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之研究主題－「中小企業台商海外投資事業之控制機

制－員工合資模式之探討」進行相關文獻探討。首先，為了解本研究所選定

之企業型態相關議題，而由探討中小企業之定義及特性著手，且因投資區位

之選擇為大陸地區，故再整理當前中小企業赴大陸投資的原因及進入模式。

其次，針對合資之經營型態，闡述定義、動機及相關理論。最後，討論管理

控制機制之定義，以及合資事業的管理控制機制，並以此發展研究架構及後

續分析。 

第一節 中小企業 

  世界各國的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和穩定都具有重大影響力，亦往往扮演

成長動能與科技進步觸發者的角色。在快速變遷與競爭劇烈的全球市場，其

彈性、創新與問題解決的特色，在 1990 年代被視為各國商業成功之重要因素

（Drilhon & Estime, 1993）。 

以台灣來說，中小企業除了在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其成功亦早已被國

際社會所認可及注目（Boyle & Desai, 1991； Hiebert, 1993； Liu, P. C., Liu, Y. 

C. & Wu, H.L., 1995； Hannon, 1996）。再由投資區域來看，自 1992 年起，台

灣每年核准對外投資金額當中有 35%以上流向大陸，至 2005 年三月，更成長

到 69.96%。1因此，本節由中小企業出發，探討中小企業之定義、特性及赴大

陸投資原因及模式。 

一、中小企業定義及特性 

（一）中小企業之定義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中國大陸「對外經濟貿易合作部」外資司統計資料，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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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達賢於 1994 年即提及，「中小企業對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貢獻已眾

所肯定，未來它們將扮演重要的角色。」2而什麼樣的企業會被認定是「中小

企業」呢？Broom & Longenncker（1975）對中小企業的定義是：「中小企業乃

是相對於大企業而言，凡是比大企業規模小的企業均可稱為中小企業。」而

我國第一部中小企業白皮書（1992）亦指出，中小企業係指經營規模「相對」

於大企業為小之企業。 

溫慕垚（1996）的研究指出，各國對中小企業的定義方式均有所不同，

但大致上可分為「定性」的定義與「定量」的定義兩種類型。「定性」之中小

企業標準，是一種較為主觀的判斷方式，只以「相對」的觀念，作為中小企

業界定標準。此標準可能因人而異，無一定準則，認定較為彈性，但卻過於

主觀而無客觀可言。相對於「定性」，「定量」之中小企業的定義有一定標準

可循，各國依國情差異以及經濟發展的程度，而制定符合自己需求之定義。

一般定量的定義標準大約可包括企業的總資產、全年銷售額、全年生產值及

企業雇用員工數。3事實上，中小企業是一種相對的概念，它具有時空性的意

義，其內容也會隨著一個國家之經濟發展、文化背景及社會環境等因素改變

而有所更替。 

我國中小企業的認定，主要採定量標準。自民國 56 年 9 月 14 日由行政

院頒布「中小企業輔導準則」後，中小企業的認定開始明確，迄今亦修改多

次。根據經濟部 89 年修正發布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第 2 條，為最新標

準，認定如下：4

1、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八千萬元以下者

或經常雇用員工數未滿二百人者。 

                                                 
2 司徒逹賢，台灣中小企業發展之經營策略，第一屆中小企業發展學術研討會，1994 年 
3 溫慕垚，台灣中小企業經營策略－經營環境、企業資源、業主能力之互動，政治大學企業管

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白皮書，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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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林漁牧業、水電燃氣業、商業、倉儲及通信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工

商服務業、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前一年營業額在新台幣壹億元以下者或

經常雇用員工數未滿五十人者。表 2-1-1 為我國不同時期對中小企業的定

義。     

行業別 56年9月 62年3月 66年8月 68年2月 71年7月 80年11月 84年9月 89年5月

製造業 

資 本 額

在 新 台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下。常雇

員 工 在

一 百 人

以下者。 

登記資本額在新

台幣五百萬元以

下，資產總值不超

過二千萬元。或登

記資本額在新台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下，常雇員工人數

合於下列標準者： 

(1)製衣製鞋、電子

業在三百人以

下者。 

(2)食品業在二百

人以下者。 

(3)其他各業在一

百人以下者。 

實收資本額

在新台幣二

千 萬 元 以

下，資產總

值不超過新

台幣六千萬

元者。常雇

員工不超過

三百人者。

同左 實收資本

額在新台

幣四千萬

元以下,資
產總值不

超過新台

幣一億二

千萬元

者。 

同左，但行

業別改為

製造業及

營造業。 

礦業 

土石採

取業 

  實收資本額

在新台幣二

千 萬 元 以

下。常雇員

工在五百人

以下者。 

實 收 資

本 額 在

新 台 幣

四 千 萬

元 以 下

者。 

同左 同左 

製造業、營

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

取業。實收

資本額六

千萬元以

下者。或經

常雇用員

工數未滿

二 百 人

者。 

製造業、營

造業、礦業

及土石採

取業。實收

資本額八

千萬元以

下者。或經

常雇用員

工數未滿

二 百 人

者。 

商業 

運輸業

其他服

務業 

全 年 營

業 額 在

新 台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下。常雇

員 工 在

五 十 人

以下。 

 

資料來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白皮書，2001 年 

每年營業額

在新台幣二

千 萬 元 以

下。常雇員

工在五十人

以下者。 

同左 

每年營業

額在新台

幣四千萬

元 以 下

者。 

同左 農林漁牧

業、水電燃

氣業、商

業、服務

業。前一年

營業額在

新台幣八

千萬元以

下者，或經

常雇用員

工數未滿

五十人。

農林漁牧

業、水電燃

氣業、商

業、服務

業。前一年

營業額在

新台幣一

億元以下

者，或經常

僱用員工

數未滿五

十人者。

 表 2-1-1 我國中小企業定義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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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中小企業之特性 

  許多大企業不願或不能從事之經濟活動，正提供了中小型企業發展的空

間（Carroll & Richard R.，1989）。而究竟是什麼原因和特性，讓中小企業掌

握生存利基？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996）之分類，其將中小企業的特性

分為國際通性與我國特性。在國際通性方面，指出中小企業具有高度應變能

力、是社會安定力量、具彈性動態的生產方式以及分散風險較易等四項。在

我國特性方面，指出中小企業具有高度的出口導向、高度的自力調度能力、

旺盛的企業精神、以家族為中心的企業經營以及完整的協力網路等五項。 

  黎昌意（2000）則指出，5台灣中小企業之主要特性為：高度的企業家興

業精神、對環境變化的快速反應速度、高度彈性、完整的產業網路。但亦具

有欠缺競爭力的特性，包括：規模經濟過小、自有資金不足、財務報表欠缺

詳實、會計制度不健全、資訊掌握不易、融資來源較少。 

  簡慈（2002）的研究整理過去相關文獻，其指出台灣中小企業具下述之

特性： 

1、高度出口導向 

台灣中小企業在發展初期，是以出口市場為經營導向。由於屬海島

型經濟體，腹地狹小，內需市場有限，亦缺乏許多天然資源，發展工業

所需之各種原物料以及生產設備大多仰賴進口。因此為賺取外匯，以換

取物資，政府便積極提供多種出口獎勵措施，鼓勵中小企業對外拓展貿

易，再加上 1970 年代，主要的工業國家，如美、日，也積極地尋求海外

生產基地以進行國際分工、降低生產成本，且中小企業即使金額小、形

式繁複的訂單也願意接下，因此形成了「中小企業主外，大企業主內」

的高度出口導向。 

                                                 
5  黎昌意，新世紀之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會計制度新思維研討會，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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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彈性、高度的適應力與綿密生產網絡 

第二個重要特性，是台灣中小型企業能進行小規模及高度彈性的生

產，這種小規模富彈性的生產能力主要來自台灣綿密的生產網絡。在此

生產網路中，台灣的中小企業存在競合關係（Co-opetition），而關係隨著

時機變化調整並不僵固，當接到大廠的訂單，不足的生產線均可由此生

產網路中獲得奧援，因此，這種綿密的網路也就形成了中小企業的彈性。

此外，因為中小企業規模小，指揮網路極短，可快速、機動的調整產品

的種類、規格等，因此許多國外無法承接的訂單，台灣的中小企業都樂

於承接。 

3、高度勞力密集 

中小企業的資金相較大企業而言，不易自公開市場上募集，與銀行

貸款又缺乏擔保品，因此資金來源多半經由親友間的集資、借貸或是透

過地下金融來取得。由於資金有限，使得進行自動化生產的能力不及大

企業，因此，多偏向選擇勞力密集的產業，對勞動的需求較大，而 1950 至

1970 年代，以出口為導向的勞力密集產業也正好吸收了因為進行產業轉

型而由農村不斷釋出的過剩勞力到工業部門裡。 

4、具有旺盛的企業家精神 

台灣中小企業的企業主的打拚努力和敬業精神有目共睹，早期常見

一只皮箱隻身到海外尋求訂單買主的景象，便可知悉中小企業主們判斷

趨勢、掌握時機的創業精神。當國內的總體環境已不再適合生存時，中

小企業主往往最先感受到時機的變化，同時想盡辦法尋求轉型，或是到

海外尋求商機。 

5、經營規模小 

中小企業由於規模小、資金少，組織架構簡單，管理成本低，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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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常不自限於僅僅生產某樣產品，或經營某一行業，只要有利可

圖，其可為衛星工廠，依附在大企業營運之下，使得其風險可降低，在

遭逢危機時，也可以最快的速度轉換不同的生產線。 

過去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特性之文獻相當豐富，本研究將過去其他學者

或機構之研究整理如表 2-1-2。  

 

表 2-1-2 我國中小企業之特質 

分類 觀點 研究者 

以加工為主、勞力密集 
高孔廉、王約成 (1983) 
張力仁 (2000) 

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 郭崑謨、黃營杉 (1998) 

規模小、家數多、同行競爭激烈 
高孔廉、王約成 (1983) 
許中南 (1995) 

大部分為家族企業 高孔廉、王約成 (1994) 

出口導向 
高孔廉、王約成 (1994) 
李馥源 (1996) 

特色 

高度依賴管理人員的個人經驗 李馥源 (1996) 

業務專精、行銷、生產及技術等專業領

域具利基優勢 
司徒達賢 (199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999) 

高度獨立、決策迅速、因應環境變化的

反應速度快 

許中南 (199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999) 
于宗先、王金利 (2000) 

旺盛的企業精神 
許中南 (199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999) 

優勢 

訂單的接取及產能的調整等方面顯露高

度彈性 

司徒達賢 (1994) 
許中南 (199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999) 

生產設備佈置紊亂，生產效率低 張 鈞 (1994) 

組織不健全、缺乏科學管理 張 鈞 (1994) 

配銷通路長，易受中間商剝削 張力仁 (2000) 

劣勢 

自有資金、信用不足、財務結構不健全、

貸款困難 
張 鈞 (1994) 
郭崑謨、黃營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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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從事產品創新、市場蒐集和長期規

劃 

高孔廉、王約成 (1983) 
張 鈞 (1994) 
許中南 (1995) 
李馥源 (1996) 

人力資源不足 
潘玉葉 (1994) 
張 鈞 (1994) 
蕭逸之 (199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以上敘述及上表之整理，可清楚看出我國中小企業的特質，以及相較大

型企業而言所具有之優勢和劣勢。 

 

二、中小企業赴大陸投資原因及進入模式 

台灣諸多企業在面臨生產成本上漲、本土市場成長有限之多重壓力下，

難以藉由改變產品的質、量、價之方式改善獲利空間，尤其對大多數從事代

工生產的企業而言更是如此。故自 1980 年代中期以來，台商到海外投資之情

形愈發蓬勃，其中以赴大陸投資的成長為最。以下探討台灣中小企業赴大陸

投資之原因及進入模式。 

（一）中小企業赴大陸投資原因 

何雍慶（1993）將台商赴大陸投資之動機分內部層次與外部層次探討。

內部層次是為何會赴大陸投資。其動機為原料成本增加、國內人力資源短缺、

治安與政治情勢不佳、勞工運動導致勞資糾紛增加、工資成本高漲、國際貿

易保護主義盛行、環保標準提高、土地取得困難、國際市場競爭激烈以及關

稅與非關稅障礙日多等。外部層次是選擇大陸為投資地點的原因，分別為語

言與文化背景相似、享有投資獎勵與租稅優惠、出口配額與最惠國待遇、為

取得原料、爭取廣大內銷市場、工資低廉與勞力充沛以及土地取得容易且便

宜等。 

  高長、季聲國與吳世英（1995）的研究亦指出台商赴大陸投資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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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為大陸勞力資源充沛、稅收等獎勵措施、市場廣大、語言相近、土地租

金便宜、豐富且低廉之原料、原有主要客戶已至當地建廠、較少發生勞資糾

紛、享有外銷配額與節省污染費用等。 

  由上述，可將中小企業赴大陸投資主因，分為國內環境的推力以及大陸

環境的拉力。 

1、國內環境的推力6

( 1 ) 新台幣大幅升值造成國際競爭力下降 

早期我國為鼓勵廠商從事出口貿易，以換取外匯購買外國的生產設

備及民生用品，因此採取釘住美元的固定匯率政策。但自 1978 年後，政

府因應國際環境的變化，改而採取機動匯率制度。這使得機動匯率制度

下的新台幣便面臨了升值的壓力，因此，新台幣兌美元的匯率從 1983 年

的 40 大幅地升值至 1992 年的 25，近 5 年（2001~2005）則維持在 1 美

元對 33 塊新台幣左右7。台灣中小企業具高度出口導向，此大幅度的升

值除衝擊了我國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力外，更造成廠商自進口原物料以

及生產之機器成本大增，而使得中小企業在台灣的經營更感艱辛，不得

不朝海外轉移其經營陣地，以求一線生機。 

( 2 ) 土地取得困難與地價大幅上升 

由於新台幣大幅度升值，央行為穩定外匯市場，故釋出等值準備貨

幣，再加上國際投機性熱錢趁機流入國內賺取匯兌利益，此二者，使得

國內爛頭寸大幅增加，結果這些過多的貨幣紛紛流入股票市場與房地產

市場，引發了在短短的三年內（1986~1988 年），台股指數狂飆至 12,000 

點以上，以及台灣的土地價格暴漲。對資金有限又不易於資本市場上獲

                                                 
6 修正自簡慈，台灣中小企業赴上海投資遭遇困境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貿易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2 年 
7 中央銀行資料，網址：http://www.cbc.gov.tw，上站日期：200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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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金的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營運成本的增加。據經建會估計，自 1985

年至 1989 年，台灣地區土地價格上升 3.1 倍，而同期間美國及新加坡僅

上升了 10％，日本地價亦只上升了 33％。 

( 3 ) 勞力短缺與勞動成本大幅上升 

1980 年代以後，因股市狂飆，以及社會投機風氣昌盛，不論是都市

或是鄉村地區的勞動者皆沈迷於股市或大家樂等金錢遊戲，勞動性工作

的意願大幅下降，而且中小企業的缺工情形比大企業高出數倍。此外，

國民所得的增加，以及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需付出大量體力、勞力或

是工作環境骯髒的非技術性工作之勞動意願亦相對地低落。另外，1980

年代我國製造業單位勞動成本所呈現的上漲趨勢，廉價而豐富的勞力已

不再是中小企業在國內所能獲得了。 

( 4 ) 環保意識高漲 

台灣在 1950 年代，一切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且當時並無環保意

識，此即使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棄，甚至工作環境受到污染，均不見有所

抗爭。但美國杜邦（Du Pont）公司鹿港設廠事件後，國內的環保運動應

運而生。由於防治污染設備索價高昂，在無法達到經濟規模的情況下，

此等費用亦非中小企業所能負擔的，而注重價格競爭的中小企業甚至無

法將其防治污染的費用有效轉嫁給買主，因此中小企業只好遠赴海外尋

求發展。 

( 5 ) 產業升級 

台灣政府自 80 年代開始致力於產業升級，因此積極發展資訊代工產

業，除設置新竹科學園區外，亦給予諸多獎勵投資策略。但是對於一般

的傳統產業而言，卻因為無法自行研發，技術水準較低，所以勞力密集

型產業面對著高工資率、高地價又非國家重點培植時，國際競爭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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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因此中小企業遂在此時利用每人每年可匯出外匯 500 萬美金之規

定，將其資金與傳統技術，移植到海外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 

2、大陸環境的拉力 

  赴大陸投資的另一項驅力，可由大陸環境的拉力來看，本部份依時期之

不同，區分為早期（1978 年~1993 年）、中期（1994 年~1999 年）以及近期（2000 

年~ 2005 年）。 

( 1 ) 早期（1978 年~1993 年） 

此時期是兩岸經貿關係由起步到開始發展階段，前往大陸投資的台

灣企業，大多是原本以出口為導向之勞力密集產業的中小型企業，最主

要是因為台幣大幅升值造成生產成本巨幅上漲，為了降低成本而前往海

外投資，而此時正值大陸開放外來投資，因此此時期大陸對這些台商企

業的吸引力在於：低廉且充沛的勞動力、資源豐富、地緣與文化相近的

優勢、享用大陸的出口配額、投資優惠政策。 

( 2 ) 中期（1994年~1999年） 

此時期除了著眼於降低生產成本的考量外，另一因素，便是爭取大

陸廣大的內銷市場。中國大陸經過前一時期大量外資湧入投資後，沿海

經濟發展已有很大的起色，而鄧小平南巡（1992）後，加大開放中國內

陸的經濟投資點，並且有條件地開放部分內銷市場，而受到早期台商企

業成功經驗的鼓舞，因此又有更大量的台商企業湧入中國大陸投資。此

時期中國大陸對於台商企業的吸引力在於：爭取大陸內銷市場、廉價且

優良的勞動力、通貨安定的人民幣、大陸外資政策的吸引、政局相對穩

定。 

( 3 ) 近期（2000 年~2005 年） 

2000 年後，兩岸經貿關係呈現新的發展態勢，中國大陸的經濟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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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局，除2001 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上海召開，2001 年加

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以及西部大開發戰略的提出帶來巨大商機和經

濟利益，皆增加了對台商的吸引力。不過，大陸當局為了防止經濟過熱

可能產生「硬著陸」的衝擊，自2003年九月起，即開始採取緊縮措施，

限制買賣和建造豪華房產等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導致大陸經濟成長趨緩

與市場競爭結構轉變，但依據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05）8的調查，

多數台商（69.6％）認為未來一年的投資盈餘仍是上升，顯示台商對未來

市場前景及本身經營能力，有相當的信心。9此時期，大陸對於台灣企業

的拉力，除降低生產成本外，還包括：大陸在國際市場地位的提升、大

陸市場的快速成長、台灣相關產業已在大陸形成完整的中下游完整供應

鏈、國外客戶的要求。 

（二） 企業赴大陸投資進入模式 

企業所採行的進入海外市場模式，會決定企業對海外營運的不同控制能

力和程度，以及其所承諾投入的資源多寡，並將承擔不同涉入程度之風險。

而在台商投資大陸逐漸深化的過程中，隨著資源承諾之提升，將伴隨著相對

程度的投資風險，因此，了解不同模式下的控制及風險是相當重要的。以下

即區分為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模式，以及針對進入大陸地區投資之模式進行探

討。 

1、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模式 

Davidson（1982）依廠商所有權的高低將進入模式劃分為高度所有權

（獨資、多數股權）、中度所有權（合資）與低度所有權（少數股權、授

權）三類，並以所有權、管理控制、行銷模式與生產方式四大構面分析

                                                 
8 全國工業網站，http://www.cnfi.org.tw，上網時間：2005/4/23 
9 該調查顯示，未來一年內一定增資者佔 19.8％(2003 年為 10.9％)，可能增資者佔 30.5％(2003

年為 22.9％)，尚無增資計畫者佔 48.2％(2002 年為 63.1％)，可能減資者佔 1.5％。此結果顯

示「一定增資」和「可能增資」的比例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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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模式，其顯示所有權程度愈高則母公司愈需負責所有之經營管理、

行銷與生產活動，而其營運風險也相對提升許多。依此觀點推論，對缺

乏資源的中小企業而言，高度所有權之進入方式將對本身形成負擔，對

投資成功造成較大風險。 

  Anderson & Gatigon (1986 )認為廠商對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選擇，乃

是在具有相當風險與不確定之情形下，對其控制與資源投入之成本間的

一種抵換（trade-off）結果。其依市場進入者之控制程度區分為高度控制

模式 (包括獨資、多數股權投資等)、中度控制模式 (包括合資、管理契

約、特許加盟等) 與低度控制模式 (包括少數股權、無限制且非獨家的契

約協定等) 三大類型，並以長期投資報酬率評估進入策略的績效表現。

研究加入了情境因素，其結果顯示，當公司產品或程序較具高價值或較

不易了解、產品適用最終使用者（end user）、地主國風險和資產交易成

本（transaction cost）很高、企業本身國際化經驗豐富、社會文化差異不

大、在產業中具有相當優勢以及企業品牌在當地具有高知名度率情況

下，公司應選擇高控制模式進入當地市場，其本身之組織績效表現會較

佳，投資成功機率自然將提高。 

  黃永松(2002)的研究認為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所選擇之進入模式受

下列五個因素影響：第一、市場環境，意指地主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會

影響廠商對地主國環境之評估。第二、企業之競爭能力，指廠商規模、

技術、國際化經驗等能力，能力越強越傾向於獨資或合資。第三、產品

特性，愈特殊的產品，對於企業愈有利，而傾向於採取高層次的進入模

式。就產品生命週期而言，各時期產品的進入模式亦不相同。第四、資

本預算的考慮，包括資源成本及可用性的考量，根據這兩項因素來了解

進入方式的限制。第五、公司內部認知，公司最高階層的風險偏好、控

制程度的偏好及進入海外市場之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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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國耀（2000）則依管理控制、行銷模式以及風險承受度將國際投

資的進入模式做一整理，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國際投資進入模式種類之整理 

所有權 管理控制 行銷模式 風險承受度

獨資 
(Wholly owned) 

完全由投資個體負

責 
完全靠公司內部的職

員與業務人員 
低 

多數股權

(Majority) 
策略性合作 尋求專業的經營團隊 低 

合資 
(Co-owned) 

當地化：母公司有

限度負責 
經銷商 
(Distributors) 

高 

少數股權 
(Minority) 

由多數股權方控制 代理商 
(Agents) 

高 

授權 
(License) 

母公司為被動性配

合角色 
經紀商(Brokers) 
 

極高 

資料來源：徐國耀（2000） 

2、企業進入大陸市場模式 

  王淮（1994）以中小企業之大陸市場進入模式為題進行研究，研究

結果認為中小企業藉由控制力之取得，亦即提高股權持有程度，可增加

大陸市場經營自主性，也可籍由集中資源及快速進入市場方式與大企業

抗衡。若將本身策略性資源強化，則談判地位可提高，又藉由建構穩定

的營運組織可提高組織績效。 

  林英傑（1997）以 136 家分屬廣東、福建、上海三地的台商研究其

所有權型態與風險管理，結果顯示台商若越重視政治風險與市場風險，

則傾向以合資方式投資，但若越重視經營控制風險及技術外溢風險，則

傾向以獨資方式進入。 

于卓民、趙義隆、謝文雀（1998）的研究指出，外商進入大陸選擇

獨資或合資方式皆各有優缺點，採獨資方式進入國外市場時，其優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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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子公司而執行政策較能統一配合，能將當地所學習之經驗有效

累積以及賺取之利益完全獨享且公司技術不易外洩，但其主要之缺點為

投入之資源較多，且較容易被當地政府所排斥。至於合資方面，其優點

為較容易進入當地市場、風險可共同分擔、兩者合作發揮規模經濟以及

功能與技術可互相填補而增加競爭力；其主要之缺點為利潤必須與他人

分享、企業本身之商業機密被他人模仿而失去競爭地位以及兩者因文化

差異容易起衝突。因此，台商在投資大陸時須謹慎考量自己所欲獲得與

所能容忍之範圍，再決定其投資方式。 

  若由大陸當局吸收外資方式來看，其將外資投資區分為間接投資和

直接投資兩部份。10間接投資係指對外借款，包括各國政府及國際金融組

織對其之貸款，各國民間銀行對其之商業信貸、出口信貸及在外國發行

債券等。而直接投資則指獨資、合資與合作經營三種模式，進入模式即

指採何種直接投資方式進入大陸市場。分述如下： 

( 1 ) 獨資經營 

係指外國企業、經濟組織或個人在中國境內依法申請成立資本

額百分之百的獨立核算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其經營期限可長達五

十年以上，但產品必須全部或大部份出口。 

( 2 ) 合資經營 

合資經營又稱股權式經營，是指外國公司、企業或個人按照平

等互利之原則，經過大陸當局批准，在其境內與公司、企業或其他

經濟組織聯合經營企業，成立具有法人地位的有限責任公司。依「中

外合資企業法」之規定，合資經營型態外商投資金額不得少於 25%、

最高決策單位由合資雙方委派，以一正一副方式擔任職務、合作期

                                                 
10 高希均、林祖嘉，台商赴大陸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與兩岸垂直分工影響之研究，經濟部委託

研究，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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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十至三十年且生產產品享有 30%的內銷權。 

( 3 ) 合作經營 

合作經營又稱契約式合營，是指雙方的權利義務和責任，經由

雙方協議談判，在合約中加以載說，雙方所確立之合約經由大陸當

局批准，其經營的企業和項目受大陸法律的管轄和保護，合作企業

組成具法人地位的實體，亦可決定不具法人地位。通常外商提供資

金、技術與設備，大陸合作者提供土地、廠房與勞工，並依合約所

記載之規定分配利潤與承擔風險。 

前述之外商直接投資形式，大陸統稱為「三資」企業。11根據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的調查，至 2004 年底為止，台商到大陸之投資多採獨資

經營的方式，佔 71.8％（2003 年調查為 72.8％），合資者佔 21.8％（2003

年調查為 19.5％），合作經營者佔 6.4％（2003 年調查為 7.7％）。此結果

與 2003 年的調查結果比較，除獨資者仍維持高比例外，合資者有增加現

象，採合作經營者略為減少，顯示台商基於過去與大陸企業合作時經常

產生糾紛，因而促使其希望藉由獨資，掌握經營的自主權，但基於拓展

大陸內銷市場的考量，採合資者仍有增加之現象。12事實上，早期台商投

資大陸多為合資，1993 年的調查指出，有高達 68.86%的台商採合資的形

式。13

由此可知，不論是採行獨資或合資之投資方式皆有其利弊優缺，故

隨著時代遞嬗，台商進入大陸市場模式之選擇，應以所能容忍之風險類

型加以決定。若以獨資形態進入可以取得較佳之管理營運自主性，但是

對於資源與人脈皆不足的中小企業而言，以合資或合作經營方式進入大

陸市場仍為可行之策，以填補先天之不足。 
                                                 
11 中國投資商務通網站，網址：http://www.chinainv.com/HK/，瀏覽日期：2005 / 6 / 16  
12 蔡宏明，陸況報導，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05 年 
13 趙文衡，大陸加入WTO後之投資法規修訂對台商投資的影響，理論與政策，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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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合資事業 

  商業環境快速變遷，全球化浪潮加快企業淘汰及整合速度，種種原因使

策略聯盟在企業經營時扮演重要角色，是故有許多企業以合作方式來因應市

場情況的改變，甚至是和企業的競爭者合作（Harrigan, 1988；Hamel, 1989； 

Vonortas & Stratos, 1997）。由於這股潮流的持續蔓延，預料全球性的策略聯盟

對於企業來說，會是愈來愈重要的競爭利器，而在各種策略聯盟方式中，合

資不管在開發中國家或是已開發國家都是最常被使用的進入模式（Curhan, 

Davidson & Suri , 1973；Harrigan, 1985；Janger, 1980；Beamish, 1993）。本節

將對合資事業進行文獻探討，先由合資事業的定義出發，再說明合資事業相

關理論以及形成的動機。 

一、 合資事業定義 

合資事業（Joint Venture Company）原意是指「共同承擔風險經營事業」。

文獻中最先討論到這個概念的是Boulton (1961)的英文著作中出現了「Business 

Consortia」 的詞彙，14早期用於以貿易為目的的商業和海運企業，主要是指

於倫敦從事中期貸款業務的國際銀行團，為聚集財力，擴大市場，與那些已

經建立了領先地位的美國大銀行競爭，開始具備了合資聯營的性質。而合資

一詞，七十年代起開始使用於有關探討國外市場進入策略的文獻上（Stopford 

& Wells,1972；Vernon ,1966）。 

學者對「合資」（Joint Venture）的定義有許多不同的見解，而事實上，合

資屬於策略聯盟的形式之一。Harrigan（1986）認為合資事業是策略聯盟的一

種，是公司間所形成的合夥關係，藉以達成某些策略性目標，該營運合資事

業(Operating JVs)係由兩個或以上的公司所創設的一新事業體，用以執行生產

性的經濟活動的一種合夥關係，投資的公司並主動參與決策或合資事業的營

                                                 
14 洪清溪， 合資事業控制與績效關係之研究－以中日合資事業為例，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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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Root（1988）認為合資事業是由兩個組織承諾提供資源給一企業活動，

並共享一個事業體的所有權及利潤，擁有者可以合法管理此事業，並且承擔

該事業體的風險。 

Hennart（1988）指出權益合資（Equity Joint Venture）是二個或以上的獨

立公司賦與一個獨立法律個體資產，並藉由此個體的營運利潤收取報酬，至

於授權、供給合約或管理合約等，則屬於「非權益合資」，故合資事業應為「權

益合資」。陳勝源（1990）的研究指出個人或組織共同出資合作經營事業，而

依此目的所創設之公司，通常稱為合資事業，合資對企業的發展，最重要的

意義並不在於出資設立公司謀利，而是為結合出資股東所擁有的特殊專長優

勢，以合作的方式達成各股東參與合資的個別目的。 

以下彙整過去學者為合資所下的定義： 

（一) 由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出資參與者所設立之新個體15

Young & Bradford（1997）對合資事業的定義是：合資事業是由兩個或以

上的公司、個人或組織所形成之企業或合夥事業，其中至少有一個母公司是

為了永續經營之目的而創設一新個體來擴展業務。一般來說，所有權多於或

少於或等數額分配的參與者，但不能讓某一夥伴支配。Borys & Jemison（1989）

認為「合資事業為兩家或以上原來各自獨立的公司合組另一新的組織」。陳國

慈（1986）認為數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共同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為此目的

而設立之公司即是合資事業。吳青松（1991）認為合資事業是在原有的組織

個體之外，再設立另一個新的、獨立的企業個體。Griffin & Pustay（1996）認

為合資是一種策略聯盟的型態，產生於二個或以上的公司各為自己利益而共

事及共同所有。Hill（2003）認為合資必須建立一個新組織，且由二個或二個

以上公司共同擁有。以上學者的觀點，強調合資為二個或以上之個體出資成

                                                 
15 林嘉銘，企業專屬特質、合資任務特質、企業間關係特質對夥伴相關準則影響之研究，國立

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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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新組織體。 

（二） 所有權 、決策權及控制權共有 

  Young ＆ Bradford（1977）認為合資事業，其中至少有一方為追求該事

業之永續經營而主動積極參與所有活動，且所有權為共同擁有。Killing（1986）

研究指出合資事業為兩個或以上的成員共同設立的新公司，每一位成員均有

股份及董事會代表權。Habib（1987）認為合資是每一個夥伴皆握有合資公司

的股權與決策權，且共同分攤風險。Geringer & Hebert（1988）則是採取較為

寬廣的定義，其指出合資事業為兩個以上之合法組織所組成，每一個母公司

均主動且積極地參與該事業體的決策活動，若至少有一家母公司之總部位於

該合資營運所在國（地主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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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ut(1988)則強調參與者彼此對合資公司

的營運成果與資產使用方面，有不同程度的控制權。Osborn & Baoghn（1990）

認為合資事業為一新成立之法定個體，分享合資夥伴的權益，且享有所有權

與控制權。以上主要是由產權的觀念加以定義。 

（三） 參與個體之持股在 5%到 95%間 

  Burton & Saelens（1982）認為合資事業的母公司每一方出資至少須超過

總股權 20%，若高於 80%或低於 20%，合資色彩則不明顯。Beamish（1993）

對股權的持有認定較廣，其認為合資事業是兩個或以上夥伴合股而成的企

業，每位至少持股 5%以上。Tyebjee（1988）強調合資事業的母公司數應為兩

個，且母公司每一方出資至少須超過總股權 5%，其認為股權超過 95%或低於

5%，合資色彩較不明顯。 

（四） 為達成某些策略性目標而合作 

  Hibner（1982）認為合資事業為兩個或以上之獨立公司共同出資來達成某

種共同目標的情況。徐小波（1983）認為合資事業在觀念上係指二個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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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人或自然人以營利為目的共同擁有且經營一事業，而合資之構成要件在

原則上為：從事合資經營事業契約關係之存在、共同利益之存在、共享利潤

及共同負擔損失、對事業有共同經營權、股東間基於誠信原則有互相信賴之

關係。 

上述學者多認為合資需成立一新公司，但亦有研究發現公司合資創設新

事業體並非唯一的型態，合資有時並不涉及成立一家新公司（Harrigan， 

1985；Tyebjee，1988；謝文雀， 1992）。其合作方式，是由合作夥伴透過部

分購入（partial acquisition）一家既有公司股權，這種情形本質上等於幫公司

原有股東與新加入的投資者成立合資（Hennart，1988, 1991；Pisano， 1989）。

另外，參與合資的個體並不限於公司法人（陳國慈，1986），亦包括自然人在

內。 

因此，本研究中所採取的合資定義為：「由兩個以上個體或組織共同出資

經營的事業體，且至少各持有 5%以上股權，為達到某些目標而合作，但並不

一定涉及新事業體的成立」。 

 

二、 合資事業相關理論 

合資為一重要的經營模式，故過去諸多學者嘗試以跨領域的理論來解釋

合資事業形成的原因及行為。Madhok、Anoop、Tallman 及 Stephen（1998）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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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即以相關的理論文獻，從學理出發探討

合資事業產生的因素及運作的理論基礎。 

（一） 交易成本理論 

  Williamson（1975）認為層級組織與市場二者是資源交換的兩種型式，公

司選擇何種交易方式乃根據生產與交易成本總和之最小化為評估標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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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經營規模、學習效果或專屬知識而異，交易成本則涵蓋完成契約及確

保契約執行的總成本。其主張影響交易成本的三個主要因素為資產專屬性

（asset specificity）、不確定性（uncertainty）和交易頻率（frequency）。當這

三者的程度愈高，企業愈會傾向自行發展以規避高交易成本，即產生將外部

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e）的動機。 

Kogut（1988）及 Contractor（1990）持相同的觀點，在其研究中指出不

同進入策略所得到收益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會依「生產成本」及「交易成本」

總和之最小化來決定合資型式是否最佳的選擇。若採行合作方式的交易成本

低於獨資的內部成本時，通常企業會採取合作方式（Teece,1986）。 

當企業具有高資產專屬性時，最適合採取合資方式。Kogut(1988)認為交

易成本理論的目的是使生產成本及交易成本降至最低，為了避免交易因資產

特殊性形成移轉成本（switching cost）過高，發生少數議價的情況，廠商可以

運用介於市場與組織層級之間的合作方式－合資得到解決。其同時指出合資

相對於契約最大的差異，在於具有共同所有權與控制權，同時必須投入共同

資源的承諾。因此當交易資產專屬性高，而且確認與監督績效的不確定性也

很高時，合資提供一種較佳的監督及調整機制，使廠商間有誘因揭露資訊、

分享技術和保證績效的產生。再加上廠商認為內部自行發展或購併所導致的

成本超過與別人分享所有權所可能引發的危險或不便時，合資經營是以上這

些情況下的解決方案。 

  但亦有學者認為，交易成本理論僅解釋了合資存在的理由，卻不能解釋

合資企業組織上的困難之處，其回應式（reactive）的觀點並不能反映出合資

企業的全貌（Horaguch & Toyne, 1990），亦無法解釋其他管理行為上的問題，

以及合資後的組織運作與管理。（Donaldson, Hirsch, Friedman & Koza,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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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依賴理論 

資源依賴理論的觀念源自Selznick（1949），再由Thompson & McEwen

（1958）、Emerson (1962)、Blau（1964）、Aiken & Hage（1968）、Pfeffer & Nowak

（1976）、Pfeffer & Salancik（1978）等學者進一步研究及闡述，提出聯盟是

一連續性的交易程序，由於這些交易與此合作組織間所創造的互賴關係，造

成各參與組織間的權力差距。16

Hamel and Prahalad（1994）視各個組織為一群資源，亦即每一公司擁有

其資產及潛能，而當一公司需要增加資源而無法經由市場交易，與不能經由

內部建立以一可接受的成本負擔時，則聯盟即會產生。因此組織有效地經營

其依賴性及在獲得與維繫重要資源之間所導致權力差異即顯得重要(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Finkelstein, 1997)。 

由資源依賴理論來看合資事業的特性，當企業面臨不確定性高的環境及

高度依賴外部資源時，即存在動機與外部環境中的組織進行連結(例如聯盟、

JV、及少數權益持有)，以降低外部環境的影響(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Astleyand Fombrun, 1983)。從實証觀點來看，Kumar & Seth（1998）指出，當

組織間的策略互賴性愈高，其連結活動愈高，Johnson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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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三） 策略行為理論 

  此理論強調藉由合作策略之採行，可改善公司競爭地位及增加承受不確

定性的能力，以追求長期利潤，增加公司的資產價值。Penning（1981）認為

                                                 
16 林麗娟，國際合資策略目的與形成基礎之研究，高雄工學院學報，第二期，p.155-162，1995

年 
17 官志亮，影響國際合資非主導性業務管理涉入與管理機制因素之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

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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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在面對不利的或不確定的交易環境時，若採取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合

資等因應策略來建立組織關聯，是可以克服買賣雙方因資訊不對稱所造成的

隱藏成本問題。Vernon(1983)即指出合資是一種防禦性投資，主要用以對抗不

確定性的環境。Baranson(1990)認為聯盟可整合資源且能保持策略彈性。 

  Kogut（1988）的研究指出，交易成本理論係假定企業會選擇生產和交易

成本最小化的模式來交易，但策略行為理論則假定企業會選擇能夠提升相對

於競爭對手的競爭地位、阻止潛在競爭者加入，進而最大化自身利潤的模式

來交易，Kogut 認為這交易成本理論和策略行為理論應為互補而非替代，而策

略行為理論與交易成本理論在內涵上的重要差異點在於： 

1、合作動機的認定：策略行為理論認為，企業間合作的動機在於追求利潤極

大化，而交易成本理論則認為企業合作在於追求生產及交易成本的極小

化。 

2、合資對象的選擇：策略行為理論認為，企業選擇合資夥伴的標準，是要能

夠提升彼此間的競爭地位；而交易成本理論則認為夥伴間的結合應該使成

本極小化，並無競爭導向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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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以強化公司本身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四） 組織學習理論 

  Fiol & Lyles（1985）認為組織學習是指組織藉由較佳的知識傳遞與理解，

進而對內部行動產生改善的過程。Argote & Ingram（2000）指出組織學習理

論跳脫了傳統經濟範疇，因全球競爭態勢的增強，組織體亦需經由種種方法

提升競爭力，方確保能生存和發展，而其中一個重要的要素即是知識。 

合資，是企業學習而得以成長，或尋求保存本身能力的手法之一。企業

可視為一知識的組合體，但因為有些知識是難以從市場或契約獲得，深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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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中（Polanyi, 1967），可透過合資的方式，以及互動學習的過程，則可

用較有效率的方法移轉該知識（Harrigan, 1984; Kogut, Hennart, Pucik, 1988; 

Harrigan & Newman,1990）。因此，聯盟提供一組織學習平台，使公司們去接

近其合夥人們的技術及潛能(Kogut, Westney, 1988; Hamel, 1991; Grant, 1996; 

Khanna, Gulati & Nohria, 1998) ，18此為該理論認為，為獲取內隱知識而產生

合資的重要理由。 

故此理論的重點在於，當合作的一方或雙方希望能得到對方的知識，或

任一方希望能夠透過他方的知識或成本優勢，以維繫組織能力時，廠商會傾

向採取合資方式。 

（五） 談判力量理論 

此觀點以政治經濟學的領域來解釋多國籍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行為。

Gomes-Casseres (1989)認為多國籍企業海外分支機構之所有權結構是與地主

國政府談判的結果。若是多國籍公司談判力量愈強，則可得到的所有權比例

愈高。已開發國家的多國籍企業為了獲取更多所有權，以控制該海外分支機

構，便使用許多「籌碼」來迫使屬於開發中國家之地主國讓步，但在某些地

區，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為了經濟或政治考量，對於外資企業的股權比例有

所限制。 

學者Tomlinson（1970）在印度、巴基斯坦所做的研究顯示了使用合資方

式的主要理由是政府壓力。Janger（1980）指出在低度開發國家中因政府的管

制而成立的跨國合資案大約占了五成。Beamish（1987）認為已開發國家與低

度開發國家有不同的環境前提，而海外合資形成的原因之一即是當地政府的

法令限制與說服19。因此雙方談判力量的多寡，就決定多國籍企業海外分支機

                                                 
18 李啓誠，國際合資事業控制機制之研究－以組織學習觀點，成功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3 年 
19 何鴻鈞，台商投資大陸之合資因素及績效關聯性研究，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0 年 

 30 



構的股權結構。根據此學派的觀點，合資是談判下的產物，談判力愈強，則

獲得之所有權比例愈高。 

（六） 其他 

  Kumar & Seth（1998）以代理理論探討合資，該理論認為母公司應對合資

企業的決策及營運作有效的管理控制，以確保合資管理者（代理者）符合母

公司（主理人）的利益，而管理機制設計的重要性便為達到主理人與代理人

目標的一致性。 

  Kogut (1991) 應用財務的觀點來看待合資。其認為合資不過是創造了一

個實質選擇權 (real option)，重點在於企業能因應未來技術及市場的發展做擴

張的選擇。當選擇權執行時，即為購併合資事業，執行的時點乃是向市場傳

達了合資事業價值將會增加。因為新市場的需求不確定，因此廠商在新市場

的最初投資乃是在購入未來發展的權利，合資即是用特殊條款的設計達成購

併或撤資的彈性，尤其是在具風險性市場的投資更是如此。 

另外 Diamaggio ＆ Powell (1983) 認為合資事業是追逐流行或一窩蜂的

行為，是公司模仿的過程。Gomes-Casseres (1989) 發現確實有合資潮流的存

在，並且很難以合理經濟理由來加以解釋其原因。 

綜合以上論點，合資相關理論可由交易成本理論、資源依賴理論、策略

行為理論、組織學習理論、談判力量理論、代理理論、實質選擇權以及隨波

逐流現象加以探討，但均提供明確合理的詮釋。為配合本研究焦點，將強調

交易成本、資源依賴、策略行為、代理理論、實質選擇權做為理論基礎。 

三、 合資事業形成的動機 

許多企業為了前往海外投資或者在既有領域或新領域擴張事業版圖，多

會尋求與當地機構或該領域廠商合作。合資是一種合作的型式，亦是一種關

係的連結，然而，參與的各造之間往往存在著不同的動機和目標，因此，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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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述合資事業相關理論，為了對合資有進一步認識，本部份探討合資形成

的動機。 

Glaister & Buckley（1996）研究香港數十家企業在中國大陸的合資動機，

其結果依權重排名，依序為快速進入市場、加速國際擴張腳步、順從地主國

政府政策、快速資本回收、對抗共同競爭者、達成規模經濟、分散風險、移

至低成本地生產、技術交換、專利權交換、產品多角化以及減少競爭，主要

著重在策略性目標之探討。 

陳勝源（1990）認為合資事業成立動機包括20：（1）降低風險。合資除可

降低財務風險外，也可因當地公司較了解該國的法令、風俗、市場特性，而

減少營運上之風險。（2）獲取專門知識、技術或財務利益。包括取得分配通

路或配銷方法、取得行銷或經營管理的技術、取得製造新技術、進入某特定

區域市場、了解最新之市場需求發展、進入新的企業領域、為達垂直整合目

的、為擴展現有產品線、規避循環性或季節性之變動、為取得特許權、可節

省時間、減少內部研發投資仍可達到創新目的。（3）政治因素。可有效減弱

地主國政府排外情節，建立地主國的認同感，改善公共關係，減少被地主國

政府徵收的風險；同時也可透過地主國合資對象的關係，較易取得當地國之

許可、貸款、租稅獎勵、原料及零件之進口保證或廠房擴張等利益。 

  何鴻鈞（2000）則整理過去學者文獻，將合資事業的動機分為下列四類：

（1）成本導向。以交易成本理論為發展根源，合資的動機包括取得資金、土

地、廠房、設備以分攤成本、了解該國法令及市場特性，可降低財務與經營

風險、追求規模經濟，達到降低成本、提高利潤之目標。（2）策略導向。以

策略行為理論為發展根源，合資的策略包括迅速進入市場，加速成長和加速

產品行銷，改變產業結構，以提高市場佔有率；同時策略性與競爭者合資，

影響競爭局面，強化策略地位及寡佔的競爭地位，達到企業成長與多角化，

                                                 
20 陳勝源，論合資，台北市銀月刊，第 21 卷，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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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市場競爭力之策略目標。（3）知識與資源導向。以組織知識與學習理論

及資源依賴理論為發展根源，透過合資相互學習，獲得其他企業所特有的專

門知識，以取得互補資源、控制稀有資源和擴大現有資源。包括技術移轉、

取得分配通路、行銷或經營管理的技術、取得製造新技術、進入某特定區域

市場、了解最新之市場需求發展，可迅速達成資源相依、垂直整合，發揮經

營綜效。（4）政治導向。以談判力量理論為發展根源，企業進入與某地區進

行投資，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及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國大陸，須具備政治上的考

量，合資的策略滿足地主國政府之需求，運用談判力的籌碼來建立彈性及克

服法律與貿易障礙，取得貸款、租稅優惠等利益；與合資對象建立良好關係，

有效減弱地主國政府排外情節，塑造地主國的認同感，降低政治風險，有利

於控制合資事業。 

  綜合以上所述，本節針對合資事業相關理論及動機做探討，經整理發現，

合資事業形成動機之立論基礎即在於上述各理論中，且以交易成本理論、資

源依賴理論、策略行為理論為主要核心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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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理控制機制 

由於合資雙方的目的不盡相同，因此選擇適當的管理控制機制是合資成

功的必備條件（Geringer & Hebert, 1989）。本節首先對組織的控制機制做探

討，接著針對合資事業的管理控制機制做說明。 

一、 控制機制 

許士軍（1980）將管理功能分為規劃、組織、領導、控制，其認為不論

組織擬訂多麼良好的計畫，一旦付諸實施，都會發現事先的假定和預期，與

事實發展和結果有差距，此情況非端賴改進規劃程序得以消除，而需靠另一

種管理功能－「控制」加以應付和解決，此過程代表一種偵察、比較和改正

的程序。簡單來說，控制為確保組織目標順利達成的手法之一。以下先探討

控制機制的意義，再探討其類型。 

（一） 控制機制的意義 

  Fayol 早在 1949 年即提出，控制具整合規劃、組織、命令及協調的功能，

因而，組織控制定義為「確保組織中每一項事情皆依預定計劃而行的一項活

動」。控制機制是管理組織內部的行動，以使內部運作更符合組織的政策、預

期目標（Child, 1973），亦是穩定內部結構關係的一種機制，是任何組織內試

圖去影響其他個體的過程(Jaeger and Baliga, 1984)。 

  Ouchi（1977）將組織控制定義為偵測結果、比較、獎賞及修正策略的一

種過程，亦即由監督與績效評估組成。由此觀點衍生，控制是事業單位中的

管理者或股東，希望影響公司或組織內部人員之行為與活動，以執行組織策

略及達到預期結果之企圖（Anthony, 1988; Jaworski, 1988）。Hill & Jones（1998）

指出策略控制是管理者監督組織及其成員正在進行的各種活動，評估這些活

動的執行是否有效率（efficiency）及效果（effectiveness），如果不是則應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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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行動以提升績效21。 

  Martinez & Jarillo（1989）定義控制為一組織內為達成整合各不同單位的

目的而採用的管理工具。Geringer & Hebert（1989）認為控制機制是一個實體，

利用職權及許多官僚式及非正式機制來影響另一個實體之行為及產出的一種

程序。許金水（1992）將組織控制定義為組織為促使其成員或所屬單位能依

有利組織整體目標達成之方式進行決策及運作所採用的機能、過程、組織安

排、行動、作為或介入，組織結構亦為組織控制構成元素之一，其集權化與

正式化本質上是組織的兩種控制策略。 

  綜合以上各學者看法，可知控制蘊涵數個層面之意義，包括限制或約束、

命令或指揮、檢討或核對，其目的乃是為確保目標之達成，亦是促使組織採

行整合行動進而影響成員行為及結果以符合事先規劃的過程，其並考量到目

標未達成時之改進動作。 

（二） 控制機制的類型 

  本章節將說明控制機制的類型。本研究的主題為台商至海外（大陸）地

區經營合資事業之管理控制機制研究，由於多國籍企業之管理機制研究甚

多，亦可做為本研究之參考，故探討範圍包含一般性的控制機制類型以及多

國籍企業對子公司的控制機制類型。 

  Youssef（1975）的研究指出，可用直接控制與間接控制說明多國籍企業

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及管理，其決定因素包括母公司所有權型態、投資國家

的多寡與當地發展、投資期間長短與金額大小以及海外投資經驗。直接控制

為由母公司決定高階管理人員之國籍、選派以及訓練子公司的高階經理人、

實行例行性或一般性的監督。間接控制包括由母公司提供人員服務，並藉由

母公司派至子公司的服務人員，進行查核子公司之營運狀況、組織結構標準

                                                 
21 李啓誠，國際合資事業控制機制之研究－以組織學習觀點，成功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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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設計、產品設計與服務項目標準化、部門工作流程標準化、會計賬冊與程

序標準化。 

  Ouchi & Maguire（1975）認為組織控制可分為行為控制與產出控制。行

為控制（人員控制）主要建立在直接及個人監督上，管理者對員工維持較緊

密的監視，其目的是為了激勵與促進員工工作效率。產出控制（結果控制）

則是著重於最後成果，根據回報的生產記錄及銷售數字，提供精確的績效衡

量。多數情況下，組織會同時使用行為與產出控制，因每一種控制機制皆為

滿足組織不同的需要而設置。 

  Ouchi (1977)再根據 Thompson（1967）所提出的「對因果關係的信念」

及「對可能結果的偏好」二個構面，將組織控制區分為官僚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市場控制(market control)及派閥控制(clan control)三類型式。官僚控

制強調組織職權，依賴行政及層級機制，例如規則、規定、程序、文件、政

策、標準、明確工作說明、及預算，以確保員工呈現適當行為與滿足績效標

準。市場控制的控制標準是利用外部市場機制建立，包括價格、競爭、交換

關係及相對市場佔有率，此控制下，公司有清楚、明確的產品與服務，可將

公司將各事業部視為利潤中心，以評估每一事業部對公司總利潤之貢獻程

度。派閥控制是藉由價值觀的共享、規範、儀式、信仰、及其他的組織文化

形塑員工行為，此控制型式普遍用於競爭環境是模糊的、不確定的，而工作

活動及技術則是變動快速或較小型的組織。大部分組織並非使用單一控制機

制，而是選擇多種型式同步使用，關鍵在於所設計的控制系統，是否可協助

組織有效能且有效率的達成目標。 

  Jaeger & Baliga（1984）兩位學者透過研究多國企業總部管理其子公司內

部控制機制與授權程度，提出用以管理子公司的兩種控制型態：（1）正式、

官僚的控制類型（2）非正式、文化控制類型。Jaeger & Baliga 是以組織行為

所用的工具來界定上述兩種控制類型，其認為美國企業採正式的官僚控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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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本企業則採非正式的文化控制較多，而當多國企業子公司的文化相似

度較高時，傾向採文化控制系統；反之則採官僚式控制系統。 

  Egelhoff（1984,1986）觀察美、英、歐三地的國際企業營運方式及其對跨

國子公司的控制機制把多國籍企業對國外子公司的控制分成兩種類型，一種

是以績效報告制度為主，屬於產出導向的控制型態；另一種則是派遣母公司

人員擔任國外子公司重要職位為主，而母公司人員在派駐海外前，通常已經

在公司內工作多年，對母公司的組織文化相當瞭解，並具有相當高度的忠誠

度，屬於投入及程序導向的控制型態。 

  Martinez & Jarillo（1989,1990）將組織控制機制分成兩大類：一為結構的

和正式的機制，包括組織部門化、集權或分權、正式化與標準化、規劃、結

果控制與行為控制等五種機制；二為較不正式和隱約微妙的（subtle）機制，

包括平行或跨部門關係、非正式溝通、社會化等三種機制。 

  Sundaram & Black （ 1992 ）將多國企業控制機制分為集中化

（centralization）、正式化（formalization）、及社會化（socialization）三類。

集中化是指企業總部藉由較嚴謹的決策方式或管理程序來管理海外子公司；

正式化是指藉由以往的例行決策過程或組織經驗來管理；社會化是指藉由創

造出組織成員共享的目標與價值觀來控制行為標準和決策過程。 

  Gencturk & Aulakh（1995）則提出程序控制與產出控制二種控制機制。

其研究發現，控制型式的使用與知覺不確定間之適配性，對績效之提高極有

貢獻。當知覺不確定因素高時，則採取程序控制以監視個人行為；當知覺不

確定因素低時，則適合採取結果導向之產出控制。 

  司徒達賢、于卓民、曾紀幸（1995,1998）以在台外商做為研究對象，由

過去的文獻探討中找出不同子公司類型下（生產基地型、營運中心型、本土

生根型）之管理方式，其認為一般常用的正式與非正式控制機制過於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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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顯示出母公司對子公司管理差異程度，故其分類應具體且細緻化，經由

研究之後，將管理機制分為行政、人員、績效與文化等四類管理機制。分述

如後：（1）行政管理機制，其定義為「一套規範海外子公司的具體辦法」。在

規範的內容方面，包括正式的經營績效報告、人員的視察制度與預算程序、

明定公司政策與規章、以及產品或製造的標準化規格；並以與總部的聯繫頻

次為規範深度。（2）人員管理機制，針對高階主管的選派來探討包括來自母

公司外派的比率、外籍主管的職權大小，以及當地人擔任高階主管需要到國

外輪調或受訓的程度。（3）績效管理機制，定義為與行為控制比較，較重視

產出控制的程度，內容包括績效報告制度、利潤中心、績效評估、及薪酬變

數。（4）文化管理機制，定義為讓子公司經營理念或目標與企業集團一致的

具體作法，包括建立企業文化與非正式的衝突解決方式。在確定上述四類控

制機制的操作性定義後，該研究最後以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方式印證此研究

之假設，分析結果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三種不同類型子公司與四種控制機制的應用傾向 

子公司類型 交易關係 控制機制的應用傾向 

營運中心型 與當地相關組織及
集團交易關係皆密
切 

其總部傾向於採用多元化的管理機制，對
於行政管理機制的使用程度偏高，同時在
人員、績效與文化等管理機制的應用程
度，經相較於其他類型的組織網路下，不
是最高者，就是次高者。 

生產基地型 與企業集團交易關
係較為密切，而與
當地相關組織交易
關係較不密切 

國外母公司偏重某些行政管理機制的項
目，但在其他的行政及人員管理機制方
面，偏好程度不是最低就是次低者；而在
績效與文化管理機制的應用上，皆是三種
網路組織類型中最低者。 

本土生根型 與企業集團交易關
係較不密切，而與
當地相關組織交易
關係較為密切 

總部除了應用行政管理機制外，與其他網
路組織類型相比，此類型子公司較偏好
「非正式的管道來解決各子公司的衝
突」。 

資料來源：游明傳（2002）整理自司徒達賢、于卓民、曾紀幸（199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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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len（1999）指出組織控制代表企業用來注意其子公司是否遵行公司策

略的程序，而控制系統則幫助組織作垂直的連結。控制系統可分為四類：產

出控制、層級控制、決策控制、以及文化控制。產出控制強調每單位的產出

績效，而非達到這些產出的過程。層級控制著重在管理的行為，而非結果，

包括預算、統計報告、標準運算程序等。決策控制代表在組織層級中有權做

決策的管理者處於集權組織時，決策通常由高階主管擬定。文化控制是利用

文化以控制員工的行為與態度，亦可能是唯一可以連結所有子公司的方法。

而多國籍公司會利用所有的控制機制，並作某種程度的修正和改變。 

于卓民(2000)於其著作中指出，多國籍企業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控制機制可

分為直接與間接二種。直接控制有高階經理人的選派與訓練、母公司一般性

監督等方式。間接控制包括組織結構標準化、部門工作流程標準化、產品設

計與服務項目標準化、會計賬冊與程序標準化。這些控制方法的使用，需視

子公司所有權型態、母公司從事海外投資時間的長短、投資國家的多寡、及

投資國家的發展等因素而定。 

茲將以上各學者及研究對控制機制類型的看法，整理如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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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控制機制彙整表 

 

學者 控制機制內容 

直接控制（投入控制）、間接控制（程序控制）Youssef（1975） 

行為控制（投入控制）、產出控制（產出控制）Ouchi & Maguire（1975） 
官僚控制（程序控制）、市場控制（產出控制）、

派閥控制（程序控制） Ouchi(1977)  

官僚控制（程序控制）、文化控制（投入控制、

程序控制） Jaeger & Baliga（1984） 

績效報告制度(產出控制) 、管理人員(投入控

制、程序導向) Egelhoff(1984)  

正式化機制（程序控制）、非正式化機制（投入

控制、產出控制） Martinez & Jarillo（1990）  

集中化（程序控制）、正式化（程序控制）、社

會化（程序控制） Sundaram & Black（1992） 

程序控制、產出控制（結果控制） Gencturk and Aulakh(1995)  

行政管理（程序控制）、人員管理、績效管理(產
出控制)、及文化管理機制（程序控制） 

司徒達賢、于卓民、曾紀幸

(1998)  

產出控制(產出控制)、層級控制（程序控制）、

決策控制（程序控制）、及文化控制（程序控制）Cullen（1999） 

直接控制（投入控制）、間接控制（程序控制）于卓民(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由以上文獻回顧，可歸納出各學者理論相近之處，並參考曾紀幸（1995）

的分類方式，以及李啓誠（2003）的系統觀點分類法將控制機制重新整理如

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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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系統觀點之控制機制 

 

控制型態 控制機制 控制活動重點 

人員任用控制

機制 
高階主管國籍、高階主管選派、高階主管人格特

質、建立用人程序、雇用前多重評估 
投入控制 

人員訓練控制

機制 
高階主管訓練、生涯規劃與輪調制度、員工技巧

發展、承諾員工訓練與發展 

監督 例行及一般監督 

組織設計控制

機制 
正式結構、組織明確規範、規則或程序、產品設

計與服務標準化、中央集權 程序控制 

文化控制機制 
外派人員、非正式溝通、側向或跨部門關係、建

立組織文化 

績效評估、績效標準設定、報酬與績效連結、薪

酬依具體成果 
產出控制 績效控制機制 

資料來源：修正自曾紀幸（1995,1998）22、李啟誠（2003）23

 

二、 合資事業的管理控制機制 

  合資事業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是適切的管理控制機制設計（Killing,1983; 

Geringer & Hebert, 1989）。有鑒於合資方式可能帶來極大的經營綜效，因此，

如何促進不同企業組織間合作關係的形成，以及適當安排後續的經營管理工

作，便成為合資雙方所關切的課題。 

  以往的文獻中普遍認為所有權和經營控制權二者是合資企業是否能運作

成功關鍵（Mjoen &Tallman, 1997）。若從制度設計的角度來看，所有權和控

制權的決定因素十分複雜，早期的研究探討國際合資企業的監管結構時，大

多僅注意所有權或股權的分配比例，或者將所有權與經營控制權當作相同的

                                                 
22 曾紀幸，多國籍企業在台子公司網路組織型態及其母公司管理機制選擇之關係，國立政治大

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士論文，1996 年 
23 李啓誠，國際合資事業控制機制之研究－以組織學習觀點，國立成功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

士論文，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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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Fagre & Wells, 1982）。然而近期的實證研究陸續指出，此二者均為企業

監管結構的重要部份，但它們代表著兩個不全然相同的概念，亦即股權的結

構常只反映了董事會的控制，而完整的控制權尚包括了日常營運的控制、階

層職位的控制、企業文化的控制、以及非正式的控制等。 

尤其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跨國合資中，多數股權的一方常不能確保擁有

絕對的經營控制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取得在合資的談

判過程中還會出現不對稱（asymmetry）或抵換（trade-off）的現象（Lee. J.R.& 

Chen W.R. & Kao. C, 1999）。在此不對稱的結合關係中，外方可能因為借重了

當地合資夥伴的資源或專長而獲利，但同時也可能因為不易跨國監督合資夥

伴的行為而增加了代理成本。 

陳國慈（1986）指出中外合資的公司中，其母公司股權比例的型態主要

有三種，分別是：（1）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的股權；（2）一方持有過半數的

股權，對合資公司的一般營運有控制權，除非法令、章程或合約中另有規定；

（3）一方持有過三分之二的股權，則對合資公司的營運有絕對的控制權。 

林麗娟（1995）則將合資事業的股權區分為「股權比例」與「股權結構」。

股權比例乃指單一母公司對合資子公司之擁有權，依持有股權比例之高低分

為高度持股、中高度持股、中度持股、以及低度持股。股權結構是指同時比

較母公司雙方之股權比例之組合型式而區分為分散－對等、集中－對等、分

散－獨大、以及集中－獨大。 

Aulakh et al.（1997）從交易的互惠關係研究組織間合作關係之控制，該

控制過程可區分為結構取向與行為取向。結構取向之研究重點在於合夥之前

的結構因素，探討如何選擇適當夥伴、組織之間的策略連結與經濟誘因，以

及所有權控制；行為取向強調合夥之後要如何維持組織間的關係。並提出信

任、承諾、績效回饋、雙方面營運的調整、問題與衝突的解決是維持買賣雙

方間之互惠關係以及交易關係的重要因素。 

 42 



Kumar & Seth（1998）從過去文獻彙整了合資事業所使用之六種控制與協

調機制，分別為：（1）整合機制。指的是母公司主管於合資事業所採取的直

接接觸、連絡人員、任務團隊、或永久團隊等協調與控制方式；（2）合資事

業董事會內部角色，亦即合資事業董事會內董事參與合資事業之策略規劃與

績效監控程序；（3）合資事業主管們的社會化，即藉由鼓勵合資事業主管參

與母公司的訓練活動、會議、及研討會，以增進對母公司的瞭解與策略的配

合；（4）合資事業主管的激勵設計，使其與母公司利益相結合；（5）合資事

業董事會結構，以影響董事會重大事件的選舉結果；（6）任用母公司代表為

合資事業的高階主管。 

Groot ＆ Merchant（2000）認為合夥的各造，通常會使用多種控制機制

以保護其在國際合資事業的利益，一個有效且又完備的分類控制機制之方

式，是應依據控制目的進行調整，亦即分別對於行動、結果、或人員及文化

等之控制。合夥人經由合法、自然、或行政的手段，而採取若干步驟，以確

保所想要的行動能夠被實施並且聚焦於結果，再與員工約定酬賞與懲罰方

式，以確保所期望的結果能夠產生。甚至，合夥人們會採取一些步驟，以確

保那些國際合資事業的人員，更有意願且有能力執行得更好；或以文化引導

那些國際合資事業人員更符合其預期的行為。Groot ＆ Merchant 的重要概念

整理如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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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由控制目的區分控制機制型式 

 

行動控制 結果控制 人員／文化控制 

♦ 要求遵守合法契約

上所定義的特定行

動 

♦ 要求遵守預定的政

策與程序（由稽查

人員檢視且處罰非

遵守者） 

♦ 覆審與核准已提出

的規劃案（如已提

出投資） 

♦ 設定績效目標與監

視績效報告。要求

對某處進行解釋與

提供建議。 

♦ 設定績效目標與監

視績效報告。且於

必要時涉入。 

♦ 設定績效目標、約

定與提供酬賞予良

好績效者。 

♦ 選擇可信任的合夥

人（如可信賴的來

歷，分享管理哲

學）。 

♦ 安排具有資格與有

忠誠度的人員在重

要營運位置。 

♦ 要求特定訓練。 

 

資料來源：Groot & Merchant（2000） 

Yan & Gray（2001）藉由 27 家中美國際合資事業進行實證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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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志亮（2005）整理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5）的研究，以一更一般化

的架構闡述組織間合作的管理控制機制。其指出在合資關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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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夥伴、提供次級品/服務或挪用夥伴的關鍵資源

等。 

由於管理機制的設計，不外乎是為了制約投機主義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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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去對廠商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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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依賴等單一觀點來說明國際合資管理機制，而這些理論對於解釋組織間

 44 



合作的管理議題上有侷限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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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同時針對制約投機行為之動機、機會及抑制力量提出較

為完整的管理模式。因此，司徒達賢與熊欣華（2005）便整合交易成本、代

理、社會交換等理論，對發生投機行為深入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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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指的分別是價值差距管理（Value Gap Management ,Vg）、資訊差

距管理（ Information Gap Management, Ig）、以及潛在懲罰力（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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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合作的另一方的價值能有效與其

趨於一致的管理作為。資訊差距管理即為合作的一方透過必要的資料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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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懲罰力表示當合作一方未能遵守約定，甚至背信時，受損的一

方能運用報復手段的多寡及預期效果的高低。VIP 模式考量到個別廠商與合

作夥伴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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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合資事業與多國籍企業對子公司的控制機制相關文獻，再以系

統觀點為本研究控制機制之分類，而 VIP 模式為管理控制之一般化概念，故

將其做為本研究分析之用。表 2-3-5 為本研究之控制機制，依合資事業管理控

制之特性，在前一章節之系統觀點控制機制之外，新增股權、互惠及交易關

係、以及定期性會議三項控制機制。股權與互惠及交易關係屬於合資活動前

之控制機制，定期性會議歸為合資時之控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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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本研究之合資控制機制 

 

控制型態 控制機制 控制活動 

股權 股權比例、股權結構 

互惠及交易關係 策略連結、經濟誘因 

高階主管國籍、高階主管選派、高階主

管人格特質、建立用人程序、雇用前多

重評估 

人員任用控制機

制 
投入控制 

人員訓練控制機

制 
高階主管訓練、生涯規劃與輪調制度、

員工技巧發展、承諾員工訓練與發展 

監督 例行及一般監督 

定期性會議 會議召開 

正式結構、組織明確規範、規則或程序、

產品設計與服務標準化、中央集權 
組織設計 程序控制 

文化控制機制 建立組織文化、整合機制 

產出控制 績效控制機制 薪酬依具體成果 

資料來源：修正自曾紀幸（1995,1998）、李啟誠（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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