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區域整合之始是在台外商子公司之死嗎？ 

近年來，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與區域經濟整合的浪潮，許多多國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在大中華區域進行價值活動的重新佈

局，其中有些公司在重新佈局後，選擇了關掉位在台灣的工廠，或是退出

台灣市場。 

舉例來說，在 2007 年 3 月 27 日，家庭用品製造大廠聯合利華公司

(Unilever)宣佈，為了維持公司的競爭力，關閉在桃園的工廠，把生產線移

到海外，有一百三十名員工因此受到影響（雅虎奇摩新聞，2007/3/27）。
而雀巢公司(Nestle)更早在 2000 年，關閉在台灣所有的工廠。雀巢公司的

台灣子公司，從一個原本擁有較完整價值活動功能的「總部縮影型子公司」

(miniature replica)(White and Poynter, 1984)，轉變為僅以行銷和銷售功能為

主的「行銷衛星型子公司」(marketing satellite)。 

台灣市場由於在地理和政治環境上的特殊性，每當有這類的消息經由

媒體曝光後，常引起國內學界及業界對於台灣市場可能被邊緣化的討論及

憂慮。 

食品與家庭用品產業，被視為是典型的複國內化產業1(multi-domestic 
industry)，文獻咸認為，該產業內的公司的競爭策略，是藉著對各國差異

性的敏銳度和回應能力，來建立公司形象與品牌形象，以得到消費者對公

司的品牌的認知度與忠誠度，亦即「複國內化策略」的策略邏輯。然而，

傳統上以複國內化策略著名的聯合利華公司與雀巢公司，卻不約而同地選

擇在台灣關閉生產線，其主要原因即在於其經營策略的邏輯有所轉變，在

區域整合的趨勢下，由「複國內化策略」轉變為「區域策略」。區域策略

係指以區域（如亞、歐、美三大區域）區域為整合層級，在利用機會及決

定競爭策略的時候，以區域的角度去擬定策略暨做決策。 

不過，有某些產業（如汽車業），具有高回應地方需求與高整合效率

                                                 
1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主張，多國公司的經營策略，可以依照追求回應地主國需求與追求整

合效率的差別，分為複國內化策略(multi-domestic strategy)、全球策略(global strategy)、國際策

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及跨國策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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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這類型產業內的公司，被視為應該比複國內化產業內的公司，更

注重集中式的生產據點及低成本的優勢，因此區域整合的趨勢，應該會使

台灣子公司角色重要性下降的效應更加明顯。然而，有些公司（如福特公

司），雖然亦因應區域整合的趨勢而成立了大中華區域總部，卻沒有如雀

巢公司和聯合利華公司一樣，關掉台灣的工廠及遣散員工。還有一些其他

的產業內的某些具競爭力的台灣子公司，在母公司採取區域策略後，反而

被重用其能力。 

因此，區域整合的趨勢帶給多國公司不同的策略解讀，而組織的調整

做法也因此不同。傳統的國際企業經營策略的分析架構，由於只考慮到地

方回應與全球整合的二個極端，而未考慮到二者之間還有一個區域環境的

變數，而顯得不足。 

區域整合對於區域內的核心國、邊緣國與非區域聯盟內的會員國的影

響，並不是東北亞區域的特例，而是整個世界被重新地以區域為單位被分

割成數個經濟體後的通例(Benito et al., 2003)。在憂慮地主國市場邊緣化危

機的同時，如果可以了解多國公司的策略思維，即可以合理化多國公司在

區域內的策略佈局，以及組織設計的邏輯；亦可以理解，多國公司對子公

司角色的設計與安排，乃是達成組織策略目標的必要手段；以及了解為何

有的在台外商子公司，在母公司的區域策略下日益茁壯，有的卻日益衰退。 

關於多國公司區域策略的探討，近年來有愈來愈受到重視的趨勢。但

是，在組織結構的設計上，對於學者來說，仍是一個極待探索的空間

（Rugman and Verbeke, 2004），至目前為止，僅有很少數的文獻，將焦點

放在區域策略下的組織結構的設計（如 Paik and Sohn, 2004）。 

Paik and Sohn (2004)以日本東芝公司(Toshiba)為研究對象。東芝原本

是較為集權的公司，為了達到全球化和在地化兼顧的目的，在各洲均設有

一個區域總部，負責所有事業單位的管理，但是由於區域總部負責的事項

太多，分身乏術，且知識不足以應付所有的事業單位所需的獨特知識，因

此期待的效益反而無法呈現，造成東芝在 1999 年時歷經了一次嚴重的虧

損。東芝發現，由上而下的決策嚴重地防礙了它的回應速度，而各事業單

位之間的疆界又使得難以創造有競爭力的綜效。因此，為了改善財務績

效，東芝又改變了組織結構的設計。首先，東芝在母公司設立了區域總部

的代表人的職務，他們負責整合各區域內的各個事業單位的意見，以建議

母公司是否須要做策略的改變；接著，在各個區域內，再設立各個事業單

位專屬的區域總部。在此組織改組下，東芝的獲利又見好轉。由此可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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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設計對區域策略執行績效的重要性。 

由於許多多國公司，在擬從全球策略或複國內化策略改變為區域策略

時，並未對組織結構做出適時的調整，因此面臨一段磨合期。由於維持著

舊有的組織設計，使得區域策略無法有效地執行。因此，區域策略與區域

結構如何呼應，並如何進一步影響子公司的角色，是國際企業理論的一個

重要的研究方向。 

由於多國公司在地主國的經營，可以引入較先進的管理知識，並帶給

地主國員工的就業機會，故多國公司母公司是否賦予地主國子公司重要的

策略性角色，對於地主國能否持續的進步，極為重要。因此，本論文關心，

當多國公司的母公司為因應環境的改變而採取區域策略時，會如何進行區

域內的組織結構設計。研究著重在區域總部、次區域總部與子公司角色的

定位與演變。本論文可使學術界對於多國公司的策略動機與區域結構的呼

應有更深的了解，並可對實務界在組織結構的安排上有更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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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由於過去有關於組織設計的文獻，甚少是在區域策略的情境下去探

討，這就形成了理論與實務之間的一個缺口。因此，本論文以大型的歐美

多國公司為焦點公司，以台灣為地主國，探討多國公司採行區域策略時，

會對台灣所在的區域，進行什麼樣的組織設計。在實務上，本論文希望藉

由對於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的動機、組織設計的改變與對台灣子公司角

色的影響，有深入的探討與了解，以使多國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及地主國

政府可以明瞭多國公司組織調整的策略邏輯，以提出因應的方法，使多國

公司在台灣的子公司，對於多國公司的重要性，可以不減反增。而在學術

上，由於區域策略下的組織結構設計，對於學者來說，仍是一個極待探索

的領域(Rugman and Verbeke, 2004)，因此，本論文希望能夠對於「區域策

略、區域組織與子公司角色」之間的關係之了解有所貢獻。 

為達到研究目的，本論文分為四個研究議題進行探索： 

（一）研究一：內外部網絡對於多國公司在台子公司角色演化的影響

之研究 

在研究一中，本論文探討多國公司的「有能力」或「有重要策略角色」

的子公司，其能力與角色的來源，以及該子公司目前的「角色發展生命週

期階段」(Birkinshaw, 1996)。所謂「有能力」或「有重要角色」的子公司，

是指該子公司的一個或多個價值活動或事業單位，相對於姐妹子公司而

言，表現較佳或重要性較高。 

由於 Andersson and Forsgren (2000)表示，要了解子公司的策略角色，

首先要了解它所在的網絡。因此，本論文的第一步，乃是探討子公司的角

色是從哪些網絡資源得來的，以及在不同的角色發展生命週期階段，是否

各項網絡因素的影響程度有所不同。亦即，研究一的研究問題為：子公司

的能力及策略角色係透過哪些網絡資源被創造、發展，以及因為失去哪些

網絡資源的輔助而使能力及角色衰退。 

在第一個研究中，本論文發現許多能夠幫助子公司提高能力及策略地

位的網絡資源要素。但是，本論文亦發現母公司的經營策略改變（如從複

國內化策略改為區域策略），可能會使子公司的能力及角色衰退。本論文

因此進一步進行第二個研究：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對於子公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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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二：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對子公司的影響之研究 

在第一個研究中，本論文發現子公司能力的發展與角色重要性的提

升，會有自我增強的現象－亦即表現愈好則母公司愈重用，而母公司愈重

用則能力愈強、表現愈好，如此循環下去。但是，此種自我增強循環的慣

性，因為母公司改採用區域策略而被打破，子公司的角色也因此改變。因

此，本論文於研究二，進一步探討為何母公司改採用區域策略時，子公司

角色會有不同的改變。簡言之，研究問題有以下二點： 

1. 在多國公司採用區域策略的前提下，多國公司會加重黑洞型子公司
2的角色，以等待其能力的養成呢？還是利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主要市

場，以求迅速獲取主要市場的佔有率呢？多國公司決策的準則為何？ 

2. 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包含自主權程度和所負責的價值活動）會產

生何種改變呢？ 

透過第二個研究，本論文得到了區域策略與子公司角色之間的關係，

然而，研究到此，理論意涵仍是不足，因為對於區域策略與子公司角色之

間的「組織設計」變項，不夠了解，因此再進行研究三。 

 

（三）研究三：區域策略和區域組織結構之研究 

在上一個研究中，本論文發現子公司角色的下降，是因為出現了一個

新的組織層級－次區域總部，取代了子公司過去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

論文進一步於第三個研究探討次區域總部的角色。此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1. 為什麼次區域總部的設立，可以有助於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 

2. 次區域總部的角色與其所負責的任務為何？ 

3. 次區域總部的興起對子公司的衝擊為何？ 

論文到此階段，其理論意涵是當出現區域總部層級和次區域總部層級

時，將有可能使得子公司的角色發生變化。然而，論文進行到此仍無法解

釋為什麼有的多國公司設立次區域總部，有的多國公司不設立次區域總

                                                 
2 此處的黑洞型子公司指的是多國公司在中國的子公司，貢獻型子公司則是多國公司在台灣的子

公司。請參見第五章有對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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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是為什麼不同的多國公司，次區域總部管轄的地理範圍並不相同。

研究三也無法解釋，何種理由造成多國公司的區域總部較為集權，何種理

由又造成多國公司的區域總部較為分權等。因此，有必要再進行第四個研

究。 

 

（四）研究四：區域策略動機、區域組織結構及子公司角色的關係之

研究 

雖然在本論文的第三個研究中發現次區域總部的興起是普遍的現

象，然而仍無法對個案公司之間出現的組織結構設計的細微差異點進行解

釋。因此，論文的第四個研究著重在探討： 

1. 多國公司採取區域策略的動機為何？其決策邏輯的背景因素為

何？  

探討此一問題的原因，是為了下一個研究問題作準備。如果可以根據

某些變數，將多國公司的策略動機做週延與互斥的分類，就可以根據不同

的動機下的組織設計的對應關係，提出一個理論上的架構，並藉以預測樣

本公司外的多國公司的可能行為。 

2. 不同的區域化的動機是否會導致不同的區域組織結構。 

此研究問題著重在正式組織結構的設計與分層授權政策的探討。舉例

來說：為什麼有的多國公司會設有大中華區域總部，有的公司不會設這個

層級？為什麼有的多國公司的台灣子公司和中國子公司是平起平坐，有的

多國公司的台灣子公司和中國子公司卻有層級不等的現象？為什麼有的

區域總部很集權，而有的區域總部卻授權給各個子公司？本論文欲了解，

上述這些組織設計上的差異點，與多國公司的區域化動機是否有關係。 

3. 子公司的角色如何隨著區域組織的設計而改變。 

研究四嘗試找出「區域策略－區域組織－子公司角色」的關係，並發

展出一般化的命題。 

經過了此四個研究，本論文已可發展出一套有關於「區域策略、區域

組織與子公司角色」的命題，不僅在實務上有管理意涵，更對區域策略脈

絡的相關研究，提出了可供驗證的命題。本論文認為，在文獻對區域策略

和區域組織的探索有限、而實務上又常出現區域策略和區域組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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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論文焦點具有充分的管理實務上與學術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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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分析單位與限制暨相關名詞說明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是以大型的歐美多國公司為焦點公司，以台灣為地主國。為避

免個案公司同質性過高而造成研究未能達到充分的結論，本論文藉由有目

的的理論抽樣（而非隨機抽樣），以研究多元化的公司個案。在理論抽樣

下，可能發生有些情境是大多數的多國公司的現狀，而有些情境在實務上

並不多見。 

 

（二）分析單位與限制 

本論文有多重的分析單位。 

在研究一和研究二，本論文是以「子公司」為分析單位進行研究。由

於在研究子公司的發展歷程時，須同時觀察其某事業部門或某價值活動的

發展，才有意義。因此，分析單位又降到了「策略事業單位」或「價值活

動」。 

而在研究三，本論文加入了次區域總部角色之探討，更在研究四以母

公司的觀點來看整個區域組織的設計邏輯。因此，「區域總部」與「多國

公司整體」亦成了本論文的分析單位。 

大型多國公司通常設有多個策略事業單位，由於各事業單位的產業特

性與競爭優勢大不相同，策略目的與手段也有差異，因此有可能各事業會

有不同的區域策略且分別設立區域總部（如圖 1-1）。為避免在同一家多國

公司訪問多個事業單位，可能會造成情境複雜以及手段目的歸屬上的困難

度等問題，當焦點公司擁有多個事業部時，本論文問題乃圍繞在對台灣子

公司而言最重要的事業部3。且為了降低焦點事業單位是否具有代表該焦點

多國公司的爭議，本論文亦同時強調所選擇的焦點事業單位，亦必須對該

多國公司整體而言，有其策略發展上的重要意義。在此情況下，將較可以

確保事業單位層次的策略目的與組織配合的手段，是以該事業單位層次的

角度去擬定的，而非為配合其他的事業單位而執行。如果該事業部在擬定

                                                 
3 舉例而言，若某受訪公司 A 有若干事業部，並且各事業部均分別在亞洲設立有亞洲區域總部，

這些區域總部可能會在不同地主國，並擔負不同的角色，則本論文提到 A 公司的區域總部時，

僅指 A 公司該特定事業部門的區域總部，而非泛指 A 公司所有的區域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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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及進行組織改組時，仍受到其他事業單位的決策所影響，則該「其他

事業單位」，僅被視為是焦點事業單位的一項情境因素。 

A子公司總經理 

區域總部 
(甲事業) 

區域總部

(乙事業) 
區域總部

(丙事業) 

甲事業 乙事業 丙事業

B子公司總經理 

甲事業 乙事業 

事業部總部，或地區總部

丙事業

母公司

圖1-1 擁有實權的策略事業單位之組織設計例圖 

 

有的多國公司，可能只有經營一個事業（如圖 1-2），或是雖然有多個

策略事業單位，但是事業單位主管只是幕僚層級，區域單位主管或是功能

單位主管才是直線部門（如圖 1-3）。在此情形下的多國公司，區域整體的

發展可能重要於個別事業單位的發展。該類型公司在各事業單位之間，呈

現一貫性的總體策略去指導各事業單位，使得各事業單位的策略動機具有

高的一致性，此一致性足以將整個多國公司視為一個整體去討論。這類型

的多國公司，以公司整體或以事業單位的角度去探討本論文的主題，其結

果是一致的。 

本論文也必須強調，若該多國公司有多個事業，則各事業單位的區域

動機與組織作法有可能是不相同的。這意謂著本論文對於焦點公司的焦點

事業單位的作法之結論，並不適宜直接推論為該多國公司的全面性作法，

而應綜合考量各事業單位的產業特性與競爭優勢等情境，以及考量多國公

司的母公司是以事業單位做為組織的主軸，或是以地區別或其他方式做為

組織的主軸，才做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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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總部 

B子公司 C子公司 A子公司 

母公司

 

圖 1-2 單一事業的多國公司的組織設計例圖 

多國公司區域策略的執行與結構的重新設計，將會使區域內多數的子

公司的角色受到衝擊並發生改變。由於多國公司的每一個子公司的能力條

件及其所處的地主國的重要性均不同，因此各個子公司在區域整合之前，

可能即有不同的角色(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在區域結構重新設計之

後，將產生複雜的子公司角色改變的現象4。若要探討單一多國公司的所有

子公司的角色變化，由於各地主國的文化差異及研究者的能力限制，必會

使得研究結果的信度降低。因此，本論文著重在探討以台灣為地主國的子

公司的角色變化，而本論文的結果僅可以推論到與台灣環境條件相似的地

主國的子公司，以及能力條件與焦點子公司相當的姐妹子公司上，不適宜

推論到與個案情境不相同的企業。 

本論文的特點在於從子公司的角度去觀察多國公司策略改變下的區

域組織及子公司角色，因此，最了解研究問題的對象，是子公司相關部門

的資深高階經理人。他們是區域策略的被指導者（接收者）與子公司角色

改變的領導者，且他們對歷史事件又最為了解。對於有些子公司而言，資

深高階經理人同時擔負區域總部的職務，且通常與母公司的關係品質良

好，可以有效傳達母公司策略遠見的資訊給訪談者，所以他們應是合適的

受訪者。本論文由於受限於時間與金錢預算因素，並無訪問母公司的經營

團隊，此為本論文的研究限制。 

 

                                                 
4 舉例來說，若一家多國公司在採取區域策略之前，其在亞洲的子公司原本分為四種角色，而採

取區域策略之後，亞洲子公司亦可分為四種角色，則共可以分為十六種子公司角色改變的模式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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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名詞說明 

本論文所謂的區域策略，是指以「區域層級」為單位，在利用機會及

決定競爭策略的時候，以區域的角度去擬定策略。與區域策略相對的是「全

球策略」與「複國內化策略」，其分別代表以「全球」為單位與以「各地

主國」為單位去擬定策略。換句話說，本論文探討的重點在於當多國公司

從以全球為單位去思考策略或是以地主國為單位去思考策略的多國公

司，改成以區域為單位去思考策略之後，其組織設計與子公司角色會有何

改變。 

母公司

 

圖 1-3 擁有實權的國家經理之組織設計例圖 

本論文中的「區域」或「次區域」等名詞，並非指特定的區域，而是

一種通稱。當研究中無出現區域內尚有再次劃分次區域的情境時，則儘有

區域的概念（如研究一和研究二）；若區域內還有劃分次區域時（亦即出

現了二種不同組織層級的區域總部時），才會有「次區域」概念的出現（如

研究三和研究四）。 

本論文所謂的「區域組織」，指的是在區域策略下所搭配的組織設計。

相較於(1)複國內化策略搭配「複國內化組織」，與(2)全球策略搭配「全球

A子公司總經理 

區域總部 

(甲事業) 

區域總部

(乙事業)

區域總部

(丙事業)

甲事業 乙事業 丙事業

B子公司總經理 

甲事業 乙事業 

事業部總部，或地區總部

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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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在文獻中有諸多的探討5，區域組織則是一個尚待探索的議題。而在

文獻中所提的「跨國組織」6(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其理念與區域組

織的相同處在於皆強調國際經營需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但是跨國組織的

論述較強調藉由非正式組織的控制機制來整合分散且專門化的資源和能

力，相較於跨國組織，本論文所探討的區域組織設計是強調在正式組織面

的探討，（次）區域總部的設置及功能即為本論文的著重焦點之一。而在

有關於跨國組織文獻中，這方面的探討甚少。 

 

                                                 
5 複國內化組織的特色是子公司之間有如分權的聯邦、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是非正式的私人控制

機制、母公司管理階層認為海外子公司是一串獨立的事業體。全球組織的特色是大部分的資源

與決策集中在母公司、由中央緊密控制和決策、母公司管理階層認為海外子公司是母公司營運

於全球標準化市場的工具(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 
6 跨國組織的特色是強調整合的網絡、分散且專門化的資源和能力、子公司之間有相互依存的關

係、共同參與決策(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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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全文內容概述 

在第一章之後，本論文將依以下的方式呈現： 

第二章，回顧與本論文相關的文獻。此部分又分為四小節：第一節說

明全球化與全球策略；第二節說明區域化與區域策略；第三節說明區域組

織結構的相關文獻；第四節介紹子公司角色的相關文獻。 

第三章，說明本論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理由。 

回顧完文獻與說明研究方法之後，本論文依序說明四個研究，並呈現

於本論文的第四、五、六、七章：第四章探討內外部網絡對於多國公司在

台子公司角色演化的影響；第五章說明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對子公司的

影響；第六章說明次區域總部的興起與對子公司的衝擊；第七章說明區域

策略動機、區域組織結構及子公司角色之關係。 

第八章則對本論文進行結論，說明本論文在理論與實務上的意涵，並

提出研究限制以及後續研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