 所發行之「在台外資商

業名錄」為基礎，並逐筆篩選出符合條件之樣本，此樣本資料係

以外資來台之合資企業為主；第二個樣本來源則來自於研究者本

身之網絡關係，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企業家班、科技班、高

階管理碩士班(EMBA)之歷屆學員，以及作者親友所任職或引薦

之國際合資企業，此類樣本則以台商對外投資之國際合資企業為

主。  

上述樣本均先透過面對面的接觸或電話的拜訪，再以親交問

卷或郵寄問卷的方式，藉以提高研究的內部效度，也由於研究主

題的敏感性與樣本架構的難覓，加上必須跨越國境的要求，使得

資料收集上具有較高的難度，若以預測問卷方式來確保問卷內容

的信效度的方式可能較不經濟。但為確保問卷能蒐集到可靠的資

料，故在本研究問卷發送前，委請多位相關領域學者進行評估與

修正，並透過多位國際合資企業高階管理者的試訪，以確保問卷

的內容效度。在各個衡量構念上，本研究採取多題項的方式，並

依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的結果，採

取事後刪題的方式以提升構念衡量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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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節 研究變數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可分為五大類，分別為：(1)非主導性業務

特性，包括策略重要性、資訊封閉性、績效模糊性、業務連結性；

(2)非主導性業務主管與他方母公司外派政策：心繫他方母公司、

附屬利益、回派明確性； (3)業務績效；(4)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機

制：包括管理涉入必要性、價值差距管理機制、資訊差距管理機

制、潛在懲罰力機制；(5)控制變數。本節中將分別說明各變數之

概念性定義與操作性化，並據此形成研究問卷(參見附錄二)。 

一、非主導性業務特性 

(一)策略重要性 

邱雅萍 (2002)在多國企業子公司知識來源影響因素的研究

中，將特定知識對子公司的策略重要性定義為「該知識是企業目

前營運績效與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或是未來競爭優勢的關

鍵」。在國際合資企業中，鑲嵌於特定業務的知識對合資夥伴的

重要性，除對合資公司或母公司營運績效的影響外，也可能是合

資夥伴策略性學習的焦點。故本研究參考邱雅萍的研究，以競爭

及學習的角度來定義該業務對我方母公司之策略重要性，並將策

略重要性定義為「對單方合資母公司而言，非主導性業務範疇內

所具有之知識、技術或產出，為我方母公司學習之焦點或為我方

母公司或合資企業現在或未來競爭優勢的關鍵」。  

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以合資目的(學習動機)、影響我方母

公司或合資公司的競爭優勢等問項，來衡量該業務對我方母公司

的策略重要性。相關衡量題目為問卷第二部分第 I-1 題至 I-5 題，

採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受訪者的同意程度。而在管理機制選擇

的模型上，解釋變數為「學習重要性」故僅就問卷中第二部分的

第 I-1 題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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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封閉性 

在合資關係中，合作夥伴對資訊的封閉能力將反應在行為的

不確定 性上 ， Parkhe (1993)曾以「行為 透明性 (behavioral 

transparecy)」來說明在夥伴關係對合作夥伴行為的掌握能力，其

定義為「策略夥伴學習對方行動的速度與信賴程度」；熊欣華 

(2001)在廠商合作關係中，將「資訊」定義為「廠商對其合作夥

伴行為的瞭解與掌握程度」；Norman (2002) 指出，一個內隱的

知識可能較難被學習與模仿。本研究認為，當資訊的內隱性愈

高，將延長我方瞭解該能力的時間，並降低我方人員對該業務的

掌握能力，提高該業務之資訊封閉性。因此，本研究將資訊封閉

性定義為「廠商學習合作夥伴的速度與對合作夥伴行為的瞭解與

掌握程度」。  

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參考 Parkhe (1993) 與 Norman (2002)

有關策略聯盟的研究問卷，從該主管的行為透明程度 (如資訊的

提供)、該業務的內隱性(如可瞭解、可觀查或學習的難易度)、我

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掌握程度，以及資訊來源等，來衡量該業務

的資訊封閉程度。相關題目於問卷第二部分 II-1 題至 II-8 題，採

李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塡答者之同意程度。  

(三)績效模糊性 

所謂績效模糊性表示管理者難以有一套標準來比較評估對

象的行為和產出，其原因可能因為管理者缺乏足夠的資訊或該任

務具有極高的獨特性或與其他任務完全整合 (Ouchi, 1980)；

Stump & Heide (1996) 認為績效模糊性的原因可能是評估該任

務績效需耗費極高的努力，或需缺乏績效的標準。在變數的衡量

方面，本研究參考 Anderson (1985) 與 Stump & Heide (1996) 的

量表，從是否有績效標準、和其他部門之整合性等方面，以李克

特五點尺度來衡量受訪者對各題項之同意程度。相關題目於問卷

第二部分 III-1 題至 III-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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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連結性 

根據 Kumar & Seth (1998) 對母公司與合資企業間的策略互

賴程度的定義：「合資企業與母公司間共享資源與的重要性與程

度」。本研究參考上述研究，將業務連結性之操作性定義如下：「在

國際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間共享資源的重要

性與程度」。  

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由於過去文獻較少論及母子公司間業

務的連結關係，故配合本研究情境，將業務連結性之操作性定義

為「在國際合資企業中，他方母公司與非主導性業務間業務的關

聯程度，亦即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間資源共享的重要性與

程度」。在衡量方面，採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該業務與他方母

公司間採購、銷售、互動，以及決策之關連程度。相關題目為問

卷第二部分 IV-1 至 IV-4 題。由於非主導性業務的不同，與他方

母公司的業務連結項目也有差異，若直接加總上述各題可能會產

生衡量上的錯誤。例如，若非主導性業務為行銷，則不太可能會

透過該部門向他方母公司採購原物料，此亦不屬於該業務之職責

範圍，因此在業務連結性分數的計算上，必須依受訪者所選擇之

業務種類來決定衡量的題目。本研究將依據下表(表 4-3-1)所勾選

之題項之平均數，作為該業務與他方母公司業務連結性之分數。 

表 4-3-1 業務連結性之衡量方式  

       
題號 行銷 採購 研發 人資 財務 

回銷母公司比例 IV-1 P  P   
向母公司採購比例 IV -2  P P   
業務往來 IV -3 P P P P P 
決策自主性 IV -4 P P P P P 

註：若受訪者勾選其他業務時，則視該業務之類型另行決定。  

衡量項目 
業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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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導性業務管理者特性與他方母公司外派政策 

(一)心繫他方母公司  

本研究將心繫他方母公司的概念化定義為「組織成員對他方

母公司的情感依附，並願為他方母公司組織目標努力的意願」。

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本研究將心繫他方母公司之操作性定義為

「在國際合資企業中，管理者以他方母公司利益為出發點，對他

方母公司有高度之組織承諾」。  

在變數的衡量方面，根據操作性定義，以該主管對他方母公

司的組織承諾來衡量非主導性業務主管心繫他方母公司的程

度。本研究參考 Johnson, Korsgaard, & Sapienza (2002)、Gregersen 

& Black (1992) 、Mowday, et al. (1979)，以及 O’Reily & Chatman 

(1986) 對他方母公司之組織承諾的研究提出各問項。相關問項

於問卷第三部分第 1 題至第 7 題，每一項目均採行李克特五點尺

度來衡量受訪者之同意程度。  

(二)附屬利益 

依據 Becker (1960) 的附屬利益理論(side-bet theory)，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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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之組織承諾稱之為持續

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本研究引用附屬利益理論，將附

屬利益定義為「成員對組織所投資的任何價值(如時間、努力、

金錢)，與該成員所認知之離職機會成本」。在變數的操作化與衡

量方面，參考 Meyer & Allen (1984)，從該業務主管的離職成本、

在原母公司的年資、職位等方面來衡量該業務主管對他方母公司

的附屬利益。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三部分第 8、9、12、13 題，每

一項目採李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受訪者之同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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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派明確性 

回派明確性表示他方母公司對外派人員是否訂定有明確的

回派時間或制度(如訓練、職務安排)，以提高外派人員對所屬母

公司的忠誠與承諾。在變數的操作化上，本研究請受訪者就他方

母公司是否對該業務主管有明確的輪調時間，以及他方母公司是

否有明確的回派制度，填答其認知的同意程度。相關問項於問卷

第三部份第 10 題至第 11 題。  

三、非主導性業務績效 

學者對於合資績效的適當定義與衡量對象或衡量方式，並未

有明確的定論，其原因在於合資有許多很難衡量的結果，例如組

織學習的成果(Johnson et al., 2001)。一般而言，績效衡量可分為

主觀評估指標 (如滿意度 )與客觀評估指標 (如財務表現 )兩種，

Chandler & Hanks (1993) 發現這些主客觀績效指標間有著高度

的相關。本研究之績效衡量對象為特定業務，而客觀的財務指標

通常反映出是整體合資企業的績效，故本研究以主觀績效作為衡

量指標，並區分為過去績效與現在績效兩類，分別衡量該非主導

性業務與業務主管的表現與我方母公司預期間的差距。相關問項

於問卷第二部份 V-1 至 V-4 題。 

四、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機制 

(一)管理涉入必要性  

管理涉入必要性代表著管理者對於組織之人、事、物所認知

的攸關程度，而對該人、事、物加以規範或引導的必要程度。在

變數的操作化方面，配合國際合資的情境，管理涉入必要性表示

我方母公司就該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務之現況所認知之管理

攸關程度，其代表著母公司對特定業務所花費的時間與努力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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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變數的衡量，本研究參考 Killing (1982)與 Tsang (2002)的

研究，衡量我方母公司在該業務的八個活動上的參與程度。相關

問項於問卷第四部份第 1 題至第 8 題。由於非主導性業務不同，

在所涉入之活動上亦有所差異，本研究在此變數的衡量上，乃依

據受訪者所述之非主導性業務，依據表 4-3-2 中各非主導業務所

涵蓋之活動種類，分別計算其平均值。 

表 4-3-2 管理涉入必要性衡量方式 

       
題號 行銷 採購 研發 人資 財務 

參與策略決策 四-1 P P P P P 
參與策略規劃 四-2 P P P P P 
參與流程規劃 四-3 P P  P P 
參與定價 四-4 P P    
參與生產決策 四-5      
參與主管任命 四-6 P P P P P 
參與目標訂定 四-7 P P P P P 
參與成本預算 四-8 P P P P P 

註：若受訪者勾選其他業務時，則視該業務之類型另行決定。  

(二)管理機制 

本研究所探討的焦點為一種組織間的合作行為，在管理機制

類型的選擇上採用司徒達賢、熊欣華 (2004) 所提出之價值差距

管理、資訊差距管理、潛在懲罰力之運用等三種管理機制。一般

而言，上述三種管理機制在一組織中，皆不可偏廢，均必須有一

定程度的使用量(門檻值)，而在管理效率的考量下，各管理機制

的使用超過最低門檻值後，管理者會針對某管理情境，選擇最合

適的管理機制，亦即各管理機制在超過一最低使用水準後，管理

者會依據該非主導性業務之情境，選擇最佳的管理機制。 

活動項目 
業務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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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各管理機制的門檻值會因統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獨資企業與合資企業在運用各

管理機制之所需程度上便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各樣本所提供之管

理機制使用程度的分數中，一部份是因國際合資的統理結構使

然，另一部份是由於該非主導性業務所衍生出之管理情境所造成

(如圖 4-3-1)，而本研究欲瞭解的是在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情境

下，我方母公司所選擇的管理機制會有何差異，亦即想要瞭解在

上述門檻值以上，各管理機制 (VIP)的選擇，因此有必要先求出

各管理機制的門檻值。  

此外，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在不同非主導性業務情境下，

我方母公司對各管理機制的選擇，故實證分析之迴歸模型中應

變數之選擇應以各管理機制的相對使用程度，才能表現出“選

擇”或“替代”的概念，亦即應以價值差距管理比重、資訊差距

管理比重，以及潛在懲罰力運用比重才有意義，以下將分別描

述個管理機制比重之衡量與該變數之操作方式。  

管
理
機
制
使
用
程
度 

價值差距管理 資訊差距管理 潛在懲罰力運用 

因應國際合資管理情境所需之管理機制使用量 

因應非主導性業務情境所需之管理機制使用量 

圖 4-3-1 不同情境下管理機制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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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價值差距管理比重 

根據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指出，價值包含經濟層面的利

益與心理層面的價值觀。故本研究將價值差距管理定義為「透過

正向的經濟誘因或社會化的過程，使我方母公司與非主導性業務

主管間利益或價值觀趨同的管理措施」。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

本研究參考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針對影響 VIP模型的因素整

理、本研究實務訪談結果，以及熊欣華(2001)與實務訪談中管理

者的描述，請受訪者回答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所運用之正向誘因

及社會化的程度。相關問項於問卷第四部份第 9 題至第 11 題(分

別以 1v、 2v 、 3v 表示)。價值差距比重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3
)( 321 thvvvvV −++

=  

PIV
VVratio ++

=  

其中：V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價值差距管理分數 

I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資訊差距管理分數 

P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潛在懲罰力分數 

thv 代表價值差距管理之門檻值 

ratioV 代表價值差距管理比重 

2.資訊差距管理比重 

資訊差距表示合作雙方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故資訊差距管理

定義為「在合作關係中，降低雙方資訊不對稱的所有管理作為」。

在變數的操作化方面，本研究參考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4)的研

究、實務訪談結果，以及 Deeds & Hill (1999) 的實證問卷，假定

非主導性業務主管為採取投機行為的一方，故資訊差距管理我方

母公司表示藉由檢核、人員互動或調查的方式，以提高對該業務

(或業務主管)的瞭解程度。相關問項於問卷第四部份第 12 題至第

15 題(分別以 1i ~ 4i 表示)。價值差距比重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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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321 thiiiiiI −+++

=  

PIV
IIratio ++

=  

其中：V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價值差距管理分數 

I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資訊差距管理分數 

P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潛在懲罰力分數 

thi 代表資訊差距管理之門檻值 

ratioI 代表價值差距管理比重  

3.潛在懲罰力運用比重  

配合本研究情境並修正熊欣華(2001)對潛在懲罰力的定義，

本研究將潛在懲罰力定義為「當非主導性業務主管產生投機行為

或不遵守合作協議時，我方母公司對其個人或所屬母公司可以運

用的報復手段」。在變數的操作方面，根據 Buckley & Casson 

(1988) 的分類，懲罰策略可以分為自行懲罰、透過第三者懲罰，

以及對方事先的抵押等三種類型。本研究就此分類模式，並參考

Nooteboom, Berger, & Noorderhaven (1997)、John (1984)，以及熊

欣華(2001)的研究，設計題目為問卷第四部份第 16 題至第 20 題

(分別以 1p ~ 5p 表示)。價值差距比重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5
)( 54321 thppppppP −++++

=  

PIV
PPratio ++

=  

其中：V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價值差距管理分數 

I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資訊差距管理分數 

P 為扣除門檻值後之平均潛在懲罰力分數 

thp 代表潛在懲罰力之門檻值 

ratioP 代表潛在懲罰力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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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制變數 

回顧過去文獻(如第二章之文獻探討)，過去探討國際合資管

理控制的影響因素可包含母公司因素 (如技術能力、合資經驗、

相對談判力等)、子公司因素(如地主國市場吸引力、環境不確定

性等)，以及母子公司關係(如策略互賴性、關係等 )。雖然本研究

以合資企業中非主導性業務為探討的焦點，但上述組織層次之變

數亦可能影響我方母公司對特定業務的管理涉入程度。為提高研

究架構的完整性，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包括有機構因素(包含合資

營運地點與我方母公司的機構文化)、相對談判力、合資企業對

母公司的相對重要性、公開發行狀況、業務營運時間，以及過去

合作關係等七個。茲將各變數對我方母公司管理涉入必要性之影

響，與變數衡量方式說明如下。  

(一)機構因素(institution factor) 

本研究之機構因素包涵了合資地點與我方母公司的國籍兩

個。合資事業的當地法律與制度是否健全，會影響合作廠商對於

契約有效性與執行力的信心，以及雙方合作關係是否有公平的基

礎。因此，合資地點的機構條件經常是影響母公司管理的重要變

數(Kumar & Seth, 1998; Luo, Shenkar, & Nyaw, 2001)，也會影響

合資母公司對於該合資企業管理的管理方式。過去研究亦指出，

我方母公司的國籍也會影響對該業務之管理涉入程度，例如，Lee, 

Chen, & Kao (1998) 便認為，在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合資企業中，

外國多國公司通常被認知為具有較高的技術與知識，為確保專屬

資產的完整性，通常較對合資企業的控制與監督有高度的動機；

Lou, Shenkar, Nyaw (2001) 也指出，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合資企業

中，外國母公司傾向採取全面控制，而中方母公司則傾向採取特

定控制的方式，以獲取較高的績效。因此，合資企業所處的當地

機構環境將影響該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與

管理機制的選擇；母公司的組織文化則將影響對該非主導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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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涉入必要性。 

在變數衡量方面，由於本研究無法直接衡量機構環境與各合

資母公司的組織文化的實際內容，僅以合資事業所在地與合資母

公司的國籍來作為替代變數。本研究係以我方母公司的角度來探

討，故在機構變數上，本研究將合資地點與我方母公司之國籍視

為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在合資地點方面，區分為已開發國家與開

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兩類，以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處

理之，以反映合資地點法律制度的可依賴程度；在我方母公司國

籍方面，亦以虛擬變數處理之，區分為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以

反映東西方文化差異對合資企業管理程度的差異。相關問項於問

卷第五部分第 1 及第 13 題。 

(二)合資企業對我方母公司的重要性 

過去研究對於當合資企業對母公司的策略重要性愈高時，母

公司對該合資企業的資源承諾與關注程度也會愈高的結論，已有

一致的共識(例如 Cullen, Johnson, & Sakano, 1995)。Tsang ( 2002)

認為，當合資企業對特定母公司的競爭策略有重要影響，或為母

公司主要的利潤貢獻者時，母公司將傾向對該合資企業的活動有

更高的涉入，以確保該合資企業的成功，實證結果也支持此論

點。然而，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為合資企業之非主導性業務，若

該合資企業對他方母公司的重要性甚高，則他方母公司將對主導

業務投注較大的心力，而可降低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涉入程

度。因此，合資企業對雙方母公司的相對重要性為影響我方母公

司涉入程度的因素之一，對我方母公司而言，相對重要性愈高，

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涉入程度愈高；反之，當相對重要性愈

低，則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涉入程度愈低。為避免整體合資案

的相對重要性影響本研究之焦點(以特定業務為分析單位)，故將

合資企業的相對重要性視為一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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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數的衡量方面，參考 Tsang (2002) 的研究問卷，從合資

企業的營收、利潤、策略地位等，作為衡量合資企業對各母公司

的重要性的指標，並將合資公司對我方母公司的整體重要性分數

減去對他方母公司的整體重要性分數。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五部分

第 3 至 10 題。 

(三)相對談判力 

在合資事業研究中，各母公司相對談判力的大小，會影響其

對該合資企業管理涉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在本研究中，以我方

母公司與他方母公司的相對持股比例，作為在合資企業中雙方相

對談判力大小的衡量方式。所有權與管理控制在本質上是不同

的，所有權代表了合資雙方對合資企業所產生之價值的分配與承

諾，而管理控制則反應了母公司對合資企業營運決策的影響力，

以達成母公司的組織目標(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 

1994)。儘管如此，股權向來是母公司對合資企業一項重要的管

理工具，過去研究大多認為股權與控制權為一線性關係，雖然在

這些研究中，所謂控制的焦點並沒有區分是主導性或非主導性業

務，而以整體控制的觀念來驗證研究假說，但母公司持股比例也

可能對母公司在合資企業的管理涉入程度有所影響，亦即將對較

高的持股將對該合資企業之各業務上有較高的涉入程度。 

此外，在合資企業中股權通常也代表了管理的合法權，較高

股權者，對合資企業的影響力較大，也較有權力以正式的管理方

式來對合資中各業務進行監督，在促進合資雙方目標相容性與增

加潛在懲罰力的效果等也較為顯著(熊欣華，2001)，故相對談判

力也會影響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機制的選擇。因此，本研究將此因

素納入分析時的控制變數之一，認為我方母公司與他方母公司之

相對談判力愈大(持股比例之差距愈大)，則我方對非主導性業務

的管理涉入必要性也愈高。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五部分第 12-13

題。變數操作方式為將我方母公司持股比例減去他方母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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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四)公開發行狀況 

當合資母公司或子公司為上市(櫃)公司時，通常必須接受當

地政府的監督，且組織內部的稽核與控制也相較於未公開發行公

司有制度，組織應也會具有較高的資訊透明度，也更重視組織的

聲譽，且母公司若為上市上櫃公司，則其子公司(持股比例超過

30%)的經營狀況也會受到主管當局的監督，因此可能會影響我方

母公司對該組織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故本研究將此變數納入控制

變數中，並以虛擬變數的方式處理。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五部分第

14 題。 

(五)主管上任時間 

主管上任時間與對該業務之管理涉入必要性的影響，請詳見

第三章第五節「個案分析與理論架構之對應」中之說明 (第 108

頁)。在變數操作化方面，本研究以負責該業務之主管上任的時

間(年)來衡量。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二部分第 VI-1 題。  

(六)過去合作經驗 

在國際合資中，母公司之間過去合作的經驗對於雙方合作的

默契與信任會有顯著影響。Luo (2002) 指出，過去合作的經驗會

影響 IJVs 契約的完整性，因為有合作經驗，故會發展出專門性

技巧與例規以適應彼此的交易，此為一種雙方所共同建立與擁有

的專屬性資產，而此專屬性資產將會抑制雙方的投機行為；

Granovetter (1985) 則認為雙方過去的經濟交易會使提升雙方的

社會關係，此亦會降低雙方投機的動機；Doz (1996) 也認為過去

的合作關係有助於形成開放的組織氣候而利於合作雙方的學

習；Parkhe (1993) 對 IJV 的觀察也發現，過去的合作關係會限

制雙方投機行為的預期。本研究探討我方母公司對國際合資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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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性業務之管理涉入必要性之情境因素，主要從學習與防衛投資

的角度出發，故藉由上述文獻之說明，合作雙方過去的合作關

係，必將對我方母公司在該非主導性業務上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有

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合作雙方過去的合作關係納入本研究的控

制變數之一，以虛擬變數方式處理之，相關問項於問卷第五部分

第 18 題。茲將本研究之相關變數與衡量彙總如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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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研究變數與衡量彙總表 

研究變數 衡量方式 問卷題項 尺度/衡量 參考文獻 

策略重要性 1.學習標的 
2.競爭優勢的影響 

I-1 
I-2~I-5 

5點尺度 
5點尺度 

邱雅萍 (2002) 
Inkpen (1992) 
Norman (2002)  

資訊封閉性 1.行為透明程度 
2.業務的內隱性 
3.資訊掌握與管道 

II-1 
II-2~II-6 
II-7~II-8 

5點尺度 
5點尺度 
4點尺度 

Parkhe (1993) 
Norman (2002) 

績效模糊性 1.有無客觀績效標
準 

2.與其他部門的整
合程度 

III-1~III-3 
III-4 

5點尺度 
5點尺度 

Anderson (1985) 
Stump & 
Heide(1996) 

業務連結性 1.母子公司間採
購、銷售、業務的
關連程度 

2.決策的自主程度 

IV-1~IV-3 
 
 
IV-4 

5點尺度 
 
 
5點尺度 

Kumar & Seth 
(1998) 
實務訪談 

心繫他方母

公司 

1.對母公司的回派
意願 

2.對母公司的心裡
依附與歸屬 

三-1 
 
三-2~7 

5點尺度 
 
5點尺度 

Black (1988) 
Johnson et al. 
(2002) 
Gregersen & 
Black (1992) 
Mowday, et al. 
(1979) 

投 資 1.離職成本 
2.母公司年資 
3.外派前職級 

三-8~9 
三-12 
三-13 

5點尺度 
5點尺度 
5點尺度 

Meyer & Alle 
(1984) 

回派明確性 1.輪調制度明確性 
2.回派制度明確性 

三-10 
三-11 

5點尺度 
5點尺度 

 

績 效 1.部門表現 
2.業務主管表現 

V-1~V-4 5點尺度 Contractor & 
Lorange (1988) 

管理涉入必

要性 

1.業務流程、目標制
定、策略決策等八
個活動的參與必
要性。 

四-1~8 5點尺度 Johnson et al. 
(2002) 
Killing (1982) 
Tsan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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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研究變數與衡量彙總表(續) 

研究變數 衡量方式 問卷題項 尺度/衡量 參考文獻 

價值差距 
管理比重 

1.獎金制度 
2.社會化活動 

四-9~11 5點尺度/ 
扣除門檻值
後取相對值 

司徒達賢、熊欣
華(2004) 
個案訪談 

資訊差距 
管理比重 

1.檢核報表 
2.就近觀察 
3.市場調查 

四-12~15 5點尺度/ 
扣除門檻值
後取相對值 

司徒達賢、熊欣
華(2004) 
個案訪談 

潛在懲罰力

運用比重 

1.契約或規定 
2.聲譽影響 
3.未來合作關係 

四-16~20 5點尺度/ 
扣除門檻值
後取相對值 

司徒達賢、熊欣
華(2004); 
Buckley & 
Casson (1988) 
個案訪談 

機構文化 1.合資地點 
機構文化 

 
 
2.我方母公司國籍 

五-1 
 
 
 
五-13 

虛擬變數 
(已開發：0；
開發中：1) 
虛擬變數 
(西方：0；東
方：1) 

Lee, Chen & 
Kao (1998) 

相對重要性 1.對我方母公司整
體重要性 

2.對他方母公司整
體重要性 

五-3~ 
五-10 

我方整體重要
性 -他方整體
重要性 

Tsang (2002) 

相對談判力 1.雙方持股比例 五-12 
五-13 

我方持股 -他
方持股 

 

公開發行 
狀況 

1.我方母公司上市
(櫃)情形 

五-14 虛擬變數 
(未上市櫃：
0；上市櫃：1)

 

業務營運 
時間 

1.主管上任時間 VI-1 比率尺度(年)  

過去合作 
經驗 

1.過去合作經驗 五-18 虛擬變數 
( 無 合 作 經
驗：0；有合作
經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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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節 ㈾料分析方法  

在兩階段的個案分析後，在第三階段量化研究部分，本研究

主要採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並對於問卷回收之資料，進行敘

述性統計、信度與效度，以及推論統計等分析。本節將說明統計

方法之使用與分析流程。  

一、敘述性統計 

敘述性統計部分將首先計算問卷的發放與回收比率。其次，

針對我方母公司、他方母公司，以及合資公司的基本資料進行統

計，包括國籍、公開發行狀況、產業別、持股比例、過去合作經

驗、規模等，分別計算其樣本頻率、平均值與變異數，以獲得各

變數的分數與分配狀況，其目的在於瞭解樣本的基本結構，以利

後續推論統計的分析。  

二、信度與效度 

測量是科學家針對一特定現象、人或組織之某些性質，賦予

數字、數目或分數，使其能代表該構念中所代表的概念或狀況。

為使此測量過程能反應所衡量對象之真實分數，則衡量工具必須

同時具備高信度與高效度，如此才有後續進行統計分析的價值。

其中信度係指衡量工具的可信度，亦即衡量結果之一致性或穩定

性。在信度的衡量上，可分為再測信度、折半信度、Cronbach’s 

alpha 信度等，其中 Cronbach’s alpha 為最普遍採行的方法，用以

評估各構念下之衡量工具是否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即內

部一致性之檢驗。本研究將以 SPSS 統計軟體，針對每一構念與

其對應之題目，計算各構念的 Cronbach’s alpha 數值。 

效度係指衡量工具能正確測量出所與測量的特質或功能的

程度，可分為內容效 度 (content validity)、效標關連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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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三類。由

於本研究之主要變數為一構念(construct)，無法直接衡量各個效

標，因此，本研究著重內容效度與構念效度。 

所謂內容效度係指衡量工具的內容適切性，亦即衡量工具涵

蓋研究主題的程度。周文賢(2002)指出，以問卷為例，只要問卷

之內容來自理論基礎、實證經驗、邏輯推理、專家共識等，且經

過事前的預試，便具有合理的內容效度。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建

立理論性研究架構，再透過個案研究與分析，確立實證性研究架

構。在各構念衡量題目之擬定，均以理論與個案訪談之資料為基

礎，並參考過去在重要學術期刊發表之實證研究問卷與結果加以

修訂。在問卷初稿完成後，請相近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評估與修

正，並請實務界人士試塡問卷，以確保問卷之遣辭用字能為塡答

者所瞭解。透過上述系統性的程序，建構問卷內容的適切性，以

符合內容效度之要求。  

所謂構念效度係指衡量工具能有效衡量某一構念的程度，本

研究將針對研究架構各構念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首先以主成分分析法來萃取因素，以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 為萃取標準，分析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以評

估各構念之構念效度。  

三、推論統計 

本研究為一典型的因果關係模型，為驗證假說，本研究將分

析程序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乃分析非主導性業務特性、管理

者特質、他方母公司組織特性對我方母公司管理涉入必要性的影

響；第二部分則針對上述各因素對於管理機制選擇的影響。在第

一部分的推論統計中，以非主導性業務特性、管理者特質、他方

母公司組織特性為自變數，業務績效為調節變數，管理涉入必要

性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在第二部分的推論統計中，則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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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性業務特性、管理者特質、他方母公司外派政策為自變數，各

樣本之價值差距管理、資訊差距管理、潛在懲罰力管理之相對比

重為依變數，進行表面不相關的迴歸方程分析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 SURE)。相關推論統計分析之流程

與變數影響預期方向如所示。 

表 4-4-1 推論統計分析之流程與變數影響預期方向 

解釋變數 推論分析 

階段 自變數 調節變數 

依變數 解釋變數對依變

數預期影響方向 

第一部分 策略重要性 
資訊封閉性 
績效模糊性 
業務連結性 
心繫他方母公司 
附屬利益 
回派明確性 

 
 
 
 
 
 
 
業務績效 

管理涉入必要性 + 
+ 
+ 
+ 
+ 
+ 
+ 
- 

第二部分 學習重要性 
資訊封閉性 
績效模糊性 
業務連結性 
附屬利益 
回派明確性 

 價值差距管理比重V) 
資訊差距管理比重(I) 
潛在懲罰力比重(P) 
 

I 
I或 P 
V或 I 
I或 P 
V 
I或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