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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從事各種企業活動的組織，除了以所有權來徹底連結，或以純粹的市

場交易來分工合作的兩種作法之外，其他都可以算是網絡關係(司徒達賢，

2001)。而有關此種組織間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或組織間關係

(Inter-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的相關議題是近二十年來成長最快速的研

究領域(Oliver & Ebers, 1998)(方世杰、方世榮，2008)，相關的研究在過去

的近二十年內幾乎呈現指數成長(Borgatti & Foster, 2003)，組織間關係的相

關研究主要在探討組織間共同從事各種價值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互動關

係型態(Sobrero & Schrader, 1998)(方世榮等，2005)，其中所採取的研究觀

點、對關係形成的原因與關係型態的分類亦因學門不同而各家不一(詳見附

錄一)。 

在關係型態的分類及研究焦點上，大致上可歸納為產銷關係、中衛體

系、加盟連鎖、集團企業、策略聯盟、企業與家族、企業與政治團體之間

的關係等類型。但值得注意的是 Baker(2002)將「承銷團的聯合參與」此一

組織間關係型態列為目前有關組織間網絡研究的主流之一則是前所未見

的關係型態。 

若說組織間關係(IORs)是一個組織和其環境中的另一個組織或更多的

組織之間相對較為持久的交易、流動(flows)與連結(Oliver, 1990)，那麼，

像承銷團這樣的組織間合作就和符合此一定義的上述組織間關係型態不

太相同了。因為每一次承銷團的組成都僅是為了去執行單一發行(single 

offering)的幾個為數不多的交易，交易完成，彼此就解散了，但有趣是，

這種生命週期短暫的正式組織卻有賴於投資銀行間的長期穩定的非正式

關係(Eccles & Crane, 1988)，因此承銷團這種組織，從某一方面來說是反映

了投資銀行產業的綿密關係(relationship-intensive) (Pichler & Wilhelm, 2001)

或是關係導向(relationship-oriented)的本質(Marshall & Ellis, 1994)。而屬於

社會心理學(social psychology)領域的社會網絡理論註一對於此種非正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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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與改變則有其一定程度之解釋能力(Grandori & Soda, 1995)。 

此外，企業間關係網絡中與夥伴間的連結關係和關係結構必然影響到

企業績效的假說目前已普遍為策略與組織領域的學者所接受(Gulati et al., 

2002; Owen-Smith & Powell, 2004)。因此本研究旨在採取社會網絡觀點，

探討「承銷團的聯合參與」此種過去一向未被列為典型的組織間關係型態

如何藉由關係機制影響其績效。 

由於逐漸運用在管理領域的此種組織間關係管理的社會網絡理論與

同樣來自社會學的交換理論(exchange theory)有著觀念上密不可分的關

係，因此在文獻回顧方面，首先探討社會網絡、交換網絡與企業間網絡三

者之意義及關係；其次探討社會網絡鑲嵌之內涵及類型；第三節探討網絡

鑲嵌與組織績效之關係及相關實證；最後則對本研究擬研究之投資銀行業

作一簡介，並與網絡鑲嵌觀點連結，同時回顧過去文獻對於該產業以社會

網絡理論為基礎之相關實證研究。 

第一節 社會網絡、交換網絡與企業間網絡 

一、社會網絡的意義與內涵 

企業社會的核心活動不只是金錢交易而已。在實務上，組織與組織

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感情、認同、信任、合作等等，所佔的比重更大

(司徒達賢，2001)，因此在社會系統裡面的個人或組織表面上看似獨立、

無關，但存在的上述這些因素與關係卻將彼此連結成一個所謂的社會網

絡。 

「網絡」(network)是由一群節點(node)以及節點之間的線(arc 或 line)

所組成。就社會網絡而言，一個節點可以是一個人、一個團隊或是一個組

織；線則代表其間的連結關係(ties, interconnections)，人與人之間的連結關

係在組織中可以是情感關係、情報關係以及諮詢關係；組織與組織之間的

連結關係在企業上可以是生產外包關係、聯合行銷關係、資訊交換關係、

財務關係以及聯合研發關係，這些連結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同時也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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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與機會的社會結構(羅家德，2005) (Gnyawali & Madhavan, 2001)。 

Laumann(1978)將社會網絡定義為：被一組社會關係(友誼、資金移轉、

會員)所連結的一組節點(個人、組織)的一個特定的型態；Tichy 等學者(1979)

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群人之間的特定連結(linkages)形式，而這些連結所形成

的一個整體結構的特性可以用來反過來解釋這些人的社會行為。他們認為

網絡的三種特質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其一為交易的內容(transactional 

content)，亦即被這些社會主體(social objects，即個人或組織)所交換的東西

是什麼，情感、影響力、資訊、還是物品與服務的交換；其二是連結的性

質(nature of the links)，亦即兩個社會主體之間關係的強度和品質為何；前

者例如一定時間內接觸的頻率(intensity)、雙方連結角色的複雜度

(multiplexity)；後者例如互惠的程度(reciprocity)、雙方對於彼此期望的清

晰度(clarity of expectations)；最後是結構的特質(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亦即這些社會主體兩兩之間的關係所形成的整體型態(pattern)，分析層次包

括外部網絡、整體內部網絡、網絡內的群聚、以及網絡內某些特別的個體。 

Wasserman & Faust (1994)則對社會網絡提出了較為完整的概念，將社

會網絡定義為特定的行動者(actors)及其間的連結(ties)關係，其概念應涵蓋

四個觀點：首先，行動者及其行動之間具有相互依賴的關係，而不是獨立、

自主的個體；其次，行動者之間的連結關係為資源的移轉或流通的管道；

再者，網絡的結構環境可以為個別行動者帶來機會，但也可能帶來行動上

的限制；最後，結構是行動者之間的一種持續性的關係模式。在這四種重

要觀點之下，Wasserman & Faust 並強調在進行網絡分析時，必須探究這群

行動者的關係結構(structures)才能瞭解此一關係結構如何影響個別的行動

者。因此，簡而言之，社會網絡三個最主要構成要素分別為行動者(actors)、

行動者之間的連結關係(ties)以及由行動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網絡

結構(network structure 或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蘇國賢，1997；方世榮

等，2005)。 

二、社會網絡與交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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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的理論基礎源自於好幾種思想領域，其中之一即為交換理論

(exchange theory) (Tichy et al., 1979)。交換理論強調個人之間交換關係的內

涵、在何種情況之下存在、以及這些連結(bonds)隨著時間如何演化。因此

許多對社會網絡概念及現象有興趣的學者則透過交換網絡(exchange 

network)這個在社會學發展已久的理論而達到研究的目的，因為從交換的

對偶(dyadic)概念到具有 N 個行動者(actor)的總體層級的分析，交換網絡均

已發展相當成熟，擁有可以展延和應用的理論上優勢(Cook et al., 1983)，

因此交換理論的解釋價值在網絡相關的文獻中時可見之(Brass et al., 

2004)。 

社會交換是有關個體間一連串的互動，這些互動又為個體帶來了彼此

之間必須遵守的義務(Emerson, 1976)。而交換的基本的信條之一就是夥伴

間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逐漸演進為信任、忠誠以及相互的承諾，因此為達

此境界，夥伴們必須遵守一些特定的交換規則(rules)，例如互惠(reciprocity)

和回報(repayment)是這些規則中最常被提及的(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也就是說，社會交換是個體透過社會過程讓有價值事物(即資源)在

彼此間移動，因此只要是有價值的回饋(return)，資源就會持續地在其間移

動(Emerson, 1976)，而交換網絡就是這些持續不斷交換關係的連結網。 

因此網絡理論與交換理論均提到行動者、行動者之間的交換關係、以

及交換關係所形成的關係結構。然二者仍稍有不同，最重要的差別在於，

網絡理論與交換理論對於構成網絡的連結關係的性質(nature)看法不完全

相同：交換理論的網絡連結關係強調該關係是交換有價值事物(valued items)

的關係，其中有價值事物可以是具體的物品如金錢、物品等；也可以是抽

象的聲望、權力等，重點在於該事物的交換價值，其中有上述所說的互惠

或回報規範的意涵；但網絡理論對於該連結關係則較為寬廣，包含了有價

值事物及其以外的各種型態的連結。亦即，網絡分析稍微低估了個別行動

者的考量，而交換理論則又稍微低估了社會結構有其理論上的意涵，雖然

如此，但二者可並行不悖，且兩種取向的結合對於社會及文化現象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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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廣泛且有力的解釋(Cook & Whitmeyer, 1992)。 

三、社會網絡與企業間網絡 

社會網絡最早係起源於社會人類學的研究，稍後開始有一些研究將社

會網絡的概念應用到非營利組織間的關係研究(Benson, 1975; Fombrun, 

1982; Provan, 1983)。之後則陸續又有策略和組織領域的學者認為社會網絡

在營利組織間的應用甚至更為重要，因為任何企業所面對的環境中最重要

的、最不可忽視的部分就是同屬這一環境的其他企業(Thorelli, 1986)，而這

些企業之間的關係學者或稱組織間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Baker & Faulkner, 2002)、或稱企業間網絡(inter-firm networks) (Simsek et 

al., 2003)。 

社會網絡的行動者(actor)即為個人，而企業間網絡的行動者即為企

業，彼此的連結關係(ties)就個人來說，以中國人為例，可能是情感性關係

(例如家庭)、工具性關係(例如店員和顧客)、或是混合性關係(例如同學、

同事、同鄉等)(黃光國，1985)；就企業來說，可能是各式各樣的交換或合

作關係，這些交換或合作關係可大致分類為平行連結(horizontal ties)和垂直

連結(vertical ties)，前者例如生產者(producers)之間的關係，後者例如生產

者、購買者(buyers)和供應者(suppliers)之間的關係(Baker & Faulkner, 

2002)。但不論是以平行連結或是以垂直連結來從事各種企業活動的這些組

織，既非以純粹的市場交易來分工，亦非以層級方式的所有權來主導，企

業間溝通的方法既非市場的價格，亦非層級的常規(routines)，而是關係

(relational) (Powell, 1990)。 

 

 因此，若就網絡的三個基本要素：行動者、行動者之間的連結關係以

及由行動者彼此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網絡結構來看，社會網絡、交換網絡

與企業間網絡彼此之間由於不同領域學者在研究上所採取在分析的層次

上(個人層次或組織層次)、關係連結的內涵上(是否為任何事物亦或有價值

之事物)以及結構的強調上(結構特性的強調與否)有些差異，三者之間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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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本研究之理論根據乃同時有此三種網絡之特性，並不刻意區分此三

者理論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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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絡鑲嵌及其類型 

一、網絡鑲嵌的意涵 

社會系統裡面的個人或組織表面上看似獨立、無關(atomized)，但存在

於組織與組織間，人與人之間的種種社會關係將彼此連結成一個所謂的社

會網絡。亦即，每個個人或是每個組織都無法不與任何的其他個人或組織

及週遭的總體環境有任何關聯，每個個人或組織的決策都一定程度地受到

這些社會與制度環境所影響，例如一個人可能因為與同事間的情誼而繼續

留在公司內，企業間很複雜的交易可能並沒有簽訂任何正式契約，口頭說

定即開始進行等。 

這些現象並非如新古典經濟學家均假設經濟決策乃是在理性且精確

考量、完全沒有上述社會機制環繞的狀況下追求利潤最大，經濟活動應該

是「鑲嵌」(embedded)在具體、持續的社會關係系統(即社會網絡)之內，此

種觀點也才不致陷入將人類行為歸類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社會化不足

(undersocialization)或是傳統社會學過度社會化(oversocialization)的極端

(Granovetter, 1985)。 

「鑲嵌」(embeddedness)一詞源自於人類學家 Polanyi，強調人與人間

的互動過程是經濟行動的社會基礎，之後學者開始將這樣的觀點用來研究

組織理論，提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信任，應該視為交易成本的重

要決定性因素。而所謂「鑲嵌」(embeddedness)即是指經濟行動(economic 

action)及其結果(outcomes)就像所有其他的社會行動及其結果一樣，是受到

行動者(actors)之間的對偶(dyadic)或雙邊(pairwise)關係以及整體關係網絡

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overall network of relations)的影響(Granovetter, 

1992)。然而這些影響有好有壞，這與鑲嵌的適度和過度有關，前者可為經

濟決策者帶來利益；後者則可能有不良影響，而此處為行動者帶來的各種

正面效益的鑲嵌利益，借用經濟領域的「資本」一詞，可視為一種來自社

會關係的資本，此亦為學者經常稱之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Nahap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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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hal, 1998 ;Adler & Kwon, 2002)。 

二、網絡鑲嵌的類型 

Granovetter(1992)認為經濟活動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中，因此不僅

人際關係很重要，整體網絡關係的結構也很重要，於是又進一步將此鑲嵌

之兩種層面稱為鑲嵌的關係(relational)層面和鑲嵌的結構(structural)層面。

Gulati&Gargiulo(1999)以網絡鑲嵌的觀點來看組織間策略聯盟的形成，認

為人際關係、組織之間所形成的結構、以及組織在整體聯盟網絡的結構中

的地位均會影響組織間的策略聯盟形成，而將此三種組織間鑲嵌

(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分別稱為關係鑲嵌、結構鑲嵌與位置

(positional)鑲嵌。Zukin&DiMaggio(1990)則同時從社會網絡的觀點和制度

學的觀點認為，經濟活動本質上會受到心智的思維過程、共享的信仰和價

值、社會結構、體制的限制和誘因等情境的影響，而將鑲嵌分類為認知

(cognitive)、文化(cultural)、結構(structural)以及政治(political)鑲嵌。此外，

亦有其他學者提出諸如類聚(homophily)鑲嵌、資源鑲嵌、制度鑲嵌等鑲嵌

類別(方世榮等，2005)。 

然不論學者將鑲嵌分類為幾種，回歸到社會網絡理論的重心，社會網

絡理論所關心及所欲分析的議題，簡而言之，一係關係，二係關係網絡的

結構，就企業間關係層次而言，一個企業的外部資源管道如何獲得與維

持？一家企業在網絡中的結構位置如何影響該企業的生存、發展及獲利？

(羅家德，2005)。整合上述分類的共同之處即為「關係鑲嵌」和「結構位

置鑲嵌」。本研究所採取網絡鑲嵌觀點即涵蓋此二類鑲嵌概念，現分述如

下： 

(一)關係鑲嵌 

如前所述，經濟行動及其結果會受到行動者之間對偶(dyadic)關係的影

響，「行動者之間」因分析層次的不同而可能為小團體內之網絡(即個人與

個人之間)、正式組織內之網絡(即個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間之網絡(即

組織與組織之間) (Thorelli, 1986)。而就企業間的合作來看，關係鑲嵌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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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的直接連結(ties)行為所造成的影響；但是任何組織或機構都是由

「人」所組成的，組織與組織之間的聯繫其實還是靠「人」，因此除企業

之間直接連結關係外，存在不同組織間的企業主或是高階人員之間彼此的

同事、同學、朋友等各式人際關係等，對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建立及合作

對象選擇皆可能產生影響(Uzzi, 1996)(司徒達賢，2001)。 

企業間對偶關係或雙邊關係的直接連結(ties)可以區分為強連結(strong 

ties)及弱連結(weak ties)註二(Granovetter, 1983; Granovetter, 1973; Krackhardt, 

1992)；或是學者所另稱的鑲嵌連帶(embedded ties)和疏遠連帶(arm’s-length 

ties) (Uzzi, 1996; Uzzi, 1999)，但二者在概念上是一樣的註三。Baker(1994)認

為強連結與弱連結可視為一條關係連帶光譜上的兩端，強連結是一種互動

頻繁，並有高度情感涉入，甚或有多重連結的關係；然而弱連結則無此特

徵，它是一種低度情感涉入，沒有過去性，也可能沒有未來性，甚至不需

要彼此信任的關係。由於強、弱較能反應關係程度(degree)的差異，因此本

論文皆以強、弱連結表示組織間關係鑲嵌的程度註四。 

強連結關係與弱連結關係若從個人層次來看，是時間的長短(time)、情

感的緊密程度(emotional intensity)、彼此的親密程度(intimacy)以及互惠服

務 的 內 容 (reciprocal services) 四 者 的 總 合 (Granovetter, 1973) ，

Marsden&Campbell (1984)曾以三個城市的居民問卷調查作實證研究，發現

其中情感的緊密程度最能反應個人關係連結的強度。但若從組織層次來

看，對個人層次頗為重要的情感的緊密程度和彼此的親密程度則並不適

用，互動的頻率(即類似上述的時間的投入)以及對於彼此關係所投入的資

源承諾程度(即類似上述的互惠服務)較能恰當反映組織間的連結強弱

(Rowley et al., 2000)(彭金隆, 2002)，例如同樣是聯盟(alliance)，但採股權形

式、合資製造、共同研發就比共同行銷、技術授權等在投資金額及互動頻

率上深且廣，因為後者組織之間所需協調較少，對彼此的認識也較淺。亦

即當互動與承諾愈高，彼此連結關係也愈強，反之，則愈弱。 

Uzzi (1997a)認為組織之間強連結的主要來源是第三者的引薦和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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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關係，然後透過初步的互惠交易以及接觸，逐漸累積信任，而信任

的累積則讓組織彼此之間更能分享細緻(fine-grained)的資訊或內隱的知識

(Krackhardt, 1992)，甚或共同解決問題。此外，藉由公司間密切的連結關

係所產生的信任亦會加強策略聯盟成員間彼此的學習效果(Kale et al., 2000; 

Uzzi & Lancaster, 2003)，藉由溝通及資訊分享，不但能降低企業環境所造

成的不確定性且能更增進對於不確定性環境調適的能力(Kraatz, 1998)。再

者，由於企業間的合作行為無法由科層組織或市場交易的控制或協商來直

接控制，因此強連結還可以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來監督合作夥伴的行

為，從而降低交易成本理論所提及的來自投機主義(opportunism)而產生的

交易成本(Williamson, 1985)。 

然而，強連結對於公司也有其不利之處，公司間為了維持強連結，需

要的互動及聯繫較為頻繁，因此維持成本較弱連結高；此外，強連結的過

度鑲嵌(over-embeddedness)將成員限縮在閉鎖的網絡中(Burt, 1992)，成員

受到彼此的束縛較多，無法來去自如，現有的網絡關係反而限制了網絡的

移動彈性(司徒達賢，2001)。 

相對於細緻或高品質資訊的交換和以信任為基石的控制機制等強連

結的優勢，Granovetter(1983; 1973)的弱連結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見解則認為在一些具有網絡特質的現象裡(例如求職者經由何種管道取得

工作機會)，弱連結較強連結更為重要，因為強連結的物以類聚的特性使得

這個小小世界內的成員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所取得的資訊均為重複性

(redundant)的資訊；相反地，透過弱連結與四面八方鬆散且異質的連結管

道，反而能取得較新穎的(novel)資訊。因此他認為無論是找新的工作、新

資訊或新觀念，「泛泛之交」永遠比親密好友更重要，而且這種原則不僅

適用於求職，餐廳、電影、流行時尚，或者其他仰賴口耳相傳的事物，都

一體適用(Gladwell，2000，齊思賢譯)；然而，即使對於不複雜的知識和資

訊，弱連結也能較強連結加速傳達(Hansen, 1999)。 

綜上所述，強、弱連結各有其不同的特質，而網絡的利益及限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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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資訊構面、成本構面以及控制構面(如圖 2-1)，各有一體兩面之優缺

點，因此網絡利益即究係來自強連結還是弱連結可能需各種不同的狀況而

定。 

 

圖 2-1 強弱連結關係之比較 

 

(二)結構位置鑲嵌 

網絡鑲嵌觀點不僅認為人際關係很重要，整體網絡關係的結構也會影

響與塑造經濟行為，易言之，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也會影響企業接觸潛在

夥伴細緻資訊的能力(Gulati & Gargiulo, 1999; Powell et al., 1996)。而所謂

的佔據關係網絡中的「關鍵位置(position)」，學者則分別以兩種不同的結構

方法來分析(Koka & Prescott, 2008; Podolny, 2001)，一種方法是研究廠商在

網絡中的顯著性(prominence)或是地位(status)所帶給企業在網絡中有多重

管道取得有價值資訊的利益；另一種方法則是根據 Burt 的結構洞(structural 

holes)(1992)研究企業處在網絡中的結構洞位置所帶給企業因中介

(brokerage)地位及多樣性(diversity)特性的創新利益。 

顯著性或是地位主要的來源是網絡中心點或居中性(centrality)，也就是

一個網絡中與別人發生關係最多的人，常常是整個團體的領袖，集中一處

的密集關係，可為個人帶來一加一大於二的資源；而結構洞的來源主要是

網絡中介點(betweenness)，也就是網絡中的「橋」(bridge)的位置，可以取

得訊息利益及操控利益(羅家德，2003)。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探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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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網絡中的顯著性(prominence)或是地位(status)所帶給廠商的利益，因此

焦點在網絡的居中性而非中介性，而且為了與結構洞的結構位置鑲嵌所有

區別，本研究以結構「地位」鑲嵌取代結構「位置」鑲嵌以避免混淆。 

Podolny(1993)將地位(status)定義為一家廠商相對於其競爭者所被市場

認知的品質的信號(signal)，地位較高的廠商會比地位低的廠商享受更為實

質的利益，包括收益的增加和成本的降低，前者例如廠商藉由較高的定價

或是藉由較大的市場佔有率達到收益增加，後者例如吸引一定生意量的廣

告成本會較低、有關買賣雙方交換行為的交易成本會較低以及相關的財務

成本會較低等。 

企業在追求聯盟網絡中顯著性位置或地位主要是希望透過兩個機制

取得網絡所帶來的利益，其一是具顯著性企業較不具顯著性企業容易從網

絡中取得重要且有價值的資訊，且重點在於「量」，而多量的資訊則與企

業往來的夥伴的數目有關，亦即，企業與其夥伴的連結(ties)多寡有關；其

二是除了量以外，企業在網絡中的顯著性也可以使其獲得「質」的利益，

因為企業與其夥伴間的多重連結會產生彼此的相互依賴(Rowley et al., 

2000)，而相互依賴又直接與資源承諾的程度有關，資源承諾程度高會增加

夥伴彼此的互動頻率，而互動頻率又增強了交換關係的品質，如此的關係

連結使得企業間更加瞭解彼此的運作，促進內隱知識的跨組織疆界的移轉

(Larson, 1992)。因此，不同的網絡位置也代表了在取得發展新展品或創新

想法的新知識上的不同機會(Tasi, 2001)。 

此外，市場中亦往往有尋找門當戶對的現象，亦即地位較高的廠商比

較喜歡和其他地位類似的廠商建立夥伴關係(Chung et al., 2000; Podolny, 

1994)，因為網絡位置的信號特質在資訊不完全及不確定的環境下，某家企

業若與地位較高的企業有網絡連結的關係，則該企業的產品也會被視為擁

有較佳的品質。此外，由於競爭同形(competitive isomorphism)的過程

(Hannan & Freeman, 1977)，擁有相似地位的企業多半也會有相似的或相容

的(compatible)營運及作業系統，使得企業彼此間的合作會更有效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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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擁有相似地位的合作夥伴在分享合作利益和分攤成本時也較能展現公

平性和承諾程度，亦即，每一位夥伴對這個關係承諾所提供的資源品質是

相似的，更促進了社會交換的順利運作(Chung et al., 2000 ; Koka & Prescott, 

2008)。 

在網絡中的顯著性地位本身也可以持續強化企業的結構位置，藉由管

理跨組織合作活動的經驗可以不斷去培養如何在其他情境下與另一些合

作夥伴合作的能力。此外，最初的合作可以產生聲譽效果，聲譽效果又幫

助企業吸引更多的連結關係，不僅是企業與合作夥伴彼此間，還會更擴展

到其他的夥伴，如此又更增加了企業的顯著性(Powell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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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絡鑲嵌與組織績效 

一、網絡的資源與限制 

前一節曾述及 Granovetter 認為經濟行動及其結果就像所有其他的社

會行動及其結果一樣，是受到行動者的對偶關係以及整體關係網絡結構的

影響。以個人層次來說，一些實證研究發現，網絡鑲嵌與個人在組織中的

績效有關(Ahuja, 1996；Mehra, 2001 #187；Lamertz, 2006 #98)(陳心田，

2003)。以組織層次來說，企業與其網絡夥伴之間的連結關係及結構對於企

業的績效有實質影響的概念目前也已普遍為策略與組織領域的學者所接

受(Gulati et al., 2002; Owen-Smith & Powell, 2004)。 

組織與組織之間的連結關係所形成的網絡，一方面會為網絡成員帶來

各種資源，包括財務資源、機構資源(即組織的正當性)、知識及資訊的資

源等等(Gulati et al., 2002)，各種資源帶給網絡成員績效的正面影響；但是

另一方面，網絡成員被鎖在現有的關係裡，既無法參與其他的網絡，也可

能因遵循著網絡既有共同規範(norm)而無法採取最適合該組織的營運方式

及策略(Ingram & Baum, 1997)，限制了網絡成員的行動與機會，而帶給網

絡成員績效的負面影響。 

二、網絡鑲嵌與組織績效 

網絡為企業帶來資源與限制，近年來相關的實證研究亦顯示企業的網

絡鑲嵌特性會影響企業的經濟活動的諸多結果，例如市場進入決策(Jensen, 

2003)，存活率(Uzzi, 1996 ; Baum et al., 2000)，市場佔有率(Shipilov, 2005; 

Shipilov & Danis, 2006; Zaheer & Bell, 2005)，創新產出(Ahuja, 2000a; 

Boschma & Wal, 2007; Tasi, 2001)，財務報酬(Bae & Gargiulo, 2004; Rowley 

et al., 2000)，以及生產力(Koka & Prescott, 2008; Lado et al., 2008)，甚至企

業買方的滿意度(Gulati & Sytch, 2007)、企業的動態能力(巫立宇，2006)等。

本研究將部分近 10 年之相關實證文獻整理如表 3-1，其中不論是產業種

類、績效指標或是網絡鑲嵌內涵及對績效的影響均有程度不一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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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種類 

近十年來的實證研究，已從 Gulati(2002)所說的僅集中在高科技產業例

如半導體、電腦、生物科技業擴及其他一般製造業及服務業例如製鞋、食

品及金融業。如此可以進一步了解特定的網絡關係或結構對於不同產業中

的企業的影響是否一致，然而對於同一種產業在不同區域(例如不同國家、

文化等)情境下，特定的網絡關係或結構對於企業的影響是否仍然一致則有

待觀察。 

(二) 績效指標 

網絡鑲嵌特性會影響企業的經濟活動的結果雖被學者所確認，但績效

衡量的指標各有不同，有財務性績效如獲利率、資產報酬率等；亦有非財

務性績效如市場佔有率、創新績效等。但自其中可窺之，金融服務相關之

產業如投資銀行、基金公司等則以非財務性績效如市場佔有率為績效衡量

之重要指標。 

(三) 網絡鑲嵌 

關係鑲嵌有以強弱連結為衡量者，亦有直接以信任、凝聚、互惠等交

換的內涵為關係依據，此亦與資料之來源有關，後者以初級資料之訪談及

問卷為主；前者則多以次級資料分析為主。而結構鑲嵌則居中性及結構洞

的分析均有，但以結構洞之分析較多。 

(四) 影響方向 

如前所述，網絡資源及限制會對企業造成正向與負向的可能結果，實

證結果有正向與負向，此是否與產業有關，同一產業之影響結果是否一定

相同似乎亦不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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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網絡鑲嵌特性與組織績效之相關實證文獻 

網絡鑲嵌 學者 產業 績效指標 
關係鑲嵌 結構鑲嵌 

影響方向

Uzzi(1999) 中小企業

融資 
利率 強弱連結  負向 

Ahuja(2000) 化工業 創新績效 直接連結 結構洞 正向/負向

Rowley 等(2000) 半導體業

及鋼鐵業

資產報酬率 強弱連結  負向 

Tsai(2001) 石化業及

食品製造

業 

創新達成率

投資報酬達

成率 

 居中性 正向 

Bae&Garguilo(2004) 電信業 獲利率

(ROI&ROA)
 夥伴網絡

地位 
正向、負

向 
Shipilov(2005) 投資銀行

業 
市場佔有率 強弱連結 居中性 U 型/調節

效果 
Zaheer&Bell 
(2005) 

共同基金 市場佔有率  結構洞 正向 

Shipilov(2006) 投資銀行

業 
市場佔有率  結構洞 正向、調

節效果 
Gulati&Sytch (2007) 汽車零組

件採購業

買方的滿意

度 
信任、資

訊交換等

要素 

 正向、中

介效果 

Boschma&terWal 
(2007) 

製鞋業 創新績效  居中性 正向 

Koka&Prescott 
(2008) 

鋼鐵業 生產力(每
位員工平均

銷售額) 

 居中性/
結構洞 

視環境和

策略而定

Lado 等(2008) 目錄分銷

業 
效率及生產

力 
凝聚性、

彈性、相

互性 

 正向、中

介效果 

Shipilov&Li(2008) 投資銀行

業 
地位累積及

市場佔有率

 

 結構洞 正向、負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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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投資銀行業與網絡嵌鑲觀點 

一、投資銀行業之定義及業務範疇 

一般而言，企業取得資金的正式管道有二，一是所稱的「間接金融」，

亦即向銀行借款；另一是所稱的「直接金融」，亦即透過資本市場直接發

行有價證券來募集資金。而企業若要在初級市場上發行有價證券向投資機

構或投資人來募集資金，則必須透過居間扮演關鍵角色的投資銀行在承銷

業務方面的專業服務及配銷管道來完成。亦即，投資銀行的功能就是居中

仲介(mediate)資產(assets)在發行者(issuers)和投資者(investors)之間的流

動。而其中的發行者—公司或其他組織—為資產的賣方，投資者—公司、

機構或個人—為資產的買方，資產則包括了股票、債券或甚至是賣方公司

本身的全部或一部分(Eccles & Crane, 1988)。 

「投資銀行」名稱最早可追溯到美國於 1933 年通過的 Glass-Steagall

法案，該法案的目的在將收受存款、供給貸款的(商業)銀行業者與承銷商、

自營商(投資)銀行業者分離，因而產生了「投資銀行」這個名稱來表示證

券業者註五(Hayes & Hubbard, 1990)。 

投資銀行業務隨著環境的改變而不斷在更動，至今仍難有一個明確的

定義，有學者甚至認為投資銀行業務最佳定義就是投資銀行所從事的業務

(Investment banking is what investment banks do) (Marshall & Ellis, 1994)。嚴

格來說，其中的證券承銷業務是投資銀行最基礎與傳統的功能(Friend et al., 

1967)；然而，其至今亦仍是投資銀行業最主要的業務項目也可以從全球

最大的金融信息服務商－彭博社(bloomberg)－一年一度對投資銀行四項

評比項目中第一及第二項的股權承銷和債權承銷窺之。 

證券承銷業務(underwriting)屬於初級市場業務，承銷標的可區分為股

權(Equity)和債權(Bond)；股權承銷依發行時機來區分，可分為初次公開發

行上市和上櫃的承銷(Intinital Public Offering)，和現金增資發行新股註六的承

銷；而債權承銷則包括了政府公債、普通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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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創新債 (例如不動產證券化商品 )等。而承銷方式則有包銷 (Firm 

commitment)和代銷(Best effort)兩種，以股權承銷為例，後者承銷商只代替

發行公司銷售股票，未售完部份即退回發行公司；而前者為承銷商將所有

股票買下，再轉售給一般投資人，全部風險由承銷商承擔(謝劍平，2001)，

此為全額包銷註七。然對發行公司來說，採用全額包銷方式，既能保證如期

得到所需要的資金，又無須承擔發行過程中價格變動的風險，因此全額包

銷是西方成熟證券市場中最常見、使用最廣泛的方式。 

二、投資銀行之外部連結(external ties)關係網絡 

如前所述，投資銀行因扮演了資產流動的居中仲介角色，因此也發展

了幾種外部連結的關係網絡(Eccles & Crane, 1988)：一種是與發行人的連結

關係，例如 Baker(1990)就發現發行人與投資銀行之間並不存在純粹交易介

面(transactional inferface，短暫且隨機的連結)，大部分的發行公司是維持

介於交易介面與關係介面(relatioship inferface，亦即長期且獨家的連結)之

間的混合(hybrid)介面。另一種投資銀行之外部連結的關係網絡與投資人之

間的連結關係，研究人員(Cornelli & Goldreich, 2001)就發現在詢價圈購的

情況下，主辦行會配售較多的證券給經常與它們往來、且關係良好的客戶

(投資人)。 

相對於投資銀行與發行者和投資者的垂直連結關係，另一種投資銀行

外部連結的關係網絡是與同業之間的平行連結網絡，與上述二者垂直網絡

不同的是，此種平行連結網絡關係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網絡關係，亦是

本論文之主要研究焦點。 

三、投資銀行業之組織間合作關係 

一般認為，股票承銷中承銷商所需承擔的風險相較於債券承銷所需承

擔的風險更大，債券價格基本上係跟著無風險利率(risk-free interest rate 註八)

和與發行公司有關的公司特定的財務風險浮動，且發行前尚有諸如標準普

爾(Standard & Poor’s)等信評機構的的信用評等分析作為依據，價格變動相

對於股票來的穩定，二者在承銷風險上的差異亦可從先前所述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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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Steagall 法案禁止商業銀行股票承銷的業務，僅部份允許債券的承銷

業務窺之一二。股票承銷因價格變動具有相當高的不確定性，需要承銷商

更多的承諾及風險承擔，但是沒有任何單一家承銷商能夠有十足的把握承

擔下這所有的風險，為了降低股票是否能全部順利賣出的不確定性，主辦

行邀集其他承銷商，結合彼此的資源、能力與客戶基礎，共同組成承銷團

的這種非正式組織就相當重要了，因此，承銷團員各自的投資報酬實有賴

於團員們彼此間的合作與共同配銷的努力。 

承銷團這種投資銀行間的合作方式最早可追溯到至少在 18 世紀時，

一些融資包商(loan contractors)彼此組成一個團隊去銷售英國及法國的政

府貸款。大部分的歷史學家都歸功於當時美國的一位金融家 Jay Cooke 將

這種承銷團的做法於 1870 年引進美國的金融市場(Pichler & Wilhelm, 

2001)，而後即開始逐漸盛行於美國及全球的投資銀行業。 

過去的研究較強調風險分攤(risk-sharing)是承銷團早期形成的最主要

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功能(Chowdhry & Nanda, 1996; Ross et al., 1999)。時至

今日，許多西方大型投資銀行，諸如高盛證券等，其承銷網絡之廣布與資

金之雄厚雖早已可以單獨承作許多籌資案之包銷，但學者 (Pichler & 

Wilhelm, 2001)曾經對美國在 1996 年至 1998 年 3 年總計 1,296 個 IPO 的承

銷團大小進行分析，發現承銷團成員數平均值為 18.2，中位數為 18，顯示

承銷團不僅僅只有風險分攤的功能，更有其他經濟及非經濟的理由。 

因此許多學者亦試圖從理論的角度來解釋承銷團形成的背後邏輯，例

如資訊在投資銀行間並非獨占性(excludable)，因此合作乃市場存在的必要

性(Anand & Galetovic, 2000)；或是市場佔有率乃非對稱(asymmetric)分配，

大的投資銀行自然而然是許多小的投資銀行爭取合作的夥伴

(Bhattacharyya & Nanda, 2000)；或是承銷團係主辦行的監督工具，讓資訊

流通的道德風險問題得以降到最低(Pichler & Wilhelm, 2001)；亦有學者從

資源或能力的互補來看承銷團的形成，擁有互補資源或互補能力的投資銀

行間彼此合作以達到為特定客戶服務的目的(Chung et al., 2000;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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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四、投資銀行業之網絡鑲嵌與績效 

如先前所述，「承銷團的聯合參與」係組織間網絡研究的主要領域之

一，國內對於在 IPO 市場中有關承銷商及承銷活動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財務

觀點為理論根基，以財務面之承銷價格或價差為主要績效考量依據，而以

社會網絡理論及觀點來看承銷商及承銷活動之議題者極為少見註九(羅憶

如，2007)，選擇以國內承銷活動作為實證之情境者，更是付之闕如。 

而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加市場，由於資本市場的活絡、承銷資訊

的健全，近年來逐漸有學者以網絡鑲嵌觀點並以資料庫的次級資料來看主

辦行與協辦行之間的連結關係與承銷團的形成(Chung et al., 2000; Li & 

Berta, 2002; Li & Rowley, 2002; Song, 2004)，以及更近一步檢視此種連結關

係對於投資銀行績效的影響(Pollock et al., 2004; Shipilov, 2005)。 

Shipilov、Baum 和 Rowley 等學者，他們以加拿大的投資銀行為觀察

對象，作了一系列相關的研究(Baum et al., 2004; Baum et al., 2005; Baum et 

al., 2003; Shipilov, 2005)，其中 Shipilov 以 Uzzi 對於成衣業製造商與承包商

(Uzzi, 1996)、融資市場的中小型銀行與企業客戶(Uzzi, 1999; Uzzi & 

Gillespie, 2002; Uzzi & Lancaster, 2003)之連結關係研究為基礎，探討亦屬

於金融業的投資銀行業的連結關係—鑲嵌連帶(embedded ties)與疏遠連帶

(arm’s length ties)—對於主辦行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加拿大投資銀行業

中，與協辦行維持先前 Uzzi 所建議的既不強(即鑲嵌連帶)也不弱(即疏遠連

帶)的連結關係之主辦行的績效表現反而不如那些維持鑲嵌連帶或維持疏

遠連帶的主辦行，理由在於無論維持鑲嵌連帶還是疏遠連帶均可受惠於這

兩個極端連帶策略所分別帶來的利益(擁有信任與精緻資訊分享的好處還

是擁有眾多潛在對象選擇的好處)，而處於中間的不強不弱的連結關係對於

未來的合作夥伴會發送出一種到底是敵是友的模糊訊號(signal)，而無法受

惠於兩端強連結和弱連結所帶來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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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總結 

本章所探討之文獻，可概分為理論部分的網絡鑲嵌觀點與實證部分的

投資銀行產業。網絡鑲嵌觀點強調信任關係可能使得長期、複雜而特殊的

交易「閒話一句」就成交(羅家德，2005)，而廣義的信任則包括了人際關

係連帶的個人因素。人際關係連帶的強連結與弱連結運用在傳播管道上的

傳播效果被提出後，組織間的關係連帶也開始被運用到組織間合作的研究

上，主要焦點在強連結及弱連結之優缺點以及對各種績效指標(獲利、知識

移轉、組織學習等)的影響。 

然而，因強、弱連結各有其優缺點，因此在實證文獻上對企業績效的

影響結果亦不相同，以銀行融資的借方(企業戶)和貸方(銀行)連結關係來

看，強連結就分別對企業戶有正向(Uzzi, 1996)與負向(Eccles & Crane, 1988)

的結果。而投資銀行的承銷業務實證，又與上述結果不同，不論是維持強

連結或是維持弱連結，其結果均較不強不弱連結對績效有正面影響

(Shipilov, 2005)。 

本論文認為，承銷產業在不同發展階段的開發中國家的證券市場，由

於制度和實務的不同，鑲嵌觀點的運用和對於產出影響的方式及過程，應

該與成熟市場的西方國家頗為不同，此應較學者以網絡理論解釋網絡關係

在不同產業的影響具有差異性者更為重要且更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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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一：網絡取向(network approach)是否為一個理論一直是社會網絡學者不

斷在爭論的問題(Kilduff & Tasi, 2003)，例如在社會學界相當具影響力的

John Scott(2000)即認為社會網絡分析本質上是偏向社會的一組特定方法的

工具；而 Degenne 和 Fose(1999)則認為它是一個社會結構理論。 

註二：Strong ties, weak ties 或譯為強連帶或弱連帶。本研究為了語意順暢，

「連帶」或「連結」二者在文章中交互使用，均表示英文文獻中的「ties」。 

註三：文獻上對於強弱連結有兩種不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視兩種連結本質

上是相同的，僅在程度(degree)上有差別，另一種看法視兩種連結不但程度

不同，本質上也不同，但就組織間合作的實證研究則顯示(Rowley et al., 

2000)，強弱連結在實證上的內涵來看，可以視為本質上類似，僅程度上有

所不同。 

註四：如本文所述，關係鑲嵌若在組織層次來說係指企業間對偶關係或雙

邊關係的直接連結(ties)，因此本研究在提及相關理論文獻時，將維持文獻

所稱「關係鑲嵌」，但在實證研究提及相關概念時，即以較為直接的「強、

弱連結」或「關係連結」(或「連結關係」)替代之。 

註五：該法案禁止商業銀行從事除了美國政府與一些指定的政治實體

(political entities)外之所有公司與政府發行之證券承銷業務。在此一規定

下，商業銀行於是必須二選一，J.P. Morgan 選擇留在商業銀行，但有一些

合夥人及員工則離開了該公司另成立了 Morgan Stanley 投資銀行；其他較

著稱的投資銀行諸如 First Boston Corporation(後為 Credit Suisse 所購併)也

於當時成立；其他在歐洲與英國頗負盛名的、同時從事存放款與投資銀行

業務的商人銀行諸如 Lehman Brothers、Dillon 和 Read 則選擇了證券業務

(Hayes & Hubbard, 1990)。但該法案已於 1999 年底正式廢止。 

註六：國內在 2005 年 IPO 強制新股承銷之前，實務上絕大多數之公司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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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撥現有股東以發行股份之方式，辦理初次上市、櫃前之公開承銷，上

述以提撥現有股東發行股份即為所謂的「老股承銷」。相對於公司發行新

股承銷，發行後，公司之實收資本額與已發行股份增加，「老股」承銷之

情形係指公司並未發行股份，公司實收資本額與已發行股份不會增加，公

司因此並未取得資金，老股承銷取得資金者為出售股份之股東(楊明杰，

2004；林仁光，2004)。 

註七：另有餘額包銷(Standby arrangement)，指承銷商先替發行公司出售股

票，在某期限結束後，若仍未將所有股票售完，所餘數額才由承銷商悉數

購入。 

註八：若以美元計價的投資，則一般以短天期的美國政府債券，亦即美國

國庫券(US Treasury Bills)利率作為無風險利率。 

註九：因考量博士學位論文在理論基礎之闡釋與研究方法之運用上較為嚴

謹，故僅以博士學位論文之相關議題為查詢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