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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㈥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小節，首先說明本研究之主要結論並與過去研

究主張相對應；第二節中將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對理論上的貢獻

與實務管理上的意涵；第三節中則將針對後續研究方向，提出建

議。  

第㆒節 研究結論 

對多數的企業而言，全球化是相當昂貴的過程，必須要有效

地整合許多資源才可能成功。在資源有限下，企業可能會找尋其

他與自己能力或優勢互補的企業合作，以求取資源、利益、優勢

的共享，進而達到風險的降低或綜效的提升等效益。回顧過去，

從 1980 年代開始，企業為求海外市場的擴張，使得跨國間的合

資企業快速地增加，但此一統理機制由於股權與管理權的共有，

使得合資企業具有較高衝突的本質，以致於管理的難度頗高，且

當一個合資企業是跨越國境時，由於文化與管理哲學上的差異，

更加使得國際合資企業的管理具有挑戰性(Yan & Luo, 2001)。 

從共同管理角度來看，一國際合資若從企業內部加以分析，

基本上對任一合資母公司可分為主導性業務與非主導性業務兩

類，其中非主導性業務除經常為滿足我方母公司學習動機外，我

方母公司經常受限於能力與專業，而使得該業務有較大的投機空

間，而使我方母公司暴露較大的投資風險中。此外，各合資夥伴

也會礙於維護合作氣氛而擔心對非主導性業務有過多的干預。基

於上述各點，使得合資企業之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的重要性不言

可喻。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創新的理論性架構，從學習與防衛

投資(safeguarding investments)的觀點，探討國際合資企業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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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之情境因素，以及在不同情境因素下，我

方母公司管理機制的選擇。透過理論的演繹與個案的訪談，建立

理論性與實證性研究架構，最後透過 110 家國際合資企業的問卷

調查，對研究假說進行驗證，研究內容全面性地含括 Geringer & 

Hebert (1989) 所主張母公司管理控制的三個構面(管理的範圍、

管理的程度，以及管理的機制)，冀望能對國際合資的理論與實

務有所貢獻。  

一、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要性的影響因素 

(一) 合資管理應求最適管理而非全面控制  

管理涉入必要性代表著管理者對於組織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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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2002)。在國際合資的非主導性業務上，代表著我方母公司對該

業務所認知之管理攸關程度，而花費的時間與努力的總量。此觀

念的提出在於，我方母公司通常會對非主導性業務陷於管與不管

的兩難之中，“管理必要性”的思考，可避免管理程度的過與不及

對合資關係造成的負面影響，亦可跳脫傳統視全面控制為理想的

合資管理思維，且最適的控制程度也有助於合資的成功與價值的

共創。  

(二 ) 策略重要性、資訊封閉性、業務連結性、業務主管心繫他
方母公司的程度為影響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要性之情

境因素   

本研究從業務特性、管理者特質，以及他方母公司的外派政

策三方面，提出七個影響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必

要性的情境變數，包括策略重要性、資訊封閉性、績效模糊性、

業務連結性、心繫他方母公司程度、對他方母公司的附屬利益，

以及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的回派明確性等。策略重要性係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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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理論、策略行為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來加以探討，組織學習

理論與策略行為理論將合資視為企業獲取知識的方法之一，認為

互補資源的獲取、知識發展與學習是國際合資極重要的目的之一 

(Kogut, 1988b; Kogut & Zander, 1993; Love, 1995; Makhija & 

Ganesh, 1997; Tsang, 2000)，其重點在於學習與競爭優勢的維持

或提升。 

資訊封閉性與績效模糊性則從代理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的

觀點，強調降低投機 (此指圖利他方母公司 )的可能性與保障交

易。其中資訊封閉性所引發的是投機的機會；而績效模糊性則代

表著代理人怠工或欺騙的可能性。此外，業務連接性則是基於資

源依賴的角度，說明了母子公司間的依賴程度 (Kumar & Seth, 

1998; Pfeffer & Salancik, 1978)，而隨著母子公司間業務的互動也

同時提高了投機的機會。  

在管理者特質上，心繫他方母公司與對母公司的附屬利益乃

基於組織承諾理論的觀點，強調組織成員所展現出對各母公司與

合資公司本身的組織承諾程度的差異 (Fukami & Larson, 1984; 

Mowday, et al., 1979; Tuma & Grimes, 1981)，以及在國際合資企

業中的衝突性忠誠的現象(Johnson, 1999)，進而引發的圖利他方

母公司的可能性。回派明確性亦從組織承諾的觀點，並強調員工

職涯的依附對其行為與決策的影響(Gomes-Meija & Balkin, 1987; 

Gregersen & Black, 1992)。 

藉由個案的訪談與統計實證，在上述影響我方母公司對非主

導性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的情境因素中，當非主導性業務對我

方母公司的策略重要性愈高，將會提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

理涉入必要性；業務的資訊封閉程度、與他方母公司的業務連結

程度，或該業務主管心繫他方母公司的程度愈高時，也會影響我

方母公司對該業務的管理涉入必要性。而資訊封閉性、對母公司

附屬利益的程度，以及該業務管理者的回派明確性則未獲得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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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支持。然在研究樣本中，部分情境變數間呈現正相關的現

象，例如資訊封閉性與心繫他方母公司、資訊模糊性與業務連結

性、業務連結性與心繫他方母公司及回派明確性等，雖然資料分

析結果並無出現複共線性的現象，但此結果也隱含了我方母公司

可能同時面臨多重的風險問題，這些關係間是否會有相互影響或

增強的效果，亦值得從事國際合資的廠商來加以思考與重視。  

二、過去績效在資訊封閉性、心繫他方母公司、附屬利益對

管理涉入必要性上具有負向調節效果 

在組織中，管理者績效表現之良窳，經常是獲得所有權人(或

稱為主理人)信心與信任的重要來源(熊欣華，2001；Das & Teng, 

1998)。過去研究也指出，在資產專屬性高的情況下，信任對保

障機制的使用扮演著調節變數的效果(Noorderhaven, 1996; Ring 

& Van de Ven, 1992)，此也隱含了績效對母公司管理涉入程度有

著顯著的調節效果。從本研究的個案分析中亦支持此論點，因此

本研究將績效視為一項影響我方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的

重要調節變數。  

實證結果指出，本研究所提出的五個調節效果中，過去績效

與資訊封閉性、業務主管心繫他方母公司與附屬利益的程度的交

互作用項上，對我方母公司的管理涉入必要性有顯著的負向調節

效果。資訊封閉性、心繫他方母公司，以及對母公司的附屬利益

程度，通常說明了我方母公司對該非主導性業務的信任或信心程

度，此結果也驗證了過去績效表現對提升我方母公司信任與信心

的影響效果，更間接支持了 Yan & Gray (1994) 的觀念性架構所

主張，績效對母公司控制結構是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 

此外，本研究所提出的另兩個與過去績效的交互作用項，即

該業務與他方母公司的業務連結性與該業務主管的回派明確

性，則沒有獲得實證上的支持。其可能原因在於非主導性業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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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母公司的業務連結程度通常與該國際合資企業的利潤分

配，有著直接而明顯的關係，因此較不因其過去的表現而有降低

管理控制必要性的現象。而在高回派明確性的情境下，似乎也隱

含了因該主管在合資企業的時間短暫，缺乏過去績效可以參考。 

三、管理機制的選擇 

(一 ) 資訊差距管理在母公司學習與降低因資訊封閉性所引發之

潛在投機行為上為有效的管理機制  

在管理機制的選擇方面，本研究認為，所有的管理決策都需

有成本效益上的考量，從管理的情境觀點來看，管理機制的運用

必須依實際的情境，選擇最合適的管理機制。本研究透過相關理

論的演繹，並輔以先導個案的瞭解與驗證，提供在各非主導性業

務管理情境下，我方母公司管理機制選擇的具體建議，研究結果

也獲得部分支持。從組織學習或資訊處理的觀點，當鑲嵌於非主

導性業務上的知識為我方重要學習焦點時，建立可降低雙方資訊

差距的學習機制常是我方母公司所採行的主要管理作為，例如派

遣副手就近瞭解該業務，並向我方母公司回報等。同樣的，從代

理理論的觀點，在資訊封閉性高的情形下，我方母公司較常採用

降低我方母公司與該業務的資訊不對稱的管理機制，例如經常性

的報表檢核或到市場上瞭解與該業務有關的資訊，來降低該業務

的不透明性等。  

(二 ) 潛在懲罰力之運用可降低高業務連結性與高回派明確性下

所引發之潛在投機行為  

當非主導性業務與他方母公司的業務連結程度高或該業務

具有較明確的回派性時，實證結果也支持我方母公司在管理機制

的選擇上，會提高運用潛在懲罰力的比重。例如，訂定關係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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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或績效要求水準，保留指派剩餘控制權等。此外，提升我方母

公司對他方母公司的重要性，來創造對我方有利的互賴關係的不

平衡，也常是一項重要的管理作為。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理論的探討、個案訪談，建立觀念

性架構，並藉由實證資料的分析以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而在

多數的假說亦能獲得實證支持下，下一節中將說明研究結果對理

論之貢獻與管理實務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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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節 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一、理論貢獻 

本研究納入業務特性、管理者特質，以及母子公司的外派政

策，並以合資企業之功能性業務層次為研究對象，從我方母公司

的角度探討國際合資企業的管理。  

(一 ) 深入國際合資管理的內涵，並提出母公司管理的規範性建
議  

本研究以合資企業之業務為分析單位，有別於過去僅從雙方

母公司或以單純母子公司間管理的角度，來探討國資企業的管

理，有助於進一步延伸過去國際合資管理理論的觸角，深入合資

企業內部，為複雜的跨國合資管理提供更具實務意涵的理論。  

過去探討國際合資管理議題時，通常將合資企業視為一個整

體的概念，從雙方母公司控制權競局的觀念，探討控制權與管理

績效之關係(例如，Hebert, 1994; Steensma & Lyles, 2000; Yan & 

Gray, 1994; Yan, 1993)或從單純母子公司間管理的角度，將合資

公司之管理視為母子公司間的關係 (例如，Geringer & Hebert, 

1989; Harrigan, 1985; Johnson, Cullen, Sakano, & Bronson, 2001; 

Kumar & Seth, 1998; Li, Xin, Tsui, & Hambrick, 1999)，而忽略合

資公司本身，不易了解合資公司內部管理的複雜性，也與合資企

業的本質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認為對合資公司管理的研究，

應先探究合資企業管理的內涵，瞭解合資公司與一般獨資企業相

異之處，針對此差異來加以探討，則較有助於提高合資企業的管

理績效，並能提出較具管理意涵的研究成果。 

從國際合資企業的內部分析發現，在合資企業中，合資雙方

的代表之間有角力行為也有合作行為，看似一整體企業但卻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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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自多方組織的專案團隊，雖然各部門主管也都期許該合資企

業能有好的績效表現，但各為其主的情形亦是非常明顯。其根本

原因除文化差異外，合資雙方會因所提供資源與能不同而在合資

企業中有主導與非主導業務之差異。通常，各母公司在所主導之

業務管理者的遴選上，大多以原母公司外派方式或當地遴選為

主，管理方式亦較類似於一般母子公司的管理。但在非主導性業

務上，由於該業務管理者對他方母公司通常有較高的組織承諾

(Johnson, 1999)，加上因能力與業務影響力所形成的資訊的不對

稱性，均可能提高該管理者圖利他方母公司的空間，而引發合資

雙方衝突或造成合資的失敗。 

(二) 明確指出國際合資管理機制的適用情境  

本研究透過理論推理與實證分析，明確說明在何種情境下管

理機制之選擇，有別於過去合資企業管理機制的研究，雖有指出

管理機制的種類，但未明確指出其適用之情境，故本研究結果將

更有助於提升理論在實務上的可行性。 

在合資管理機制的議題上，早期研究大多僅關注單一機制，

如所有權控制(例如 Tomlinson, 1970; Stopford & Wells, 1972 )。但

愈來愈多研究明確指出，母公司對合資公司的控制與協調可有許

多不同的整合方式 (Geringer & Hébert, 1989; Kumar & Seth, 

1998)。本研究認為，母公司對國際合資企業應從管理的角度，

而非僅強調控制層面，如何運用適切的管理機制做好管理工作，

才是國際合資成功的關鍵。除此之外，本研究也認為，我方母公

司在對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上，可透過合資結構(由契約所規範

以降低道德風險與投機行為)、程序(一種演進機制，在不確定情

況下確保雙方互惠性的相依與策略彈性 )，以及提高本身對合資

公司或合資夥伴的影響力，才得以確保本身的利益與合資的成

功，而其反映出之實際的策略作為便可從降低雙方的價值差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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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差距，及潛在懲罰力之有效運用(即 VIP 模式)來加以呈現。

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運用各機制的相對程度將會依所面對的管

理情境而有所調整，而本研究結果則明確指出在何種情境下，管

理機制的選擇。 

二、管理意涵 

一般而言，公司資產或營運有不正常現象時通常會有下列訊

號： (1)管理階層之品德或能力有疑慮時； (2)企業遭受不尋常之

壓力時； (3)不尋常之交易，如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的交易； (4)難

以獲取足夠適切之查核證據等。一旦企業出現類似情形時，投資

者都應提高警覺，小心防範，亦即提高其管理涉入程度。在合資

關係中，管理人員的選擇、不尋常壓力與交易，都可能來自於雙

方母公司或合資公司本身，而使得管理的複雜度隨之提高。基於

本研究之目的與結果，本研究針對合資企業的母公司，提出下列

四項管理建議。  

(一) 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具有極高的重要性  

從母公司的角度來說，要做好合資企業的管理，除強化主導

業務的績效外，對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亦相當重要，但卻棘手。

為避免因涉入程度之過(造成合作氣氛的破壞)與不及(造成權益

的損失)所產生之不良影響，了解影響合資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

務管理涉入必要性的情境因素，有助於母公司擬定適度的管理機

制。根據實證資料所支持的結論，「策略重要性」、「資訊封閉性」、

「業務連結性」、「心繫他方母公司」是影響我方母公司管理涉入

必要性的情境因素。管理涉入必要性的觀念便強調在合資管理

上，母公司不必要求有過高的業務控制權，適度的管理程度反而

有助於在維護我方利益與維繫雙方合作氣氛下取得平衡，如此也

才有助於雙方共同價值的創造，真正達到合資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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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非主導性業務的情境不同，所引發之投機行為與因應措施
亦有差異  

第二，合資關係中引發各業務管理者投機行為的情境與行為

有顯著不同，因應措施亦不盡相同。本研究提出鑲嵌於各非主導

性業務情境下，所衍生之潛在圖利母公司行為與管理機制(詳細

內容請見第 103 頁、116 頁)，將有助於實務管理者了解國際合資

管理者之潛在投機行為，可使母公司選擇較有效的措施對非主導

性業務進行必要的管理與稽核。就合資穩定性觀之，此研究結果

可使我方母公司事先瞭解國際合資企業中各業務管理者之潛在

投機行為，而有利於合資雙方在擬定合資契約時，就規避該行為

之成本與效益，來決定是否在契約中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降低

合資後雙方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以提昇合資管理效率。  

(三) VIP 管理機制的有效選擇與運用可提高合資管理的效益  

在非主導性業務的管理上，我方母公司可針對去除投機動

機、去除投機機會，或建立有效嚇阻力量，來規避非主導性業務

之潛在圖利他方母公司的行為或決策。本研究針對國際合資情

境，提出縮短雙方價值差距管理、資訊差距管理，以及潛在懲罰

力運用之具體方法，可提供母公司管理者有效創造合資雙方的信

任並激勵合資經理人價值創造的動機，亦有助於抑制投機行為，

使我方母公司之利益不致受損。此三項管理機制之管理意涵如

下：  

從價值差距的管理來看，若合資管理者與母公司管理者具有

相同的價值觀或目標，則有利於彼此的信心與信任。個案研究的

結果發現，合資前對合作夥伴的選擇與慎密的合資契約，可以使

來自不同母公司之合資管理者產生共同目標，以事先降低投機主

義；在合資營運過程中，我方母公司對於非主導性業務可藉由誘

因機制的建立、員工持股、工作互動(工作流程設計)，以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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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如提高我方管理者與他方管理者間的互動)，來提升我

方母公司與非主導性業務主管間的價值認同，Rindfleisch & 

Heide (1997) 也指出，良好的組織氣候具有潛在的效果，可以使

來自不同母公司之合資管理者產生共同目標以降低投機主義。  

在資訊差距管理上，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一旦面臨他方母公

司利益與合資公司利益的衝突時，只要具有封閉資訊的能力，就

有不惜犧牲我方母公司利益的動機。雖然適當的契約安排可防止

道德風險、保障專屬性知識(Hackett, 1993)，但契約不可能面面

俱到，亦即不可能出現完美契約，尤其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

母公司在擬訂合資契約時不可能預想到所有的突發事件。因此，

我方母公司應對非主導性業務建立一套稽核與控制系統，隨時掌

握必要的關鍵資訊，以縮小「應知」與「可知」資訊的差距。在

實務做法上，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權責分明的高階主管角色與

責任，以及人員間的互動與學習，尤其對於非主導性業務訊息之

掌握等，均可以達到預警於先之功能及避免管理者之投機行為。 

在潛在懲罰力方面，當合作關係中有潛在的投機行為時，有

效地創造潛在的懲罰力量，亦可產生嚇阻力量而降低夥伴投機的

可能性。在實務作為上，一個好的合資契約可使合資雙方對其行

使權利的範圍有明確的了解，並可以引領雙方的合作。為此，合

資契約必須具有明確性及應變彈性，明確且詳細的正式契約可以

降低交易中風險的範圍與變動程度，有利雙方合作 (Poppo & 

Zenger, 2002)；彈性的契約條款可提供合資雙方在面對環境變動

時的衝突解決方式，並有助於雙方合作與學習(Doz, 1996)。其他

如提昇自己的產業地位、維護本身的專屬資產、創造對方的單方

依賴，都是可行的作法。個案訪談結果也發現，契約規範、法律

保護、網絡聲譽與集體制裁、利潤分配、對合資公司的投入或產

出的掌控、專屬資產的陷入等，均為國際合資中可以運用的潛在

懲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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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本研究認為，價值差距管理、資訊差距管理，以及潛

在懲罰力模式(VIP 模式)是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管理機制，其透過

適度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手段，約束、管制合資公司的管理者，希

望達到預警於先、懲罰於後，防止其各種不當與投機的行為，亦

有助於合資關係中我方母公司的學習。有效的運用與選擇 VIP 機

制中的元件，可使母公司對合資公司想要的控制水準轉為實際能

夠採取的控制方法，此不僅可有效防弊，更有學習、興利的功能。 

(四) 國際合資管理應更具全面性與動態性  

在國際合資中，若合資雙方預期的效益 /貢獻比率能夠取得

平衡，則合資的穩定性較高，當一方發現對方有投機行為而取得

較高的效益/貢獻比時，即使該效益 /貢獻比大於一，仍會造成合

資事業的不穩定(于卓民，2000，p.181)，亦即合資公司的財務績

效並不能反映出該合資穩定的必然性。因此，如何在合資過程

中，不論事前規劃、事中管理或事後處置，隨時掌握合資雙方的

效益 /貢獻間的變化進行動態性的調整，以及在投機行為發生

前，針對該潛在投機行為之防範，擬定相關因應措施或處理機

制，則將有助於合資關係的穩定。也惟有穩定的合資關係，才能

進一步促進合資雙方對合資公司的資源承諾與學習，達到較佳的

合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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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節 後續研究建議 

在後續研究建議上，由於過去未有研究針對國際合資中非主

導性之觀點進行探討，故本研究嘗試以理論演繹、個案驗證，實

證分析的方式來了解母公司對非主導性業務管理涉入的影響因

素，以及潛在的投機行為與因應措施。為利於深入了解此一深具

敏感性的議題，本研究整合多重基礎理論，提出含括業務特性、

管理者特質、組織外派政策等多層面的理論架構，雖然實證資料

支持多數的研究假說，但仍有不少比例的假說未獲支持。是以，

本研究提出下列後續研究之建議，俾使此研究議題能更臻於完

善。  

一、發掘潛在影響變數  

本文僅針影響合資母公司管理涉入必要性之相關因素與管

理機制進行一初探性的研究，為使研究的焦點更為明確，本研究

僅從業務特性與管理者特質列為主要的解釋變數。然而，本研究

相信仍有其他重要的研究變數對於本研究結果有顯著的調節

(moderating)或中介(mediating)之影響，例如信任、動機、對我方

母公司可傷害性的高低等；而非主導性業務管理者與他方母公司

間的互動行為(如回母公司的頻率)也可能為一重要的中介變數，

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相關變數對管理涉入的影響。 

非主導性業務主管心繫他方母公司的程度、對他方母公司的

附屬利益程度，或他方母公司是否對該業務主管有明確的回派制

度等因素，是否會造成該業務主管會出現維護他方母公司利益而

損及合資企業或我方母公司利益之行為，是建立在雙方母公司目

標衝突的可能性下，也在此前提下，才會提高我方母公司對該業

務的管理涉入程度，雖然過去研究發現，在國際合資企業中此一

目標衝突的現象十分明顯(Johnson, 1999; Killing, 1983; Yan & 

Gray, 1994)，但亦應該加以控制此一變數對上述變數的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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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使研究更為精緻與完整。因此，後續研究可將目標衝突視為

一項影響我方母公司管理涉入的重要變數來加以探討。 

二、管理機制關係的探索  

最後，關於管理機制之間的替代關係，在過去的文獻中，

雖然已加以提出，但大多侷限於概念層次的探討 (例如，Das & 

Teng, 1998; Lane & Bachmann, 1997; Noorderhaven, 1996)，缺

乏實證上的驗證。回顧過去的研究，僅有 Stump & Heide (1996)

以及熊欣華 (2001)進行過類似的實證工作，但實證結果多數沒

有獲得支持。熊欣華 (2001)認為，這些研究困難之處可能在於

廠商在實際的企業經營中，管理機制的運用是相當有彈性且複

雜的，因此在理論上不容易出現明確的歸納與推論，管理機制

間如何有系統地與有效率地搭配，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實務觀察

才能充分瞭解。從此論點來看，在本研究管理機制模型之驗證

上，出現模型解釋力較弱的現象，似乎合理。因此，後續研究

可針對各種引發非主導業務管理者投機行為的情境，探討相關

管理機制間的關係，如各機制實施的先後次序、程度大小，以

及 各 種 控 制 機 制 是 屬 替 代 (substitution) 、 互 補

(complementary)、補強 (supplementary)等關係，以更有效率地

達到合資管理控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