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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理論探討 

儘管信任、背叛及猜忌(suspicion)等主題長久以來皆為哲學家、詩人與政治

人物的議題，但西方社會科學家針對人際信任的系統性研究卻是近年來的事

(Deutsch, 1958: 265; Tschannen-Moran and Hoy, 2000: 549)。約從 50年代開始，

心理學者開始對於人際信任進行系統性研究，在 50 年代晚期、60 年代早期，

針對信任、不信任所進行的實證性研究大量出現，如 Deutsch(1958, 1960)對信

任與懷疑(mistrust)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出自於冷戰時期與日俱增的猜忌，而科

學家樂觀地相信科學會為危險且所費不眥的軍備競賽(arms race)找到一條出路；

而 60年代晚期，年輕世代已經開始幻滅且對於當時的制度與權威有所疑慮，人

際信任的研究與此時代背景相呼應，並將研究焦點轉移到個體身上，如

Rotter(1967, 1971)對人際信任的測量與期望之研究；到了 80 年代，隨著離婚率

高漲與發生於美國家庭中的根本變化，人際信任研究的重心亦轉移至人際關係

上，社會學者此時繼心理學者之後，投入了人際信任的研究，如 Rempel、

Holmes 與 Zanna(1985)即探討親密關係中的信任；至於 90 年代以後，隨著科技

與社會的變遷，信任再度成為社會學(Sztompka, 1999)、經濟學(Williamson, 

1993)與管理學(Kramer and Tyler, 1996; Lane and Bachmann, 2000)的研究主題，

相較於心理、社會學者關注在個人、人群發展，經濟學者則側重於論述人際信

任的經濟效益；此外，管理學者亦關注於人際信任的實質效益 (劉麟書, 2001: 

13; Tschannen-Moran and Hoy, 1998: 335-337)。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早期人際信任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學領域，其

後發展遍及社會、經濟、管理等學門，對人際信任此一主題，多元化的研究領

域顯示了信任與人類社會的密切關係，同時也突顯了信任研究上的複雜性(林淑

芳, 2002: 47)。既然人際信任如此受到各領域的重視，不免令人好奇：人際信任

在組織方面的研究中呈現出如何的景象呢？  

第一節 組織中人際信任之研究 

在組織研究(Kramer and Tyler, 1996; Lane and Bachmann, 2000)中，「信任」

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人際信任議題之所以在組織研究中受矚目，是因為人際信

任對管理與人際關係有重要的影響，雖然信任不被列於組織管理的要求之中，

但實則為影響組織效能的重要因素(王婷玉, 2003: 23; 陳美伶, 2003: 4)。然而，

組織中的人際信任為何能影響組織效能呢？。此乃由於「信任者」(trustor)難以

掌握監控整個環境，因此對未來存有很多預設，若信任者考量過去與「被信任

者」(trustee)的互動經驗後，認為對方具有善意及可信任，以及其行為將朝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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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所期待的方向，而非毫無方向的投機行為時，信任者即可簡化很多預設與

降低不確定感(王婷玉, 2003: 23) ，如 Anderson即認為人際信任減少了實際的社

會情境中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轉引自 Chadwick-Jones, 1976: 343)，不確定性的

降低使組織成員得以預測未來(Makin, Cooper, and Cox, 1996: 9)，當成員對彼此

的行為有了一個可期待的方向時，即可減低互動的複雜性；其次，若信任者認

為被信任者是可信任的，信任者將較有自我吐露的意願，能與被信任者分享個

人的情感、價值觀與資訊(許道然, 2001a: 278)，而促成彼此間的坦誠溝通及得

到被信任者的社會支持，並可增進相互的瞭解，有助於澄清彼此的需求與期待

，使得溝通品質得以提升(王婷玉, 2003: 23; 許道然, 2001a: 278)。此外，人際信

任可以促使組織成員從事知識分享行為(鄭仁偉、黎士群, 2001)，提供相關、廣

泛、正確、和及時的資訊，做為解決問題的基礎(Zand, 1972: 230-231)，而提升

組織成員問題解決的能力，並進一步地提高組織績效(許道然, 2001b: 43)，甚至

被認為是合作關係的基礎(蔡雅嵐, 2001: 21)。由於人際信任對於組織的正功能

是如此清晰可辨，所以許多對於組織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們便從不同面向對於人

際信任加以探討，以下從分析層次與研究旨趣、以及研究取向與觀點二方面，

以說明組織中人際信任之研究 。 

壹、分析層次與研究旨趣 

從分析層次上觀之，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可以分為三部分(Tyler and 

Kramer, 1996: 6-10)，茲分述如下： 

一、宏觀層次(macrolevel) 

在此分析層次下，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主要探討的是，組織對於信任

模式的影響，如 Kipnis(1996)的研究即表達出管理者和部屬之間信任的形式

與組織的發展有關；此外，亦藉由解釋人際信任與組織動態或管理哲學之

間的關係，而在制度或組織層次上闡述兩個問題：信任減少與否，以及信

任如何重建，如 Creed 與 Miles(1996)的研究說明了組織所產生的人際信任

議題之本質，如何隨著組織形式和管理哲學的發展而形成。 

二、中觀層次(mesolevel) 

在此分析層次下，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主要探討的是，信任中的社會

網絡，如 Zucker 等(1996)的研究即探討了人際信任的界限對於生物學家在

研究上的合作網絡之限制；此外，Burt 與 Knez(1996)的研究亦關注人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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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所產生的信任，他們探討人際網絡的關係強弱對於人際網絡中組織成

員的信任之影響。 

三、微觀層次(microlevel) 

在此分析層次下，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主要探討的是，信任與不信任

的心理基礎，如 Lewicki與 Bunker(1996)的研究討論了個人在工作關係中關

於信任發展、維持及修復的心理歷程，Sitkin 與 Stickel(1996)的研究亦藉由

實驗室中的組織成員之察覺，探討情境中的不和諧與不信任之間的關係；

此外，亦藉由個人層次探討人為何產生信任？如 Meyerson、Weick 與

Kramer(1996)的研究即探討專案團隊中組織成員的信任如何發展。 

此外，在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上，Rousseau 等(1998: 397)認為應該採取

多元層次的分析，因為微觀層次的信任關係不僅受制於宏觀過程，並且可能

得以增強，如聲譽出自於過去與他人互動的經歷，而社會系絡使得聲譽對於

可信度可能有所影響。 

貳、研究取向與觀點 

包含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法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各學

科的學者們，對於在組織中人際信任的研究皆產生興趣，並且提供了各種觀

點的研究(Kramer and Tyler, 1996; Lane and Bachmann, 2000)。由於從事組織研

究的學者分別從不同取向探討信任議題，故所指信任的系絡亦大不相同(方世

杰等, 1999: 247)。整體而言，組織中人際信任研究所處的系絡是由研究取向

所衍生出的研究觀點所決定，茲分述如下： 

一、心理學的取向 

由心理學的取向研究人際信任者，可以概分為以下兩種觀點： 

(一)人格特質的觀點 

關注在特定發展與社會系絡的情境因素下，誰會比較願意信任他人

。在這觀點下，信任被概念化為一種信念、期望或感覺，是深植於人格

或來自早期社會化下的心理發展，其研究焦點在於個別差異的研究

(Lewicki and Bunker, 1996: 115)，如 Rotter(1967)視信任為個人的心理特

質之一，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信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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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的觀點 

關注個人對環境的反應，在此觀點下，人際信任被視為隨外界刺激

決定的依變項(彭泗清, 2003: 2)，如 Deutsch(1958, 1960)認為信任會受個

人所處的情境影響。 

二、社會學的取向：鑲嵌(embeddedment)的觀點 

在這個觀點下，信任被概念化為出於社會制度或文化規範的一種產

物，研究者傾向將信任視為社會內涵的一部份，需要在制度下觀察(彭泗

清 , 2003; 劉麟書 , 2001: 13; Lewicki and Bunker, 1996: 115)，如

Granovetter(1985)將信任視為嵌入(embedded)於社會關係之中；Lewis 與

Weigert(1985)則指出信任可以被視為一個社會實體，並非歸屬於個體的

特質。 

三、社會心理學的取向：交換關係的觀點 

關注個體間「人際互動」的「交換」關係(蔡雅嵐, 2001: 45)，在這

個觀點下，信任被定義為：與其他團體有交換關係時的一種期待，這樣

的期待和風險有關，且假定了他人行動也必須符合期待，而系絡因素在

維持發展信任關係上，會具有增強或抑制的作用，在個人與團體層次上

，研究影響信任關係或破壞信任關係的變數為何(Lewicki and Bunker, 

1996: 116)。 

四、經濟學的取向 

由經濟學的取向研究人際信任者，可以概分為以下兩種觀點： 

(一)制度的觀點 

在此觀點下，信任被視為在制度內或制度之間的一種現象，重視在

這些制度下，個體如何產生信任的問題(Lewicki and Bunker, 1996: 115)，

如 North(1990)即認為信任是藉由外在制度所形成的。 

(二)理性自利的觀點 

信任是經過合約關係建立，在與他人互動時，不斷的確認其潛在的

利益，重視產出的結果，這樣的衍生下，決定是否值得信任是依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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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self- interest) 的 考 量 (Jones and Bowie, 1998: 281-282) ， 如

Williamson(1993)即認為因為信任充滿了風險，故人們基於自利便會計算

信任的成本與利益。 

五、倫理學的取向：道德的觀點 

關注個人的道德特性，在此觀點下，他人的道德特性將是其是否能

使人信任的關鍵，且可補充其他取向的不足之處，尤其是出自於理性自

利的觀點，而成為是否信任他人的判斷準則(Jones and Bowie, 1998: 285-

287)；此觀點亦隱含著信任完全出於個人的判斷，沒有外在誘因(不求報

答)的考量(蔡雅嵐, 200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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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相關文獻之檢閱 

壹、組織領域的信任研究 

由觀察單位視之，組織領域的信任研究可以分為組織中的人際信任，以

及組織中的機構信任。國內在組織領域的信任研究中，涉及組織中的人際信

任，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共有 10 項1，涉及組織中的機構信任，較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共有 17 項2。然而，在涉及組織中人際信任的 10 項研究中，研究焦

點在於組織中人際信任者，僅為陳美伶(2003)與張慧芳(1995)的二項研究，其

實皆探討人際信任與組織領域中其他議題的關係或影響；由此二項研究的研

究意旨觀之，前者的研究意旨為區辨直屬主管與組織信任，並非針對組織中

的人際信任，後者的研究意旨則在於探討領導者與部屬間信任格局的決定要

素與行為效果，亦未針對組織中的人際信任做整體地探討。爰此，組織中人

際信任尚待研究者加以探索，此可顯示出本研究探討組織中人際信任的必要

性。 

貳、以人際信任為主題之相關研究 

如上所述，國內探討組織中人際信任的研究實屬少有；此外，經搜索國

內以人際信任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之後，發現以人際信任為主題的研究更是只

有零星的 10項(如表 2-2.1)而已，其中只有四項研究將焦點置於人際信任，分

別為林昇毅(2003) 、胡靜涵(2000) 、劉麗萍(2004) 、以及劉麟書(2001)的研究

，其餘皆探討人際信任與其他議題之間的關係或影響。由此四項研究的研究

意旨觀之，發現皆未論及人際信任的形成，此正顯示出本研究探討人際信任

的形成之意義。 

 

 

                                                 
1  這 10 項分別為王婷玉(2003)，王新怡(2003)，王聰哲(2004)，洪振順 (1998)，夏侯欣鵬 (2000)
，陳美伶 (2003)，  陳姿秀、羅新興與戚樹誠 (2003)，黃信程 (1995)，張慧芳 (1995)，鐘嘉慧
(1999)等人的研究。  
2  這 17 項分別為牟鐘福(2002)，李粵強(2002)，吳貞誼(2001)，胡其安 (1999)，徐楊順  (2001)，
林鉦棽 (1996, 2004)，許道然 (2001a)，陳美伶 (2003)，黃怡姿 (1999)，黃銘廷 (2002)，張文華
(2000)，黎士群(1999)，蔡秀涓(2004)，鄭仁偉、黎士群(2001)，歐宛姍(2003)，戴坤輝(2002)等
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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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以人際信任為主題之相關研究 

作者 題目 研究意旨 

方鈺如
(2002) 

人際信任
、社會資
本與工作
滿意度之
相關性研
究 

以人際信任和社會資本的面向
切入，對工作滿意度進行研究 

王婷玉
(2003) 

團隊成員
間價值觀
契合與個
人效能：
人際信任
的中介效
果 

首先驗證個體與團隊成員間價
值觀的契合程度對個體工作效
能的影響；其次，驗證個體的
人際信任與個體效能間的關係
；最後驗證了團隊價值觀契合
度是否透過人際信任來影響個
體的工作效能 

王議賢
(2004) 

人際交往
對關係、
信任與關
係衝突及
合作滿意
度之影響 

在華人關係主義下，探討任務
衝突所引發的關係衝突，在人
際交往中「工具交換」與「情
感交流」對關係衝突、人際信
任與人際關係與合作滿意度的
影響 

林昇毅
(2003) 

證券投資
人之組織
信任與人
際信任分
析 

旨在了解消費者交易行為中的
信任關係，探討信任產生原因
、信任來源與影響後果，最後
針對不同交易方式的信任來源
進行探討，以了解不同交易媒
介對信任關係的影響 

林雨璉
(2003) 

國中生被
害恐懼感
與其所採
行為策略
、人際信
任之關聯
性研究 

探討國中學生的被害恐懼感是
否會影響其人際信任和所採取
的行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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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愫嫻 

張耀中
(2004) 

個人理財
習慣、人
際信任與
參加合會
之關係 

分析不同城鄉民眾的合會行為
，與其個人財務狀況，理財習
慣與人際信任關係的差異 

胡靜涵
(2000) 

主管 -部
屬人際信
任理論模
型研究 

研究我國高科技產業及金融產
業的成員，如何評估主管的「
德」「能」表現，以及主管「
德」「能」因素對其知覺主管
是否值得信任呈現出何種影響
關係 

戚樹誠 

羅新興 

黃敏萍
(1998) 

成員的人
際信任與
言論禁忌
之 關 聯
性—以國
軍軍官為
研究樣本 

以國軍軍官為研究對象，針對
組織中的人際信任與組織成員
的言論禁忌之關係進行探討，
進而檢視國軍組織中可能存在
的政治言論禁忌 

劉麗萍
(2004) 

以社會網
絡建構虛
擬社群之
人際信任
指標 

由理論與文獻探討中，提出兩
組社會網絡指標與相對應的兩
組假說，並擬由實證資料中檢
驗指標的有效性和假說的成立
與否，以有效預測某個成員或
某個言論之可被信任度 

劉麟書
(2001) 

人際信任
整合模型
之研究 

採用文獻回顧方法提出包含人
際信任內涵、人際信任類型、
人際信任前因變項及人際信任
產出之完整的理論分析架構 

 

參、人際信任之定義 

經過數十年來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於人際信任議題的相關研究，產生了許

多人際信任的定義，而此種多元的學術背景使得這些定義之間有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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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此外，誠如 Tschannen-Moran and Hoy(1998: 335)所指，信任是一個複

雜的概念，具多面向並隨著不同的關係型式、關係發展歷程而產生變化，所

以人際信任的定義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廣受各方認同的共識。爰此，進行人際

信任的研究時，對人際信任構念化，以及提出明確的定義，雖然是最基本的

，但亦可能為最困難的問題(彭泗清, 2003: 2)；依據劉麟書(2001)彙整各學科

學者們對於人際信任的詮釋，觀諸學者們對於人際信任內涵的探討，本研究

以為人際信任本質上具有四項內涵3，其為善意、依賴、風險、心理狀態，茲

分述如下： 

一、善意(good will) 

善意是信任者對被信任者行為意圖的正面認知，如 Meyerson、Weick

與 Kramer所指，信任一個人，就是相信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做出傷害

我們的事(轉引自蔡雅嵐, 2001: 12)，所以信任具有正面的意涵，它是信任

者對被信任者未來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態度，因為信任者相信被信任者的行

為會符合信任者的利益(劉麟書, 2001: 22; Das and Teng, 1998a: 494)，而信

任者用來評估被信任者善意的依據包含本身過去的經歷、被信任者的風評

以及被信任者在交換中所表現的一舉一動(劉麟書, 2001: 23)。 

劉麟書(2001: 22)認為，如果信任者察覺出被信任者具有自私的意圖，

則信任將不太可能產生；然而，若將意圖是否無私視為信任產生的考量因

素之一，結果可能為：人們連欲求三餐溫飽而開車的公車司機都無法信任

，而擔心搭上一部不知去向的「幽靈車」；反之，本研究以為信任者重視

的是被信任者行為是否出於善意，只需認知被信任者行為的目的對信任者

而言是無害的，則信任者無須在意被信任者的行為是否出自於其自私的意

圖。 

實際上，善意並不表示出於完全的無私意圖，如同社會交換的起點可

能來自於個人的純粹自我利益取向，而非出自於滿足對方需求。善意只是

單純地抱持不傷害對方的心態，但不全然出於無私的意圖；而善意更進一

步的表現就是仁慈(benevolence) (劉麟書, 2001: 23)，仁慈源自於真正的利他

動機，且不計任何報答 (麥獨孤, 2000: 210)，結果信任者似乎關注被信任者

的需要多於自己的報酬，其動機的基礎在於持續的正面互動所生的情感

                                                 
3  劉麟書 (2001)回顧人際信任的相關文獻，歸納出人際信任的意涵具有六項特質，分別為相互依
賴性、心理概念、風險、善意、理性面向、以及情感面向；然而，本研究以為理性與情感面向
乃是人際信任運作時所表現出的特質，非屬人際信任本質上的意涵，故不納入人際信任的定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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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ley and Avery, 1979: 236)。質言之，仁慈不僅是存著不傷害對方的心態

，甚至以對方的利益為優先，顧及他人利益而不顧自己個人利益(Wispé, 

1972: 4)，沒有自私的動機在內。 

職是之故，善意與仁慈的區別在於是否以對方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然

而，缺乏仁慈而抱持善意，仍然滿足了信任的基本要求。因此，善意可以

被視為信任產生的關鍵前提；反之，缺乏善意的信任，就失去了信任的真

實性(劉麟書, 2001: 23) 。如 Shapiro、Sheppard與 Cheraskin(1992)所提出之

基於威嚇的信任(deterrence-based trust)，他們指出使人言而有信的的主要動

力即為威嚇，威嚇可說是一種防止他人產生敵意行為的措施，只要敵意行

為將付出的代價高於其所預期得到的短期利益，威嚇即得以存在 (Shapiro, 

Sheppard, and Cheraskin, 1992: 366)，而威嚇之所以有效乃出於人的利益考

量，因為信任者相信制裁而帶來的慘痛代價，可以嚇阻被信任者而不覬覦

在投機行為中可能得到的利益(Rousseau et al., 1998: 398)；然而，被信任者

友好的行動或許可以經由威嚇的存在而產生，但不表示此舉就產生了信任

，因為信任的核心在於信任者認知被信任者的行為乃出於善意，而防止敵

意行為的產生並非善意的表現，甚至正與善意的認知背道而馳，故此種信

任實際上頂多可被視為出於威嚇效果所生之信心而已。 

二、依賴(dependence) 

Golembiewski與 McConkie(1975: 133)認為信任意指「依賴某些事件、

過程或人」，Whitener 等(1998: 513)亦指出，信任具有某種程度的依賴性

，因為個體未來的一切得失皆受他人行動所影響，因為社會交換中報答義

務的完成依靠著信任，當個人付出信任時，意即為將報答義務仰賴在被信

任者身上，因此信任必涵蓋著依賴(陳美伶, 2003: 8)；易言之，信任與依賴

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信任為因，依賴為果，依賴甚至等於給予他人權力

，而使得被信任者的權力大過於信任者(Kipnis, 1996: 41)。依賴表示雙方之

間存在著交換關係，無論交換的內容為何，都表示雙方至少有某種程度的

利害關係，己方利益必須依靠對方才能實現，此處的利益不一定限於個人

層次，也可以是屬於人際間、組織間、社會間的層次(劉麟書, 2001: 20)。

此外，依賴使得人際信任不只是對於不確定情境的結果抱有正面的期望，

而是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的行為抱有樂觀的期望(方鈺如, 2002: 18)。 

關於依賴，本研究不贊成以相互依賴取代，因為相互依賴指涉的為互

信，並非信任，亦即為信任可以顯示出信任者依賴被信任者的情境，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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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發生彼此依賴的情況。 

三、風險(risk) 

Das and Teng(1998b)認為，信任與風險可被視為一體之兩面(轉引自

Das and Teng, 1998a: 503)。風險的來源主要是由於對結果的不確定性

(Doney, Cannon, and Mullen, 1998: 603)，因為在交換過程中，來自於他人的

回應並非即時的，信任者付出信任至被信任者以行動顯示其回應，通常需

要一段時間，由於此種時間上的不對稱(time asymmetries)(Coleman, 1990: 

91)，使得信任者缺乏被信任者會如何行動的資訊，將會使其置身在不確定

性的風險中；另一方面，在等待他人反應的時間中，信任者無法完全控制

或了解被信任者的行動，但信任者卻又必須依賴被信任者以獲得所需的產

出，使得信任者面臨容易遭受被信任者傷害的風險；因為適合發展信任的

情境，如監控不易與必須依賴對方時，也容易產生遭受背叛的風險(劉麟書, 

2001: 22)。 

如果信任者能充分瞭解交換的對象或能完全地控制交換關係，甚至於

結果對於信任者而言並不重要的話，則信任是不需要的，因為不必擔憂未

來的損失(劉麟書, 2001: 21)，且只有在預期損失可能大於預期利益的情況

出現時，亦即假使信任的結果不符信任者所預期時，其所造成的損失會大

於結果符合信任時所得的利益，才有信任存在的必要，如果預期利益必定

大於預期損失則只是經濟理性(Deutsch, 1958: 265-266; Hosmer, 1995: 381)；

經濟理性與信任理性不同，經濟理性是在確定的情況下衡量利弊得失，而

信任理性則是指信任者認知到風險存在的情況下，願意依靠被信任者的可

信任性及善意。(劉麟書, 2001: 22)。 

易言之，信任是在某種關係下對風險的接受，沒有損失的可能就沒有

冒險信任的必要(黃怡姿, 1999: 5)。然而，基於人的自利傾向，投機行為出

現而使得信任的風險很高(Williamson, 1975)，要確認被信任者的可信任性

具有相當的困難度，被信任者隨時可能會利用信任者的依賴及信任，去尋

求自利的最大化而不惜傷害信任者的利益，使得信任者蒙受無法彌補的損

失(劉麟書, 2001: 22)，信任他人意謂著必須承受易受對方行為傷害的風險   

。然而，為何信任者願意承擔信任的結果可能落空的風險？此因信任者雖

然察覺信任的預期損失可能大於預期利益，但信任者亦深知信任的預期利

益比其不信任的預期利益更大(Deutsch, 1958: 266)。綜言之，信任的特質並

非被動地承擔風險，而是願意主動地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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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狀態(psychological state) 

Rousseau 等(1998: 395)認為信任是一種基於對他人意圖或行為的正面

期待，而願意接受傷害的意圖所組成之心理狀態，其顯示出信任者期望被

信任者的行為出於善意。基本上，信任是一個心理構念(construct)，信任的

經驗是由個人價值觀、態度、心情(moons)及情緒(emotions)交互影響的結

果，如信任者在交換過程中對被信任者可信任性證據的評估，或是對被信

任者善意的感覺及其所牽動的情緒反應，都是透過這一連串的心理活動而

達成，無論將信任視為一種信念或是意願，其都是一種抽象的心理概念，

而不是實際的行為(劉麟書, 2001: 20-21; Jones and Geroge, 1998: 532)。信任

與其後續行為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於前者是承擔得失的意願，而後者是實

際承擔得失；易言之，後續的行為則是信任的產出，信任的心理狀態不僅

影響信任者後續的行動，也會影響被信任者的行動，亦即只有在一開始時

信任者先釋出承擔得失意願，被信任者可能會做出值得信任的行為，被信

任者也才有機會證實他的可信任性(劉麟書, 2001: 21)。實際上多數看似信

任的行為，並非全都出於內心的信任，有時這些行為甚至是在威脅下所產

生的，如部門主管放手讓其所帶領的團隊領導者全權負責，時常被視為是

一種肯定與信任，事實上卻可能是因為團隊領導者以整個團隊離職作為威

脅而產生的。 

討論人際信任時，很容易產生一個疑問，人際信任屬於一種心理狀態

或是行動？誠如 Rousseau等(1998: 395)所指：信任並非行為或選擇，則是

一種心理狀態，而 Mayer、Davis 與 Schoorman(1995: 712)亦認為：信任並

非指承擔風險本身，而是承擔風險的意願。此外，雖然一個友善的舉動有

時會被人視為一種信任，如合作行為或知識分享行為，實際上此種舉動，

並非全都出於內心的信任，而是如同社會交換過程中的報答一般，有時只

是對於現實壓力的妥協，亦即這些行動只是一種工具而已，充其量只可視

為友好的表現，職是之故，本研究以為論述信任屬於心理狀態的確有其必

要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人際信任可以定義為：「一種個人(信任者)察覺

他人(被信任者)的善意，且願意依賴他人行動的結果，而甘冒不利於己的風

險之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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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中人際信任之理論基礎 

在許多人際關係與組織信任的研究中，許多有關信任的研究皆採取「社會

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或「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的觀點進行論述(蔡雅嵐, 2001: 48)。職是之故，以下分別陳述社會交換理論，

以及交易成本理論。 

壹、社會交換理論 

提及人際信任，就意味著此種信任是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亦即為人際

交往過程之產物，因此，我們應該從人與人交往的過程談起，而

Homans(1974: 13)認為人們社會行為的過程可以被當成是一種至少存在於兩人

間的交換，所以我們可以從社會交換開始討論。社會交換可區分為四種不同

的形式，分別是生產性交換 (productive exchange)、互惠性交換 (reciprocal 

exchange)、一般性交換 (generalized exchange) 、及協商性交換 (negotiated 

exchange)(陳美伶, 2002: 11)；然而，組織中的人際交往不論其所涉及的人數

多寡，終究屬於信任者與被信任者個人之間的關係，以上述的四種交換形式

視之，其社會交換形式即為互惠式交換；因為互惠式交換的特點為人際間一

對一的互動模式，交換過程中只涉及兩個角色(陳美伶, 2002: 11)。如欲說明

互惠式交換，或許我們該回歸到 Blau(1964)所論述的社會交換，方能清晰地

掌握其意涵，以下本研究將概述社會交換理論之意涵、影響社會交換的因素

、以及社會交換理論採取的觀點、假定與重要概念，最後並藉由區別社會交

換與經濟交換，以釐清對於社會交換的誤解。 

一、社會交換理論之意涵 

「並非所有人類行為都出於交換的考量，儘管大多數是，且
超過我們平常所想到的」(Blau, 1964: 5)。 

社會交換理論的目的在於分析各種決定人際交往的過程。社會交換是

指，「人們因自己期望從他人所得與實際上從他人所得之報答而激起的自

願行動」(Blau, 1964: 91)，此種自願行動需要滿足下列兩點，一為行動取決

於他人的反應是否具有報酬性，二為當所期望的反應並未隨之而來時，行

動立即停止；而交換時考量的基本原則為，對他人提供報酬性服務的人給

予了對方一種義務，為了要履行此義務，就輪到對方必須提供報酬。報酬

可以概分為經濟報酬與「社會報酬」(social reward)，人們在社會交換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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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主要不是經濟報酬，而是社會報酬，因為經濟報酬的內容只是一種「

外在報酬」(extrinsic reward)，社會報酬卻兼具內外報酬；並且在社會報酬

中，人們並非單單關注於「內在報酬4」(intrinsic reward)，而是著重於外在

報酬。此外，由於人們談論利益時主要是針對經濟報酬(外在報酬)，而沈

浸於戀愛時可以獲取內心情感的悸動(內在報酬)，所以社會交換是一種居

中於純粹的利益計算與純粹的愛情表達間之情形(Blau, 1964: 1-32)。 

何種報酬對人是特別顯著的取決於其心理需要與傾向，此亦決定了其

將被誰吸引，而互相吸引便促使人們建立交往關係；易言之，在社會互動

的過程中，個人所提供的報酬維持了彼此的吸引及持續的交往。職是之故

，社會吸引的過程導致社會交換的過程。 

在社會交換過程中，只要人對於外在報酬有興趣，儘管他不能夠適當

的報答，或是他能卻不報答，也許他仍會接受他人給予的恩惠5，亦即為接

受他人提供的報酬性服務；但由於不履行義務有多重惡果而會構成壓力去

履行義務，所以通常他還是會履行報答義務。然而，這些不利的結果是由

於互惠規則與其他的因素所導致，其中存在彼此之間的互惠規範會進一步

地加強他人對他的非難與不願施惠予他，如果他並沒有因此履行他的義務

，那麼內化的互惠規範最終將使他感到內疚，而遭受無關於他人行動的制

裁；此外，有些不利後果並非依靠互惠規則的存在，不報答引發信用與信

任的喪失，這會使他最終被排斥於進一步的人際交往之外，並帶來社會地

位上的普遍下降，特別是當他不履行義務的名聲在其社群中傳開時。 

由此可知，在報答義務與受惠義務之間有一種衝突，亦即為只願他人

給予恩惠而不欲報答；然而，可以保護沒有適當報答所受恩惠的人，避免

報答不夠所衍生的可怕後果，其唯一方法將會是—不接受他人提供的恩惠

。拒絕恩惠可能意味著無法負擔報答；反之，如果接受恩惠又給予適當的

報答時，社會交換關係就會逐漸形成，故交換關係常在緩慢的過程中發育

(evolve)，隨著只需要微小信任的小交易(transaction)而開始，因為涉及的風

險只是微不足道。 

藉由人們單純為了得到更多協助而履行他們所受服務的義務，展現出

他們值得信任，而相互服務的逐漸擴大將會伴隨著相互信任的同步發展

(Blau, 1964: 1-32, 88-114)。 

                                                 
4  一種觸及內心感受的利益。 
5  社會交換中所指的恩惠接近於我們生活中所謂的「人情」，往往伴隨著利益的施與受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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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社會交換的因素 

(一)、發展時期與交換對象間關係的特性 

最初給予他人恩惠含有特別意義，此舉承擔著給予本身被拒絕的風

險，以及經由不報答和不進入友好關係而暗示拒絕此序曲的風險，藉由

冒這些風險，人就結束了他自己與另一個人之間的完全冷漠，並迫使對

方選擇兩種替選方案之一。人們與提供者之間的關係可能也會影響他們

對對方所提供的外在利益之偏好，進而影響他們進行交換的意願。 

(二)、提供交易的成本  

在交換的交易成本6分析中，區別受惠者獲得報酬與施惠者供給報酬

的成本是重要的。在交換中提供他人社會報酬時所付出的成本可以視為

「投資成本」(investment cost)、及「機會成本7」(opportunity cost)。社會

報酬的供給通常不需要任何投資，除了建立交換關係所需的投資(時間與

精力)外。 

(三)、交換發生時的系絡 

社會情境對於在一段交換關係中的相同背景下所發生部分其他的交

換交易，且也許反而會成為較顯著的交易，發揮了一種微妙卻重要的影

響。如果我們只看表面上的交換，在某些情況中有人顯得對於從交換中

獲利不感興趣，原因是他以一種不同的交換為目的，在一個交換中的無

私行為是為了藉由在另一種交換中贏得重要人士的贊同(approval)而獲利

。相反的情況則是，有人會充分利用每一種優勢從某些交換關係中詐取

最大的工具性(instrumental)報酬，而不管他因此會惹來非難，因為他需

要這些報酬以企圖獲得他真正想得到的報酬，亦即其他更重要人士的贊

同。沒有考慮直接交換過程中的其他交易，亦即間接交易，就不能夠理

解這些直接交換的過程，而會誤解人們對交換中的報酬失去了興趣(Blau, 

1964: 97-106)。 

                                                 
6  Blau所指的交易成本只是單純將成本概念用於交易中，與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無關。  
7    機會成本在此處意指：做出選擇時所失去的最大利益；即在有多個選擇機會時，因為選擇其  

中之一而放棄的其他機會之最大預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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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交換理論採取之觀點、假定與重要概念 

(一)觀點 

1.行為心理學：此學派理論強調個人的行為可以經由環境的改變而隨

之改變，個人的動機才是真正決定個人行為的主要因素，其學者指出

動物跟人類都是尋求報酬的有機體，無時無刻不在設法增加報酬8，並

同時設法減少懲罰9，因此人們的行為是以獲得獎勵、避免懲罰為基本

目的(侯玉波, 2003: 179; 蔡文輝, 1990: 276-277)，此即為 Blau(1964: 6)

所指，社會互動決定於人們對來自他人給予的報酬之關注。出自於行

為心理學的觀點，所以社會交換產生「增強」(reinforcement)與社會學

習兩個假定。 

3.經濟學：受到古典經濟理論之影響，如 Adam Smith、David Ricardo

與 Johns Mill 等主張，認為唯利是圖是人的天性，人們在自由競爭的

市場中與他人交易時，權衡所有可行的選擇，理性地選擇成本最小但

獲利最大的行為，所以社會交換理論採用了利潤、成本與交易等相關

概念 (王宜敏, 2001: 10; 侯玉波, 2003: 178)，以及產生了自利與理性行

動兩個假定。 

(二)假定 

1.增強：增強是行為的重複，以及在選案的偏好上行為之選擇，如報

酬就是行為正面的增強物(reinforcer)(Chadwick-Jones, 1976: 10-11)，而

Blau 把社會交換侷限於那些視他人報酬性反應而定的行動，且當所期

望的反應並未隨之而來時即停止的行動，正說明他對行為的增強假定

。 

2.社會學習：Baron認為以往的社會增強經歷決定了判斷目前社會增強

物的投入適當與否之基準線，所以重視直接的過往經歷即為在社會增

強中學習理論的特色(轉引自 Chadwick-Jones, 1976: 20-21)，易言之，

社會增強的程度是經由過去的社會增強經歷所決定，所以隨著交換對

象每次接受恩惠又給予適當的報答 時，社會交換關係就會逐漸形成。 

                                                 
8  報酬在這裡指的是迎合或增加有機體需求的任何行為 (蔡文輝 , 1990：276)。  
9  此處的懲罰是指阻礙需求取得的任何行為(蔡文輝 , 199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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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利：Blau(1964: 94)認為社會交換的過程可能源於純粹的自我利益

，顯示其理論中自利之人性假定，故每一位參與者在每項交換交易中

都希望少本多利(Blau, 1964: 114)。但自利的假定並非意味著人將會最

大化其利益，因為社會交換必須是互惠的(Chadwick-Jones, 1976: 8)，

參與者無法最大化其利益；頂多只能稱為交換機會的最大化10，因為社

會交換並非遵循「兩人零和賽局11」(the two-person  zero-sum game)的

模式，而是誠如 Kenneth Boulding 所指：社會交換是一種「正和賽局

」(positive-sum game)，彼此從交換中得到的好處都比所放棄的可能利

益還多(轉引自 Befu, 1980: 204)。 

4.理性行動：意指人們之所以會採取一些行動，是因其認為這些行動

在他們的環境中存在著可能達成的結果。(黃雅慧, 2002: 29)。此即為

Blau(1964: 5)所指，導致社會交換的行為所必須滿足的二個條件：一是

行為必須朝向那些只有經由與他人互動才能達到之目的，二是行為必

須企圖採取手段以促進這些目標之達成。而他對於行為的手段明顯地

假定：「人們藉由偏好排序，評估其對於每一個可供選擇的潛在交換

對象或行動路線之經驗或所預期之體驗而從中挑選，然後選擇最好的

選案」(Blau,  1964: 18)。 

(三)重要概念： 

1.互惠：意指人們為了繼續得到所需服務之報酬，而履行他們因過去

已受恩惠所生的義務，此為交換的一個必要條件，亦即為社會交換的

一個規則。 

2.未具體指明(unspecified)的義務：社會交換意味著一個原則：人給予

他人恩惠時，雖然期望未來有某些報答 ，但期望確切的性質並沒有預

先明確地規定，所以義務自然無法具體指明；此外，就單一的量化交

換工具而言，社會交換涉及的報酬並沒有一個精準的價格，這就是社

會義務無法具體指明的另一個原因；再者，一個特定報酬的效用不能

夠清楚地與源於社會交往的其他報酬之效用做區別，此即為義務無法

具體指明的另一個原因。 

                                                 
10  交換機會的最大化意指，社會交換的參與者只是在過程中盡力使彼此都願意進行交換，而使
得自己獲得報酬的機會達到最大。  
11  在此狀況下，一方之所得乃是他方之所失(吳定 , 公共政策辭典: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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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風險：風險有以下三個來源。首先，因為社會交換是指，人們因自

己期待與實際上從他人所得之報答而激起的自願行動，所以面臨他人

未來不報答 的風險；然而，報答的性質是不可以議價的，而必須交給

報答者斟酌，此即產生了報答 不適當的風險；此外，給予他人恩惠含

有特別的意義，對方或許藉由不報答和不進入友好關係而暗示拒絕此

序曲，故此舉承擔著給予本身被拒絕的風險。 

4.社會報酬：社會報酬的性質可以在三方面加以區別。 

(1)從交換者的動機面向視之，報酬可以分為自發或盤算的報酬。自

發的社會報酬不能在交換中被交易，尤其是對人的內在吸引力、對

人意見或判斷的贊同、與對人能力的尊敬，因為這些報酬的意義在

於其為自發的反應，並非是經盤算的諂媚手段；只要人有理由假定

自發反應中所示之對人或其屬性的評價，基本上並非由於明顯地寄

望對方給予報酬所激發，這些評價本身就給予了他一種報酬。相對

於評價，盤算的報酬可以在社會交換中交易，因為他們被意圖當成

誘因的事實並不違反他們作為報酬的固有價值。 

(2)出於自發與盤算兩種動機下的報酬中，又可以區別為內在於人際

交往的報酬以及外在報酬，前者如個人吸引力及社會接受 (social 

acceptance)，後者如決策與意見的贊同及工具性服務。 

(3)報酬可以分為雙向提供或單向提供的，前者即為廣泛可見的各種

社會報酬，後者則如尊敬及順服(compliance)(Blau, 1964: 88-114) 。 

四、社會交換與經濟交換之區別 

由於社會交換兼具內外報酬，經濟交換則具有外在報酬，兩者皆有外

在報酬，故有時會造成觀念上的混淆；爰此，本研究對於社會交換與經濟

交換之差異提出以下五點(陳玉軒, 2005: 28)以供區別： 

一、對於參與交換者的意義 

社會交換對於參與者總有著內在意義的元素，因而與嚴格的經濟交

換有別。雖然社會交換的重點在於某種外在報酬上，至少表現在對利益

內隱於心的議價；但是經濟交換所關注的是完全的外在利益，而非無經

濟價值的社會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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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心的連動性 

只有社會交換容易引起個人感恩與責任感，純粹的經濟交換則否；

因為社會交換中所帶來的社會報酬部分屬於內在報酬，而經濟交換帶來

的經濟利益卻無關於內心。 

三、義務的明確程度 

這是基本而最重要的差別，經濟交換中的交易規範依靠著規 定了精

確交換數量的正式契約，故義務即明訂於契約中；而社會交換卻承擔著

未具體指明的義務。 

四、契約的約束力 

因為經濟交換中的義務可以在契約中明訂，所以能夠經由法定的制

裁而約束對方履行；而社會交換中的義務無法具體指明，而缺乏一份有

約束力的契約。 

五、信任 

在經濟交換中，有契約可以經由法律約束對方履行義務，以保障交

換的參與者，所以不需要信任對方；但對於社會交換而言，由於缺乏一

份有約束力的契約，故需要信任他人最終將會履行其義務(Blau, 1964: 93-

96, 112)。 

貳、交易成本理論 

以 Coase 的觀點視之，在真實的世界中，市場並非是完全競爭的市場，

資訊也並非完全流通，而各方的交易亦不是完全地沒有摩擦，在理性個人之

間的交易關係總存在著固有的交易成本 (Moe, 1984: 743)。若提及對交易成本

的描述，我們便可以從 Williamson(1975, 1985)對交易成本的論述以了解其風

貌，以下將概述交易成本理論之意涵、交易成本之範圍、影響交易之因素、

以及交易成本理論之假定與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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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成本理論之意涵 

物理學上的許多成就皆假定了無摩擦力的產生；不過，實驗
室裡的儀器很快地提醒了物理學者：此種普遍存在於世上的摩擦
力需要被計算在內。而交易成本就有如物理世界中的摩擦力一
樣，可惜經濟學者對於交易成本卻沒有相同的認識，此種脫離現
實的假定顯然也出現於社會科學中(Williamson, 1985: 19)。                      

 

交易成本的概念12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各個學科中，然而，學界對於交

易成本確切的定義13仍有所爭議(黃亦淨, 2003: 10)。交易成本理論將經濟組

織的問題當成是契約問題(Williamson, 1985: 20)，主要是以經濟觀點解釋交

易進行的方式(廖明坤, 2003: 43)，並認為交易成本起因於契約規範不盡完

整，而發生於經濟組織簽訂契約的過程上(葉清江,  2004: 19; 吳瓊恩, 2001: 

355)，因人類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Simon, 1976)，但所有經

濟交易仍須透過契約來予以有效的組織，不過由於有限理性，因此也不可

能把所有複雜的事項完全以契約內容來予以限定，畢竟人類無法完全預知

未來所有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雖力求獲致最佳的契約，但這個契約仍

然是不完美的(吳瓊恩, 2001: 357)；此外，Bernard 認為「投機行為」是一

項威脅，交易若沒有信任的支持，交易的風險會很高，所以必須在合約中

將特定的主張說清楚，透過合約來確保彼此的信任關係 (轉引自蔡雅嵐, 

2001: 50)。 

簽訂契約的用意就是為了要使某項工作如願完成，從簽訂契約到工作

完成之間所涉及到交易成本可區分為的事前(ex ante)與事後(ex post)交易成

本(吳瓊恩, 2001: 355; Williamson, 1985: 20)，前者是指在起草、談判與保障

一項協議的成本，即為簽訂契約、規範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等規則的協商

成本；後者則是指簽訂契約後，為解決經濟活動實現所耗費的成本，如改

變契約條款、修改與執行契約直到交易完成所花費的成本(黃亦淨 , 2003: 

11; Williamson, 1985: 20-21)，而且此類情形較為複雜，因為契約簽訂以後

，並不能保證這項工作能完全做好，其間涉及到履行契約時所可能發生的

交易成本。 

事後成本尚可細分出以下四項(Williamson, 1985: 21)：首先是因應合作
                                                 
12  Coase(1937)首先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來分析市場制度的運作。  
13  廣義而言，交易成本的定義包含於 Kenneth J. Arrow所提出的見解之內  ，他認為：「交易成
本為運作經濟制度之成本」 (Arrow, 19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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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生的交易所引起的調適不良成本(maladaption costs)；其次，如果雙

方努力要矯正事後合作狀況不佳的問題，還會引起一種討價還價的成本

(haggling costs)；再者，遇有爭議發生時，雙方需要訴諸一些治理機構以解

決，而這些治理機構通常不是法院，自然需要一些設立與運作的成本(setup 

and running costs)；最後，為了有效確保雙方的承諾，更必須投入約束成本

(bonding costs)。 

然而，只要簽訂契約之前與之後的競爭狀態仍存在，他們還是可以有

效地進行自願性的交易活動，市場上的交易仍然照常進行。值得注意的是

，事前的競爭狀態比事後的競爭狀態容易獲致，此乃因為某項交易一開始

（即假定這交易在以前從未發生過），有資格的競標者可能有很多，但在

契約履行期間，原先涉及到多數人的交易關係可能會演變成僅具少數人的

交易關係 (吳瓊恩, 2001: 357-358)。 

二、交易成本之範圍： 

以過程而論，一筆交易從開始到完成，依Williamson(1985)的觀點視之

，整個交易過程會涉及事前及事後交易成本，茲分述如下： 

(一)事前成本： 

1.搜尋成本(searching costs)：為了找尋交易對象所花費的成本，稱為搜

尋成本。整體而言，交易頻率和交易對象的多寡、交易標的物的同質

性或異質性、交易資訊的充分或不足等因素，皆會影響搜尋成本的大

小(廖明坤, 2003:47)。此外，衡量可供交換之商品和勞務的價值，包含

衡量商品和勞務數量與品質等可價值化的成本(黃亦淨, 2003: 12)，亦

為搜尋成本之一。 

2.協商成本(negotiating costs)：交易雙方藉由協商或談判，以消除彼此

之間歧見所產生的成本，謂之協商成本。交易雙方彼此愈熟愈信任，

過去有良好的交易關係，協商成本愈低(廖明坤, 2003:48)。 

3.簽約成本(contracting costs)：指交易雙方在合意的基礎上，簽訂契約

所投入之成本。例如時間投入、聘請律師或專業人員處理之委託費用

、書寫契約之規費等(廖明坤, 20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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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後成本： 

1.監督成本：契約簽訂後監督對方是否依約執行的成本，或是有任何

欺騙情事發生，所付出之事後偵察(scanning)成本(廖明坤, 2003: 48) 。

監視契約簽署人，是否履行契約條款，必須付出契約以外的成本(黃亦

淨, 2003: 12)。 

2.執行成本(enforcement costs)：Demsetz強調廠商是一系列連鎖的契約

關係，而契約的有效執行仰賴於交易當事者對契約內容的成本效益分

析與第三者的保證與強制執行(轉引自黃亦淨, 2003: 12)。執行成本就

是當交易一方違反契約協議時，另一方為鞭策契約之履行，而訴諸於

法律訴訟、第三者仲裁所付出之契約強制執行的成本(廖明坤, 2003:48)

，並包含簽約一方不履行契約造成另一簽約人損失時，施予不履行契

約者處罰的成本。當衡量成本與執行成本過高，違反契約對交換者有

利時，當事人欺騙或投機行為便會產生(黃亦淨, 2003: 12)。 

三、影響交易的因素 

Williamson 認為，無論事後競爭存在與否，都是契約履行之後的結果

，然而真正決定此一競爭狀態是否存在的主要因素，還是得視其涉及的交

易特徵而定(轉引自吳瓊恩, 2001: 358)；這些特徵共有下列三個面向：一為

不確定性；二為資產特定性（asset specificity）；三為頻率(Williamson, 

1985: 52)。其中資產特定性是影響交易困難程度與交易模式選擇之關鍵因

素(廖明坤, 2003: 48)。 

(一)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分為兩種，其一為「環境的不確定性」，其二為交易對手

可能投機行為之「行為不確定性」；意指人類在既定有限理性的條件下

，無法完全預知契約履行時的情況，因此在契約內容上也無法做出詳盡

的規劃(Williamson, 1985: 56-60)。 

一般說來，市場中的現貨交易所涉及的不確定性最少，然而許多交

易關係涉及到未來的交易行為和長期義務的履行責任，假若在缺乏互信

的基礎下，由於其不確定性高，因此即易招致投機主義的發生，此時便

需投入相當多的成本來防範他人的投機行為或義務的不履行，此種因應

長期契約的不確定性所投入的交易成本問題可說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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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課題(吳瓊恩, 2001: 359)。  

(二)資產特定性 

意指在一項交易中所使用的某項資產，當其被重新配置到另一個用

途上以及被不同的使用者運用時而不會犧牲其生產價值的程度。易言之

，在某項交易中具有高度特定性的資產由於具有較高的價值，但在別的

交易中則可能一無是處，因此，擁有這項資產的人當然希望盡量維持這

項交易，因為他們可以獲得相對較高的準租金(quasi-rents)。 

資產特定性不是僅限於實體資產的特定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

，還包含有其他種類的特定性，如人力資產、區位、商標資產、專注資

產、特別設計及時間的特定性等六項。在交易的三個特徵面向中，以資

產的特定性最為重要，因為如果一項交易中涉及到某些具有高度特定性

的資產時，往往將使交易的雙方被套牢，並且在契約履行一段時間而要

修改原先契約的條文內容時，會讓投機主義的行為很容易發生，因為這

會使得契約的協商囿限於少數交易的情況中，在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

，讓佔有優勢者更能為所欲為。此時便需要設立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來防

止這種投機主義的發生，畢竟要一下子恢復原先具有多數交易的競爭態

勢是不可能之舉(Williamson, 1985: 52-56)。 

(三)頻率(frequency) 

當某項交易必須投資大量的特定性資產時，則設立一種特定化的治

理結構來治理這項交易關係將能獲致更大的利潤(Williamson, 1985: 60)。

但值得注意的是，運作這種特殊化的治理結構必須花費極大的成本，為

什麼還能獲致更大的利潤呢(吳瓊恩, 2001: 359)。？答案是此種交易是不

斷的重複發生，如果重複發生的頻率太少便無法使成本回收(Williamson, 

1985: 60)。Williamson 將交易分為經常性交易、偶發性交易及一次性交

易。經常性交易因有過去合作經驗，彼此可能簽訂長期合作契約，或者

對高度特定性資產之交易完全內部化，偶發性交易則因為過去無交易經

驗，故交易的風險高；然而，在實證研究上，較少文獻探討交易頻率對

交易成本的影響，且研究結果尚無明確定論(轉引自廖明坤, 20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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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成本理論的假定與重要概念 

Williamson 認為人性因素與交易環境對經濟行為有所影響，而導致市

場交易和組織機制的失靈(轉引自廖明坤, 2003: 44)，他進一步地提出組織

失靈14的架構(如圖 2-3.1)，認為在交易過程中，交易環境存在著不確定性，

且只有少數交易對象，交易雙方的資訊亦不對稱的情形下，基於人類的有

限理性及投機主義，為順利完成交易便會產生各種成本(Williamson, 1975: 

8-10)，其中人性因素與環境因素正為交易成本理論中之假定，其餘則為重

要概念，茲分述如下： 

 

 
  人性因素                                                                環境因素 

 
 
 
 
 
 
 
 
 
 
 
 
 
 

 
 
 
 

 
 

圖2-3.1    組織失靈之架構 
 
資料來源：參酌Williamson(1975: 40)的組織失靈架構後調整適用 

 

 

                                                 
14  在環境因素之環境不確定性/複雜性及少數交易對象的情況出現時，配合人性因素中有限理
性及投機主義的存在，當這些因素結合，就會產生組織失靈的結果  (Williamson, 1975: 39)。  

有限理性          不確定性/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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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主義                               少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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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假定 

1.環境假定：環境複雜性與不確定性(complexity/uncertainty)：由於未

來環境未知，而且人類行為也無法預知，因而在交易與契約訂定過程

中，充滿談判的空間和成本(Williamson, 1975: 23-24)。 

2.人性假定： 

(1)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交易成本理論對人性的第一個假

定，即是人類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乃是源自 Simon(1976)的

觀點，認為人類並非如經濟人一般是「超級理性」(hyperrationality)

，而是像組織人一樣僅具有一些有限的分析與資料處理的能力，雖

然如此，人類亦不是「非理性」的，在處理資訊或複雜問題時，受

限於種種限制，其有限的處理能力無法得到完整的決策資訊，雖然

無法充分解決複雜的問題，僅能就個人能力收集資訊去判斷決策，

所以並非完全理性，可是仍然在意圖上力求理性(intendedly rational) 

(Williamson, 1975: 21-23)。 

(2)投機主義(opportunism)：交易成本的第二個人性假定是人類會有

投機行為產生。即使人類是有限理性，但卻無法否認人類具有複雜

難測的動機，所有的經濟理論均假定人類具有自我利益導向的行為

，而投機主義則是一種誤入歧途的自利行為，有時交易過程中雙方

均可能基於自我利益而採取一些策略行為，或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

，以欺騙和不誠實的態度來圖謀私利。投機主義行為的產生似乎也

會受到有限理性與自我利益因素結合的驅使，特別是當契約雙方在

沒有達成協議或不信任的情況下，由於彼此都無法預期對方未來的

行動，而且要蒐集對方的資訊必須耗費許多成本，交易雙方為自身

的利益彼此間存在著懷疑與不信任，便可能產生投機主義的行為，

每個人伺機增加自身的利益，因此交易過程談判成本與監督成本大

增(Williamson, 1975: 26-28)。 

(二)重要概念： 

1.氣氛(atmosphere)：若交易雙方一開始即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難免

會使整個環境充滿懷疑與不信任氣氛，交易過程將重形式而不重實質

，也會影響交易過程中的相關成本(Williamson, 1975: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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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 or impactedness)：因為環境的不

確定性與複雜情況下，以及追求自利所導致的投機主義，交易的資訊

把持在少數人手中，其他人卻無法免費取得，而增加資訊不對稱所造

成的搜尋成本，且交易雙方若有資訊之阻隔時，會使擁有充分資訊之

一方欺騙資訊不足之一方，投機行為即為個人藉由操控資訊以便從交

易過程中得利，徒然增加契約簽訂的協商成本與監督成本。再者，資

訊不對稱是造成市場失靈與資源配置無效率的重要原因，資訊不對稱

來自人們對現實世界客觀存在的事實缺乏了解，或者人為刻意隱瞞事

實所致，增加了交易的額外成本 (Williamson, 1975: 31-37)。 

3.少數交易(small-number bargaining)：由於交易者之「資訊不對稱」與

「投機主義」，使信任成為一種達成目的之手段，造成市場上之交易

由少數人把持的獨佔或寡佔現象，一旦發生了這種少數交易的狀況時

，權力的不對稱關係便會發生，從而使交易成本的因素更為複雜。此

處的少數交易可能是市場僅有的可交易對象，也可能是基於一次交易

之「專屬性經驗」(idiosyncratic experience)，而造成第二次以後的交易

對象只有過去曾合作之伙伴，而形成缺乏流通性的交易(Williamson, 

1975: 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