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二： 

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對子公司的影響－ 

貢獻型子公司組織角色的改變1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探討當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時，貢獻型子

公司在何種情況下會被加重角色，以及會用何種方式加重角色。本研究發

現，當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有關時、當貢

獻型子公司的地主國的消費者愈具領先指標意義時，以及當母公司愈不了

解黑洞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市場（同時該貢獻型子公司所在之地主國其性質

與前者相似時），多國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整個市場。

此外，多國公司可運用三種組織設計的概念來運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

即虛擬型卓越中心、魅力型卓越中心及焦點型卓越中心。角色重要性上升

的貢獻型子公司，其整合的知識內容與整合的價值活動範疇將增加，所相

對應的價值活動的自主權會增加；反之，則會減少。 

 

第一節  緒論 

民國 96 年 3 月 27 日，知名的外商聯合利華(Unilever)宣布，為了要降

低成本和維持公司競爭力，將關閉台灣二間廠房之一的桃園廠，把生產線

移到中國和越南等地。聯合利華台灣子公司的 130 名生產線員工，因此被

迫轉業或退休（聯合報，2007）。同年 11 月 17 日，夏普(Sharp)宣佈，基

於成本的考量，決定關閉高雄的電子零組件廠房，將生產線轉至中國，有

396 名員工被資遣（蘋果日報，2007）。 

這樣的例子並非只是個案。事實上，西元 2000 年以後，全球面臨著區

域經濟整合與世界貿易組織所推動的貿易自由化浪潮，在此環境下，許多

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調整其策略與組織以因應環境的改變。

區域經濟整合對企業的競爭力的影響，可以從二方面來說明：(1)區域經濟

整合使得企業可以以較大的市場規模基礎去獲得效率；(2)為了最大化國家

                                                 
1 此章內容已在管理評論二審審查中。作者為李貴惠、于卓民與司徒達賢。為配合本論文的流暢

性，編排方式與內文有小幅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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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利益，必須將生產活動再做細緻的垂直分工(Buckley, Clegg, Forsans 
and Reilly, 2001)。因此，多國公司將全球市場依經濟活動的相近程度分割

成數個區域（包括像大中華區、澳紐區、東南亞區、日韓區、非洲區、北

美區、南美區等），透過將區域內的數個子公司的資源與價值活動的重新

配置，去謀求整個區域的最佳績效。區域整合會影響在區域內的投資區位

的決策－多國公司會創造一個中央的生產地點，將整個區域視為是輪軸的

概念，然後結合一組配銷通路，從生產地點幅射出去(Buckley et al., 2001)。
在此情形下，一個原本投資在加拿大以服務加拿大市場的歐洲公司，現在

可能轉移（或考慮轉移）其投資至美國或墨西哥(Buckley et al., 2001)。Delio 
and Beamish (2005)的研究指出，約有六成的多國公司採用區域策略

(regional strategy)，但 Rugman and Verbeke (2004)主張至少有九成的多國公

司應該採用區域策略。區域策略已被學者經大樣本的研究指出，會有較高

的績效(如 Li, 2005)。 

大中華區域（含中國、台灣與香港市場）是多國公司極重視的一塊區

域。近年來，多國公司也紛紛在此區域進行整合的行動－前述的聯合利華

與夏普之個案即為其中的二例。不過，多國公司在此區域進行整合時，對

於子公司角色定位的問題，可能遠較其他的區域來得複雜。舉例來說，當

北美市場整合時，多國公司可能會以美國子公司去管理整個北美市場，而

裁撤加拿大子公司，或加拿大子公司雖然仍存在，但淪為一執行單位而無

實際的決策權；當澳紐市場整合時，紐西蘭子公司也可能面臨到像加拿大

子公司的狀況。這些做法都是為了追求區域經營的效率性。然而，當大中

華市場整合時，多國公司可能對於是否裁撤台灣子公司，或是否保有台灣

子公司的決策實權，而感到猶豫。因為，通常位在主要市場的子公司往往

可以扮演一個區域內策略領導者(strategic leader)的角色，帶領著整個區域

內的子公司進一步地發展，然而中國市場雖然是大中華區域內的主要市

場，但是中國子公司由於設立年數太短或外部網絡發展不健全等因素，使

得中國子公司的能力遠不及台灣子公司，並使母公司對於中國子公司產生

是否有規劃策略遠景之能力的疑慮。這種能力尚不足以擔當大任的中國子

公司，在本研究中稱為黑洞型子公司 (black hole)。而有能力協助母公司規

劃區域策略遠景但卻非處在重要的策略市場的台灣子公司，在本研究中稱

之為貢獻型子公司2 (contributor)。舉例來說，福特汽車的台灣子公司，其

所處的台灣市場雖然胃納量小，但是其管理與生產能力卻屬福特汽車公司

                                                 
2 關於黑洞型子公司和貢獻型子公司的概念，是引自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其詳細說明，

請參見「理論背景」中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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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洲各子公司之冠，這類型的公司即稱之為貢獻型子公司。 

Birkinshaw and Hood (1998a)提到，子公司的演化，是由於其能力和組

織章程3(charter)改變的交互影響而來的，亦即：子公司的能力可能是由於

母公司賦予它一項責任，子公司為達成此責任而逐漸培養其能力；也有可

能是子公司自己培養了一項能力後，母公司見子公司有其能力，便交付予

子公司更進一步的責任。而營運權責在子公司間的潛在移動性，以及子公

司間為了營運權責而競爭，形成了子公司演化的基本驅動力(Birkinshaw 
and Hood, 1998)。因此，多國公司的母公司在進軍大中華市場的時候，必

須決定：究竟是要加重黑洞型子公司的營運權責角色，以培養其能力呢？

還是要現階段即利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這樣才得以迅速獲取大中華的

市場呢？子公司之間是否應維持一種競爭的關係，以使二個子公司為了爭

取營運權責而得以不斷進步呢？應該如何兼顧企業經營的績效及子公司

能力的發展呢？對於歐美多國公司而言，由於東西方文化的差異，加上大

中華市場成長快速，這項管理決策的品質與速度，對於績效的影響更大。 

區域策略是近年來國際企業的主要研究議題之一，學者認為，因為世

界不是完全的合而為一，也不是完全的以國家為單位被分割，而是以區域

為單位，使得多國公司經營策略有了更豐富的研究空間 (Ghemawat, 
2003)。而期刊 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在 2005 年亦以專刊

的方式，探討多國公司採用區域策略的必要性。本研究相信，針對區域策

略的學術研究，將有愈來愈重要的趨勢。 

然而，雖然區域策略的研究愈來愈受重視，但關於區域策略對子公司

的影響，在研究及實務上的發現都還有限。多國公司在調整其原來的經營

手法至改採區域策略時，勢必會影響到子公司原先的角色，對子公司造成

很大的衝擊。例如，過去台灣子公司多擁有充分的自主權，但在區域策略

的架構下，子公司的自主權可能會降低、人員編制可能會減少，這些都可

能會進一步造成人才的流失。學者亦提出此一論點：在區域經濟體中位於

邊緣的子公司，由於母公司賦予它的角色減少，漸漸地由於減資或縮編，

導致子公司的能力也變差了(Benito, Grogaard and Narula., 2003)。這個結

果，不論對於地主國政府或是多國公司而言，都是一項損失。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的問題是： 

                                                 
3 關於營運權責(charter)的概念，是引自 Birkinshaw and Hood (1998a)。其意為母公司對於子公司

所服務的市場、製造的產品、使用的技術、負責的價值活動等的明白表示，可解讀為子公司被

母公司要求要盡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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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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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接續問題一，貢獻型子公司的自主權程度和所負責的價值活動

（即價值活動長短）會產生何種改變呢？ 

本研究不僅對多國公司而言至為重要，從地主國的角度而言，研究的

發現也能對地主國政府對於多國公司區域整合作法有進一步的了解，以提

出能呼應多國公司需求的產業政策。 

本研究接下來回顧子公司角色類型與區域策略及區域組織結構設計的

文獻；第三部分說明研究方法與受訪公司的基本資料，由於每個子公司的

歷史發展與能力資源等條件並不相同，因此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方法，利

用與多國公司經理人的深入訪談，以了解子公司角色的變化層面；第四部

分是研究發現，此部分探討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改變

現象，以及母公司決定是否利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區域內的主要市場

的決策準則；本研究於第五部分進行與文獻的對話，並探討產業因素對貢

獻型子公司角色變化的涵意。第六部分則提出結論與管理涵意、研究限制

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第二節  理論背景 

有關多國公司母子關係的研究，是國際企業研究極重視的主題之一。

這方面的研究，依其探討的焦點，又可以分為四脈支流，依其發展的先後，

依序為：策略－結構支流、母子關係支流、子公司角色支流和子公司發展

支流(Paterson and Prock, 2002)。其中與本研究相關的是子公司角色支流和

子公司發展支流。 

子公司角色支流約發展於 1980 年代，此支流不僅強調母子關係，也強

調焦點子公司對其它子公司的影響。主要探討的內容包括：全球產品託管

中心(world product mandate)(如 D’cruz, 1986; Etemand and Dulude, 1986)、
子公司角色的分類(如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 Jarillo and Martinez, 1990; 
Porter, 1986; Prahalad and Doz, 1987; Taggart, 1997a; Taggart, 1997b)、卓越中

心(center of excellence)(如 Moore and Birkinshaw, 1998)等。主要的文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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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他們主張由於子公司有獨特的資源，所以能

夠擁有自主權，因此應該分配給他們不同的角色。本研究的研究焦點－貢

獻型子公司－之定義即出於此篇文獻。 

子公司發展支流亦約興起於 1980 年代。原先探討的是子公司角色的改

變(如 Crookell, 1987)，後來有學者採討子公司角色改變的過程(如 Delany, 
1998; Malnight, 1995; Malnight, 1996)。Bikinshaw and Hood (1998a)提出子

公司發展的模型，強調子公司的發展受到環境、子公司選擇及母公司控制

的授權委任等三因素所影響，是本支流的重要代表文獻。 

近年來，有關於區域經濟整合的議題受到學者的高度注重。一旦多國

公司用區域的角度去思考，將會有別於以往用全球的角度或地主國的角度

去思考價值活動的配置方法(Buckley and Hashai, 2004)與競爭策略，組織結

構也會隨之改變，因此會成為影響子公司角色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以下本研究分為兩個部分回顧文獻的發展：第一部分回顧子公司角色

與子公司發展的文獻；第二部分回顧區域策略與區域組織結構設計的相關

文獻。並從文獻回顧中說明目前文獻中較不足的部分，以及本研究可以在

哪方面努力，以對學術發展有所貢獻。 

（一）子公司角色類型與發展 

1. 子公司角色的分類與子公司角色的發展 

有多位學者嘗試為子公司角色分類，這些主張又可分為二大類，第一

類是由母公司的觀點出發，關心的議題是整合與差異化之間的取捨，目的

在指導母公司領導各子公司去支持母公司的經營策略(如 Prahalad, 1975; 
Doz, 1976; Charkravarthy and Perlmutter, 1985; Porter, 1985)。在這些主張

下，影響多國公司賦予各子公司的自主權大小及其擔任的角色的主要因素

是產業的特性。然而，以母公司觀點出發去思考子公司角色，可能會出現

「聯合國模式」(the U.N. model)和「總部科層症候群」(headquarters hierarchy 
syndrome)二種管理盲點(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這二種盲點都是將各

子公司視為是同質所造成。 

因此，第二類關於子公司角色的研究，將研究重點放在子公司本身，

強調子公司雖然均處在相同的產業環境之下，但是由於本身的能力資源條

件不同，所以其角色可以不同。例如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主張，依子

公司所處地主國的環境特性（包括了市場規模大小、是否是競爭者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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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否有挑剔的消費者與先進的技術等）及子公司的能力（指子公司在

技術、生產、行銷等活動的能力），將子公司分為四種類型。 

在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的分類下，如果地主國環境很重要且子公

司能力也很強，則子公司是一個策略領導者的角色，可以是母公司在制訂

策略上的夥伴。策略領導者除了觀測市場改變的早期警訊，還須分析變革

所產生的威脅與機會，以及做出正確的回應行動。 

如果地主國環境相對較不重要且子公司能力相對亦較弱，則子公司是

扮演一個執行者(implementer)的角色，這些子公司對於公司的策略知識沒

什麼貢獻，也掌握不到稀有的資源或重要的資訊，它們主要的任務是在公

司的價值附加過程中擔任著傳遞的工作。 

如果子公司能力強，但地主國環境相對較不重要，則是一個貢獻者的

角色。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認為，如果沒有恰當的管理，則這類型

的子公司因為缺乏外在的挑戰，可能會使自身專注於發展某些對母公司

而言並不需要的差異化的產品。但是，若母公司抑制子公司這種能力的

開發的話，可能又會使子公司的能力消失，或是使得擁有特殊技能和經

驗的工作人員離職，甚至加入競爭者的團隊。因此，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主張，應該設法將這類型的子公司的獨特能力與資源，運用在以全

球為市場的工作上，而非僅運用在地方性的工作。 

如果子公司的相對能力較弱，但是地主國卻很重要，則這類型子公司

扮演的是黑洞的角色。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認為，黑洞型子公司是

一種令多國公司母公司難以接受的角色，而子公司管理階層的工作是要

設法擺脫這種不討喜的角色，並讓自己及早成為策略領導型的角色。 

Lu, Chen and Lee (2007)認為從子公司主動策略出擊的角度而言，子公

司角色並非固定不變的：執行者子公司不會甘於永遠作執行者，其子公司

經理人會想要改變其現在的地位。一旦發現有閒置資源，他就會去利用它

(Birkinshaw and Fry, 1998; Penrose, 1995)。因此，執行者子公司會因主動的

策略出擊而變為貢獻者子公司；同理，黑洞型子公司也會想要提昇其能

力，以成為策略領導者。 

有別於執行者子公司和黑洞型子公司，Lu et al. (2007)認為，由於

地主國環境是很難被多國公司所影響的，所以貢獻型子公司很難因自己的

主動出擊，就變為策略領導型子公司。然而有一天，多國公司母公司有可

能會重新重視這地主國市場（理由可能是產業生命週期的改變、或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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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改變等），因此，貢獻型子公司還是有可能有朝一日成為策略領導者。

因此，Lu et al. (2007)建議，貢獻型子公司要維持其能力的水平，這樣才能

在機會來臨時，有大展長才的機會。 

2. 貢獻型子公司與卓越中心的關係 

Lu et al. (2007)表示：「貢獻型子公司是一個發展優勢能力的中心，其

在母公司的內部網絡中，擁有行銷、研發和生產等能力，並以此能力去輔

助其他的事業單位。」Frost, Birkinshaw and Ensign (2002) 對卓越中心的定

義是：「所謂的卓越中心，是一個組織內的單位，擁有一組能力，被母公

司視為是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而母公司亦有意圖將這些能力運用及散佈

到組織內的其他單位。」依此定義，卓越中心可以指一個子公司整體，亦

可以具體描述到子公司內部某一個優勢來源的部門或工作團隊。例如：

Frost et al. (2002)即依卓越中心的能力是來自於子公司內部的不同單位，而

將卓越中心分類為研究卓越中心、發展卓越中心和製造卓越中心。綜上所

述，貢獻型子公司實為一個卓越中心，其賴以維持策略重要性的元素不是

外部市場的策略重要性，而是其對內部市場具有策略重要性的地位。而一

個符合卓越中心條件的子公司，可以透過某些機制，將知識擴散到整個多

國公司內部，藉此影響多國公司的策略行為(Andersson and Forsgren, 2000)。 

Moore and Birkinshaw (1998)提出三種不同類型的卓越中心組織型

式，它們都有四種共同的特質：(1)由小團隊組成，具有領導地位的知識；

(2)該知識是在高階管理團隊認為具有策略重要性的領域；(3)具有運用或移

轉知識的能力；(4)團隊成員並非一定是集中在某一個地理區域，也有可能

是分散各地，但是會定期聚會，且這種模態反而更容易開發全球的機會。

這三種卓越中心的組織型式是：(1)魅力型卓越中心(charismatic center of 
excellence)－是由一個講師人物負責周遊於各子公司之間，此人要負責將

其知識移轉給其它的員工，但是不是透過明文化的程序，而是透過共同的

工作來潛移默化；(2)虛擬型卓越中心(virtual center of excellence)－由各子

公司的優秀成員所組成，定期聚會；(3)焦點型卓越中心(focused center of 
excellence)－由某一地優異的小團隊，透過傳授其「最佳實務」典範於其

他的子公司，來建立多國公司整體均適用的知識。 

Frost et al. (2002)探討在何種情況之下，子公司可以成為一個卓越中

心。其大樣本實證結果顯示，當地主國有強的「鑽石模型」(Porter, 1990)
時、當子公司的外部與內部網絡與子公司的能力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時、當

母公司對子公司有較大的投資時，子公司較可能成為一個卓越中心。李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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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于卓民、司徒達賢(2007)主張，子公司能否成為卓越中心乃是受到了

四個主要的因素影響：母公司政策、內部資源流、地主國市場的策略重要

性與子公司打破規則。子公司的共生與競食系統，對於子公司能否打破規

則與地主國市場的策略重要性程度有重要影響。Andersson and Forsgren 
(2000)的實證結果主張，子公司的外部網絡關係對子公司在多國公司中的

地位有相當大的影響，其影響力是來自於子公司與外部網絡的關係鑲嵌

(relational embeddedness)，使得子公司得到較多的未來產品發展方向的資

訊。而子公司與外部網絡的緊密鑲嵌，是源自於雙方經過不斷的調適來達

成的。Andersson, Forsgren and Holm (2002)進一步將子公司的外部網絡關

係分為事業鑲嵌和技術鑲嵌二大類。其實證結果主張，技術鑲嵌對於子公

司的預期績效和子公司在產品製程發展上的角色有正向的影響；而透過與

外部網絡的技術鑲嵌，外部網絡的事業鑲嵌亦間接地影響了子公司對於其

它姐妹單位在產品和製程發展上的影響力，以及市場的績效。Andersson 
and Forsgren (1996)的量化研究顯示，子公司與外部愈鑲嵌，母公司的控制

愈少；而子公司與內部愈鑲嵌，母公司的控制愈大。 

然而，即使成為了卓越中心，子公司的生命週期也有可能呈現衰退的

現象(Birkinsahw, 1996)。Benito et al., (2003)即透過大樣本的實證研究，發

現位處歐洲但非在歐盟體內的地主國子公司，由於母公司區域策略的執

行，使得這些被邊緣化的子公司，其能力會下降，且負責的價值活動也會

減少。李貴惠等(2007)主張，子公司卓越中心的角色與內外部網絡資源形

成正向的自我增強的循環，然而，如果被外力打破了此慣性，或是自我增

強循環中的動力消失，則反而可能變成負向的循環，此即造成了子公司角

色的減弱或消失。 

3. 貢獻型子公司所整合的標的物－知識的整合 

貢獻型子公司既為一卓越中心，則其能力及知識即有必要散佈至其他

單位，因此，會有大量的知識流出。Gupta and Govindarajan (1991)以子公

司接受知識的程度及創造或提供知識的程度，將子公司的角色分為四類：

(1)知識流出與流入量皆大的子公司，稱作整合性玩家子公司(integrated 
player)；(2)知識流出量高但流入量低的子公司，則稱作全球創新型子公司

(global innovator)，這類型子公司有點像是一個全球的中心；(3)知識流入量

高但是流出量低的子公司，稱作執行者子公司，它們主要是聽從母公司的

指示行事；(4)知識流入量和流出量皆低的子公司，它們是當地的創新者

(local innovator)，這可能是發生在採行複國內化策略 (multi-domestic 

 110



strategy)的多國公司，由於各地子公司自立門戶，因此沒有知識的互動；

也可能是發生在採行跨國策略(transnational strategy)的多國公司，但是該地

主國市場太獨特，所以子公司的知識無法與其他子公司互相利用。 

因此，從知識流出與流入的角度來將子公司角色分類的話，貢獻型子

公司應該屬於整合性玩家子公司：它一方面吸收來自母公司移轉過來的知

識，另一方面又將其內化成為新的知識，然後再移轉到其它需要該知識的

子公司，或移轉回母公司。當焦點子公司的知識儲存價值愈高、分享知識

的動機愈高與知識傳輸管道愈豐富，則從焦點子公司流出的知識將愈多；

當焦點子公司的知識傳輸管道愈豐富、子公司獲取知識的動機愈高與子公

司吸收知識的能力愈高時，則流入焦點子公司的知識亦會愈多(Gupta and 
Govindarajan, 2000)。 

4. 貢獻型子公司與託管中心角色 

託管中心亦是一種重要的子公司角色。成為卓越中心的子公司，亦較

可能成為一個託管中心(Moore, 2001)。所謂「託管中心」，乃是指被母公司

託付去負責某一條產品線在大於地主國市場範疇的研發、生產或行銷等價

值活動的策略規劃與執行的子公司(Birkinshaw, 1996)。Birkinshaw (1996)
發現，當子公司所在地主國有較大的市場、較佳的資源、生產有效率及子

公司有策略性資產時，子公司將較可能被母公司授權去成為一個託管中

心。當該子公司負責託管的產品線與母公司的策略相關性高且子公司創價

能力高時，則該子公司稱為「全部整合型託管中心」(large integrated 
mandate)；若策略相關性高，但創價能力低，則稱作「商品型託管中心」

(commodity mandate)；若策略相關性低，但創價能力高，則稱作「獨立型

託管中心」(isolated mandate)；若策略相關性低且創價能力低，則稱作「利

基型託管中心」(niche mandate)。身為一個利基型託管中心，它必須迅速

提高該產品線與母公司策略的相關性，或是提高該價值活動的加值程度，

否則它極可能被母公司淘汰出局。 

Pearce and Tavares (2000)表示，在區域內的邊緣國或是經濟發展程度

較低的地主國子公司，雖然其地主國市場與母公司的策略相關性低，使得

子公司無法成為一個「全部整合型託管中心」，但是只要子公司有能力，

尚可以主動出擊成為一個次區域的產品中心，負責生產及發展次區域市場

的產品。因此，按照 Birkinshaw (1996)的子公司角色分類，則貢獻型子公

司應自許成為一個「獨立型託管中心」，供應區域內非主流市場內的顧客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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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策略與區域組織結構設計 

雖然自從 1980 年代起，全球策略(global strategy)可以說是國際企業經

營策略的主流(如 Hout, Porter and Rudden, 1982; Levitt, 1983)。然而，經過

了二十多年，雖然各種貿易、要素市場交易和直接投資已經非常頻繁，市

場仍有不完全性存在，世界仍不能算是完全的整合，而是走向了區域性的

整合(Van den Bulcke, 1995; Ohmae, 1985; Ghemawat, 2003)。而且，只有少

數如可口可樂及 IBM 等多國公司，有能力同時在三個最主要的區域經濟體

（北美、歐洲、亞洲）營運成功(Ohmae, 1985)。因為文化距離、管理距離、

經濟距離和地理距離等四種距離所造成的成本(Ghemawat, 2001)，使得多

國公司的跨國營運成本高昂；且多國公司有一些地區限定(location-bound)
的公司專屬優勢(firm’s specific advantage)，是難以跨地區移轉的(Rugman 
and Verbeke, 2001, 2004)，所以造成多國公司離開了母國所在的經濟區域，

經營的表現就較不佳。 

因此，全球策略開始遭受到多國公司經理人的質疑及學術研究上的挑

戰。陸續有學者（如 Morrison, Ricks and Roth, 1991; Rugman and Verbeke, 
2004; Yeung, Poon and Perry, 2001）主張，多國公司須採用區域策略，而非

採用全球策略或複國內化策略－亦即以區域為單位而非以全球或地主國

為單位去思考策略。舉例來說：Morrison et al. (1991)指出，區域策略優於

全球策略；Delios and Beamish (2005)研究了 1229 個日本籍多國公司，發

現多國公司在朝往全球化的過程中，第一階段須先執行母國區域導向的策

略，且並非所有的多國公司皆可以進一步地做到全球化，因為他們無法在

較遠的地理市場仍維持低的交易成本去運用與部署他們的公司專屬優

勢，因此對於大部分的多國公司而言，存活之道就是一直停留在區域策略

的階段；Li (2005)的量化研究主張，因為多國公司在母國區域有與母國較

相近的市場，加上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使得規模經濟、範疇經濟與區位

優勢較容易達成，因此採取母國區域導向的多國公司其績效優於採取全球

策略導向的多國公司；Yin and Choi (2005)以中國為地主國的研究數據主

張，多國公司的國際活動，由於在連結公司專屬優勢和區位專屬優勢上有

其困難，因此其實是區域化的運作明顯多於全球化的運作。 

Rugman and Verbeke (2005, 2007)主張，大部分多國公司的活動是在母

國所在的區域內，理由是在母國區域的「外國人的負債」，較在其他區域

的「外國人的負債」來得低。由於管理者的有限理性，跨區域的管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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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所以多國公司主要是以區域的角度在營運日常的活動。多國公司在

地主國區域，由於沒有互補性的專屬優勢，所以其公司專屬優勢在地主國

區域將快速遞減。由於交易成本隨距離而增加，若要降低交易成本，需要

發展新的專屬優勢，也因此多國公司在地主國發展的一組公司專屬優勢，

常與在母國發展的一組專屬優勢有所不同。Rugman and Verbeke (2005, 
2007)亦主張，從交易成本的角度，多國公司應該採取區域策略，而非全球

策略。 

上述的部分是有關於區域策略的部分。而在區域組織設計的部分，自

從區域策略被注重後，也連帶地被引起了討論。因為為有效地執行區域策

略，勢必有必要設計配套的區域組織，並進行區域內部的整合。 

探討區域組織設計的大部分文獻，主要是著力在區域總部的地點與區

域總部角色。Enright (2005a, 2005b)的量化研究發現，區域管理中心可以分

為區域總部和區域辦公室二類，雖然其擁有的自主權程度有差異，但是都

負責區域內的控制和協調，並且涉入那些有規模經濟和整合需求的活動。

Westney (2006)亦同意 Rugman and Verbeke (2005)所說的：「區域層級的統

治型式之研究，是未來國際企業領域很有潛力的發展空間。」 

Paik and Sohn (2004)主張，區域總部的設立，可以幫助多國公司達到

全球化和在地化兼顧的目標。以 Toshiba 為例(Paik and Sohn, 2004)，Toshiba
在 1999 的改組中，將區域總部拆成了二層：第一層在母公司層級，提供

互補性的活動，如人力資源管理、法務等；第二層則是在事業單位層級，

負責執行主要的企業活動，如製造、行銷等。 

綜上所述，目前的文獻在探討區域整合時，較少有將子公司角色列入

考慮之中。而探討子公司角色的文獻，又多以母公司觀點或子公司觀點，

鮮少有從區域總部的觀點去探討。過去在採行多國策略時，貢獻型子公司

由於各地主國的自立門戶，而無法將優勢移轉到其他事業單位去運用；而

在執行全球策略時，母公司又有可能因為忽視子公司的能力，以使得貢獻

型子公司的能力流失(Bartlett and Ghosal, 1986)。同時，這類型的子公司在

區域策略的發展後，其子公司生命週期的變化則鮮少被注意及討論。 

本研究認為，由於區域的性質與管理者的有限理性，貢獻型子公司的

優勢欲移轉回母國可能是有困難的，然而，因為區域內各地主國同質性程

度較高，這些優勢有機會可以在區域內移轉與擴散。因此，如何透過組織

的設計，有效地將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由地主國限定的子公司優勢，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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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整個區域都可利用的「區域限定的公司專屬優勢」(region-bound firm’s 
specific advantage) (Rugman and Verbeke, 2004)，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之探討問題，即著重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在何種前提下，較可能

被整個區域所利用，以及這將會對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演化造成何種改

變。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有關於區域組織結構的研究是近年來興起的研究議題。雖然過去有許

多量化與質性的研究在探討子公司角色的議題，然而這些研究並未架構在

區域策略的前提之下。而探討區域策略之研究，又鮮少深入至探討子公司

之角色。因此區域策略下子公司的角色轉變，尚屬一探索性的階段。 

當研究者採用科學方法進行研究的時候，可以採用二種不同的邏輯思

維來進行研究。如果採用的是演繹的邏輯思維，則會由理論的建構開始，

然後透過逐步驗證理論的過程，發展出數個研究假說，再進行假說的驗

證；相反的，若採用歸納的邏輯思維來進行研究的研究者，則會由研究現

象的實地觀察著手，逐步歸納出對研究現象的解釋觀點，並發展出理論（潘

淑滿，2003）。其中，量化研究即為演繹的邏輯思維，而質性研究則為歸

納的邏輯思維。量化研究的主張是研究者可以透過科學與中立的資料收集

過程，將資料發展出一般法則，然後將這些法則進一步推論到具有類似特

質的其他對象；而質性研究取向源自現象學，主張每個個體都有獨特性，

無法進一步推論（潘淑滿，2003）。Lofland and Lofland (1984)主張，有關

於組織議題之研究，適合採用質性研究。潘淑滿(2003)亦提及： 

「基本上，質性研究的本質是強調在動態的過程中，對所探究的現象

與行動，落實在社會脈絡情境中，透過全面式深度的探索，了解其豐富的

意涵。不過質性研究之運用受到研究問題與目的之限制，對於探索式的、

不熟悉的議題及低度發展的理論，比較適合運用質性研究方法；相較之

下，對於因果關係之探究或強調控制與預測功能之研究，則較不適合運用

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資料之收集。」－潘淑滿(2003)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了解多國公司執行區域策略對貢獻型子公司的影

響，因此研究方法必須能夠使得研究者對於個案公司的歷史發展能夠充分

地了解，並且能夠蒐集到母公司策略與子公司角色變化的對應關係。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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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張每一個多國公司都是獨特的個體，且母子公司間的對應關係擁

有多層級和多分析單位的現象，且變動的期間不太一致，因此本研究適合

採用質性研究，著重在了解時間維度上事情發生的變化，以及為何演化成

該種形式。 

質性研究又可分成多種方式，例如紮根理論(Glaser and Strauss, 1967; 
Strauss and Corbin, 1998)、多重個案研究法(Eisenhardt, 1989)、敍述策略

(Chandler, 1964; Pettigrew, 1985)、交替模板策略(Allison, 1971; Collis, 1991)
等。這些研究方法的特點，是從實際的組織情境中去收集程序性的資料。

依本研究的性質，較適合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Eisenhardt, 1989)。多重個案

研究法的步驟為：界定一個清楚的研究問題，再使用理論抽樣去收集合適

情境的個案資料，並交互進行資料分析和資料的收集。在研究過程中依賴

研究者以備忘錄的形式隨時記錄有感想的發現，透過研究者詳細描寫每一

個個案，並選擇某些類別或構面進行跨個案間的比較，以有系統的方式印

證及比對個案當中的證據及與文獻對話，來產生新的理論。 

本研究是以台灣為地主國的子公司進行研究，且限定母國為美洲或歐

洲的多國公司。本研究以四種產業內的多國公司進行研究：(1)著重效率的

半導體產業；(2)著重回應地方需求的消費性食品產業；(3)效率和回應地方

並重的運動用品產業；(4)著重效率但受地主國政府政策限制而必須在當地

設廠的汽車產業。 

為使樣本公司具代表性，本研究均以目標產業中的前十大多國公司做

為目標個案，並限定受訪多國公司均採用區域策略，及台灣子公司需符合

貢獻型子公司（具有貢獻母公司全球營運的專屬能力）及中國子公司符合

黑洞型子公司的條件。為決定哪些多國公司將成為目標樣本，本研究是以

Fortune 雜誌的多國公司排行評比為主，以台灣媒體對於台灣子公司經營

表現及角色定位的報導為輔，來決定哪些多國公司符合研究的情境。本研

究在四個產業中，最先接觸的個案公司均表達願意接受採訪的意願。 

在貢獻型子公司的定義中，子公司必須擁有技術、生產或行銷等活動

中，至少一項能力。因此，本研究所訪問的對象，是擁有該能力的部門的

資深高階主管。訪問擁有該能力的部門的高階主管，相較於訪問總經理的

好處有二：(1)資深部門高階主管是對該能力的發展歷程最了解與涉入程度

最深的人；(2)資深部門高階主管會參與該價值活動的策略決策，在多國公

司的矩陣式組織結構中，甚至有可能跳過子公司總經理而直接向母公司呈

報。因此，本研究的訪談者，在其所屬的公司內，均屬於「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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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合適的受訪者。 

個案公司的基本資料與受訪對象請見表 5-1。B 公司是一個行銷託管

中心，其負責公司某一條產品線的亞太地區的託管責任。F 公司是研發託

管中心兼生產卓越中心，其研發與生產的技術是亞太地區其他子公司的標

竿，並負責將技術移轉到亞太地區其它的子公司。A 公司是新產品商品化

的卓越中心，其發展很多的新產品並成為其他子公司的新品上市時的學習

典範。N 公司是一個行銷卓越中心，其行銷的創意手法是亞太地區其他子

公司的學習典範。 

表 5-1 研究二的樣本公司基本資料一覽表 
公司名稱* B 公司 F 公司 A 公司 N 公司 

產業 半導體業 汽車業 消費食品業 運動用品業 
在產業內地位 全球前十大 全球前五大 全球前五大 全球前五大 
母公司所在的

地理區域 
北美 北美 歐洲 北美 

受訪人數 1 人 1 人 2 人 2 人 
受訪者職稱 行銷經理 產品策略協理 (1)前行銷處長 

(2)前品牌經理 
(1) 產品協理

(2) 行銷經理

受訪者年資 6 年 13 年 (1) 12 年 
(2) 6 年 

(1) 7 年 
(2) 4 年 

訪問次數 2 次 3 次 5 次 4 次 
台灣子公司被

母公司所賞識

的能力 

掌握市場資

訊的能力 
品牌管理知

識；研發能力；

生產管理技術

新產品概念發

展流程 
行銷的創

意；流程管理

的能力 
中國市場與中

國子公司情況 
中國子公司起步較晚，子公司能力較小，但市場成長快速，母

公司較為關注，為黑洞型子公司(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 
＊：本研究的個案公司名稱均以匿名表示。 

上述四公司，其台灣的市場相較於中國市場，重要性均較低，而台灣

子公司的能力，相較於中國子公司的能力均較高，符合本個案對貢獻型子

公司的定義。 

表 5-2 為訪談問題提示。由於多重個案研究法的資料分析和資料收集

常是交互的進行(Eisenhardt, 1989)，每一次的個案訪談，均是以研究問題為

導引，再依當時的受訪情境而導引至深一層的問題。如潘淑滿(2003)引用

Berg (1998)：「在整個訪談過程，訪談者不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來進行

訪問工作。通常，訪談者也可以依實際狀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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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訪談問題主要是用於提醒訪談者訪談時應收集的資料面

向，並讓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透過受訪者的回應來發問進一步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問題屬於半結構式的問題，並非是架構在文獻的基礎

與限制上，自訪談一開始即設計好的結構式問題。其原因即在於：本研究

的精神是從資料中浮現及擷取出理論，而非從訪談中驗證既有的理論

(Strauss and Corbin , 1998)。 

表 5-2 研究二的訪談問題提示表* 

訪談的目的在於了解台灣子公司近來年的角色與組織的轉變與母公司區域策略

的關連性。 

一、請說明這個產業的特性。 

二、請問現在台灣子公司跟母公司之間有多少層級？上一次改變是什麼時候？改

變之前有多少層級？為什麼要從過去改變成現在這樣？ 

三、請問區域總部在哪裏？為何設在那裏？ 

四、最近十年以來，台灣子公司的角色或任務為何？有沒有隨著不同時期而有變

化？ 

五、承上題，各時期的角色或任務是由母公司指派的，還是由子公司自己爭取的？

如果是子公司爭取的，那麼又是誰爭取的？怎麼爭取的？為什麼要爭取？ 

六、承上題，各時期的台灣子公司的外部網絡，是否對於子公司在獲得上述角色

或任務時有幫助？ 

七、子公司如何與母公司互動？是否從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得到資源或知識上的

幫助？子公司有哪些人被派遣到其他子公司或母公司任職？子公司有哪些職

位是由外國籍主管擔任？ 

八、在未來，母公司會希望台灣子公司扮演什麼角色？台灣子公司如何讓母公司

了解，台灣子公司有哪些優勢？ 

九、最近五年來，台灣子公司在創價流程上的各項活動的決策權限有何改變？這

樣的轉變對於台灣子公司的績效表現有何影響？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營運表現

有何影響？ 

*：訪談問題隨著受訪者的回答方向而引入深一層的問題，且受訪者並未見到書面的訪談提示問

題，藉以避免受訪者被引導至訪談者想要的答案。 

因此，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並未清楚告知受訪者訪談的主題，而是

請受訪者針對問題，進行事實的描述，因此受訪者被給予相當程度的自由

 117



來陳述其子公司發展的歷史與角色。由於各產業狀況不同，且子公司的發

展情形也不同，各受訪者第一次接受訪問時所陳述的內容之構面極為發

散。本研究往往在進行後面的目標公司的訪問時，發現了前面受訪者未曾

提過的構念，因此又重新訪問前面的受訪者，以驗證是該受訪者忽略了該

構念，還是該構念在該多國公司並不重要。在重覆的驗證下，同一受訪公

司有多次受訪的現象。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逐步了解子公司的歷史，以及在區域策略下的

多國公司組織設計與子公司權責的改變。訪談的內容均寫成逐字稿，將資

料進行登錄並從資料中產生概念，個案之間也進行比較以發現相同的模

式，並藉以確立概念和概念之間的聯繫以建立理論。 

 

第四節 研究發現 

圖 5-1 為研究發現的觀念性架構。在分析資料後，一些主要的概念從

個案中浮現（摘要於表 5-3）。本研究將討論這些概念，並簡短地提出訪談

內容以為證據。 

 

區域策略 

(－） 

貢獻型子公司的自主權

與價值活動長度 

(＋）

1. 外部網絡鑲嵌的重要性程度 
2. 貢獻型子公司消費者在創價上的重要性程度 

3. 貢獻型子公司擔任母公司與區域內的知識移轉角色的重要性程度 

圖 5-1 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圖 

（一）四家個案公司管理作為的描述 

研究發現，受訪的四家個案公司中，在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市場時，

A 公司的母公司，較偏向於直接加重黑洞型子公司的角色；而 B 公司、F
公司和 N 公司的母公司，則是加重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本研究簡略介紹

四家個案公司的區域組織設計於以下幾個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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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研究二的研究發現摘要表 
壹、個案公司管理作為摘要 
一、四家公司管理作為的描述 
（一）A 公司的母公司，較偏向於直接加重黑洞型子公司的角色；而 B 公

司、F 公司和 N 公司的母公司，則是加重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 
（二）B、F、N 三家公司雖都是加重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但是作法有些

不同：B 公司類似於虛擬型卓越中心；F 公司類似於魅力型卓越中

心；N 公司類似於焦點型卓越中心。 
二、貢獻型子公司自主權程度和價值活動長短的改變 
（一）本研究在個案中發現了二種區域化的軌跡：一種是由中央集權演變

到區域集權，如 B 公司；一種是由地方分權演變到區域集權，如 A
公司。二種不同的軌跡，顯示了原本以全球整合達到效率目標的多

國公司，加強了對區域需求的重視；及原本以差異化創造價值為考

量的多國公司，加強了對效率的重視。 
（二）依功能別活動探討各個案公司自主權改變的程度。請參見表 5-4。 

貳、命題的推論 
一、多國公司會利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至整個區域市場的可能原因有以下

三種。 
（一）命題一：外部網絡鑲嵌的重要性程度 

P1：當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有關時，則

當貢獻型子公司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愈高，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

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整個區域市場。 
■對 A 公司而言，由於消費性食品產業並無複雜的中衛體系，也無關稅

保護的問題，因此在生產活動上，網絡鑲嵌的優勢並非是產業的關

鍵成功因素，因此，A 公司的自主權較易被區域總部收回。 
（二）命題二：知識創價與擴散的重要性程度 

P2：當貢獻型子公司的地主國的消費者，在該區域市場內愈具領先指標

意義，則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整個區域市場。

■對 A 公司而言，因為中國的市場甚大，且有很多未被滿足的需求，多

國公司不需要進行太細緻的市場區隔就可以做到生意，因此區域總

部不需要基層有太多的創意（意味貢獻型子公司所擁有的知識創價

與擴散的能力，其重要性不高）。 
（三）命題三：知識內化與移轉的重要性程度 

P3：當母公司愈不了解黑洞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市場，而貢獻型子公司所

在之地主國的性質與前者愈相近時，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

司的能力到整個市場。 
■由於 A 公司並未能扮演移轉母公司知識再轉換為區域性適用知識的角

色，因此其角色重要性會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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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題四：權力歸屬在層級間的移動調整。 
P4：當多國公司擬從全球集權或地方分權改變區域集權時，就會產生授

權程度的改變，亦有可能增加或減少組織層級，子公司的自主權程

度也會受到影響。 

1. B 公司－虛擬型卓越中心與決策權責的分散 

在 2002 年以前，B 公司之母公司採取的是全球策略，有全球一致的產

品線，管理功能也是置於母公司。在此策略下，子公司只單純負責銷售的

工作。自 2002 年起，母公司覺得全球一致的產品線並無法達到因地制宜

的效果，因此授權給位在新加坡的區域總部，針對亞洲開發合適的產品。

區域總部再依不同的產品線，指示不同的經理人專責負責，這些經理人分

散在區域內的不同子公司。台灣子公司就有數位經理人負責這些工作，他

們雖然在台灣上班，但是負責管轄的範圍包括所負責的產品線的整個亞太

地區或大中華地區市場。在此作法下，組織變得很有彈性，也可以快速回

應地區的機會。 

2. F 公司－魅力型卓越中心與經驗的移植 

過去 F 公司的母公司直接到中國投資設廠並且由母公司直接管理，但

長期下來卻發現這種做法幾乎沒有績效可言。近年來母公司了解到「移植

台灣經驗」才是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快速提高中國市場佔有率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爭市場第二名，那唯一有機會就是在幾個市場

（指東南亞和中國市場的成長），所以母公司希望台灣能有更多的支持在

這幾個地方，尤其是在經驗跟產品二方面。經驗是指人的部分，還有知識

的部分，就是指少量多樣等剛才談的，還有雙品牌的管理、生產等這些，

是母公司很需要的。」－ F 公司經理 

因此，F 公司的個案中，F 公司從原先只要專注在台灣市場，轉而放

眼在全亞洲市場，這是由於區域整合而帶來的國際責任的增加。 

3. A 公司－規模經濟的達成 

A 公司的母公司原本讓各子公司有很高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有能

力及野心的子公司即會主動出擊發展很多的市場機會，A 公司即是如此。

自 1988 年起陸續開發數個新產品並在全球各子公司之間獲得好評之後，A
公司即成為母公司極為重視的新產品概念商品化中心。但 2000 年起，母

公司在關稅障礙減少或解除、生產技術進步帶來經濟規模效益、競爭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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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效率的低成本競爭的威脅、以及股市機構投資人要求公司獲利成長的壓

力之下，進行區域的整合。由於區域總部沒有那麼多的人力與能力去觸及

所有的地主國市場，因此將所有的子公司分成數群，分別由次區域總部管

理，中國、香港和台灣子公司就由大中華次區域總部管理。過去 A 公司的

「新產品概念商品化」的角色，也隨著區域的整合而失去了： 

「在配方上面，譬如說，本來有五十種，現在五十種裏面，不能說其

中三、五種合併成一種嗎？因為味道可能已經差別到消費者已經無法辨識

的程度。因此配方就可以統一。統一不是說統一變成一種，你可以統一成

十五種。所以，區域化開始形成，工廠也開始集中。這個不是台灣才面臨

的問題，但是是大部分（市場）小的國家都會面臨的問題。」－ A 公司

經理 

因此，A 公司在母公司追求規模經濟的策略做法下，大部分的價值活

動與自主權被收回到次區域總部。從原先有完整價值活動且自主性很高的

子公司，轉變成單純負責銷售的子公司。 

4. N 公司－焦點型卓越中心與能力經驗的分享 

區域內總有某些子公司的表現優於其他的子公司，如果這些子公司的

能力被侷限在地主國內的話，實是一種資源的浪費。此時區域總部會扮演

發現子公司能力，且將此能力擴散到其它子公司的角色，N 公司的區域總

部即是如此。N 公司在籃球運動的行銷創意與品牌管理能力很強，區域總

部就扮演將 N 公司能力運用到整個區域的角色： 

「他們（區域總部）也會來看，然後，或是說，他們在做的時候，他

們要我們這邊幫他們，去做一些，比如說，一些分享。」－ N 公司經理 

「2000 年來（台灣）的是 Jason Williamsons，然後 2002 的話就是 Vince 

Carter。然後 2003 的話我們稍微改了一下，就是到了這裏又變成區域性的

活動了。我們叫作『battleground Asia』。就是說這個東西呢，他本來的層次

是在台灣自己做，後來大家覺得這個概念不錯，他（指區域總部）把它變

成是一個區域性的活動，所以這個同樣的時間，它就變成是有很多的國家

採用，從日本、一直到韓國，然後到大陸，然後到東南亞，然後跟台灣……

其實對區域來講，他這樣子是很划算的，就是說，我好像一齣戲，我在這

裏演完，然後我在那裏再演一齣，我只是用當地的人。就是我的公式是一

樣的。所以對他來講，他也會覺得很經濟，他又可以控制整個活動的品質。」

－ N 公司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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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蠻好，建立一種方法就是說，當你有同樣的資源的時候，

其實可以分享給其他的國家，像 Vince Carter 來的時候，他也就是又跑到了

香港跟大陸去。那像今年，我們有請國外的球員，他就跑到東南亞去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可以再把這個工具一起來使用。」－ N 公司經理 

N 公司的區域整合作法與 F 公司有點相似，都是運用表現較佳的子公

司的經驗到後進的子公司上。不過這二家公司的作法仍在二方面有所不

同：(1)在 F 公司的個案中，F 公司幾乎是完全複製台灣的經驗到中國及東

南亞市場去，並且採取了主導性的地位；但是在 N 公司的個案中，區域總

部會修改台灣的經驗，然後由區域總部去主導整個知識的擴散。(2)在 F 公

司的個案中，知識的流通與經驗的移植是一種單向的關係；但是在 N 公司

的個案中，N 公司不只流出知識到其它子公司，也同時流入其他子公司的

知識： 

「因為每個國家有他不同的強項，有他不同的弱點，所以這要看你要

問什麼問題，根據你要問什麼問題，然後你會選擇（請教）哪一個國家；

依據你要問什麼問題，然後你會選擇（請教）哪一個人。」－ N 公司經

理 

因此，N 公司在區域化之後，自己較強的能力，可以運用到整個區域

市場；自己比較弱的部分，則可以吸收學習其他子公司的經驗，這是區域

化後帶來的能力與經驗的共享。 

 

（二）黑洞型子公司的角色演化 

子公司的角色，視其能力和營運權責的大小而演化。從個案中，我們

看到由於黑洞型子公司向貢獻型子公司師法一些管理上的技術，再加上其

有較便宜的生產要素，因此被母公司賦予的營運權責也愈來愈多。在未

來，黑洞型子公司有可能成為策略領導者子公司，甚至成為一個區域總

部，負責整個區域的營運。舉例來說：A 多國公司的大陸子公司，即同時

負責了全區域規劃的責任；F 多國公司和 N 多國公司的大陸子公司，也在

近年增加了產品研發設計的角色。這些發現都顯示了母公司對於黑洞型子

公司的重視。 

 

（三）培養黑洞型子公司的能力或是利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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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國公司而言，如果能夠同時培養黑洞型子公司的能力並利用貢獻

型子公司的能力，將是對企業長期的發展有最大的益處。經過跨個案之間

的比較與歸納，本研究發現在某些情況下，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被母公司

重用的可能性較高： 

1. 當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有關時，則當貢

獻型子公司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愈高，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司

的能力到整個市場。 

貢獻型子公司可能由於地主國的產業發展歷史較久，所以有一些經驗

可以走在新興市場的前面，而較晚起步的黑洞型子公司，難以在短時間內

獲得相同的網絡優勢與經驗曲線。請見下例： 

「我們相當大的資源就是，台灣大概前四大車廠，在台灣都大概有三

十年以上，除了 T 公司大概十五年左右。所以基本上，因為久了，人員部

分變成是一個資源，我是指各方面的資源。」－ F 公司經理 

有時候鑲嵌程度不僅止於與供應商及顧客，尚包括相關的支援產業： 

「台灣汽車廠的第一個能力，就是剛才講的設計。那第二個能力是整

合能力，所謂整合能力，我們比較強的，因為我們的電子產業很強，那車

廠跟異業結合相當強，這是我們台灣跟國外比起來，比較獨特的。」－ F
公司經理 

一旦直接運用這樣的資源前進中國，便可以省去黑洞型子公司的學習

時間與成本： 

「後進的這些競爭者要進去的話，你要贏過那些東西，唯一的話，最

快的速度是，就是複製，做移植的動作。那移植要成功才有用，那最快的

移植就是從台灣移植過去，移植裏面有產品移植、生產線移植、人的移

植……等，幾乎是複製過去就對了。台灣怎麼做，那邊就怎麼做，這樣是

最快的，這樣可以很快地掌握它成長的市場。」－ F 公司經理 

「所以他把台灣當成一個典範，一個區域性的典範。……希望台灣的

人過去，要有經驗的人過去，在初期成長或系統在設定的時候、新廠在建

立的時候，利用台灣人，去很快速地導入產品。除了利用台灣人的經驗直

接導入，也同時可以訓練他們那些經驗尚淺的人員，可以很快地跟上。那

台灣的人進去的話，就會帶很多系統進去，關係就會跟著進去，相對應的

協力廠，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優勢，就會跟著中心廠進去，所以整個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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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帶進去。所以這是目前母公司看到台灣子公司的一個優勢。」－ F 公

司經理 

N 公司亦提及，由於其產業市場沒有公開資訊可言，因此，管理市場

的能力必須透過與顧客的鑲嵌。尤其當公司與下游產業的重要玩家連結成

生命共同體時，亦等於同時主導了整個產業的遊戲規則。而這種鑲嵌的技

巧，必須透過與顧客長期的配合才能達成。此時，由於黑洞型子公司尚無

這類型的顧客，便難以在市場上主導遊戲規則，因此它們對市場發展趨勢

的敏感度就會較低： 

「一開始，我們不知道這個洞有多深，就是說市場有多大，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撞到這個牆，可是你絕對不會想去破壞這個市場。所謂不會破

壞這個市場就是說，你不會讓需求跟供給這二條線，完全脫離，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是很可怕的。另外，你是市場的領導者，你不會刻意要去破壞這

個市場，你一定會讓這個市場保持很穩定，保持欣欣向榮，這對領導者就

夠了嘛。所以這樣的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這個出貨的比例 OK 不 OK，

到底經銷商能不能承受的了，這個市場接受度怎麼樣。所以這邊其實對於

我們管理這個市場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可以確定到底是不是會撞到這個

牆。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去管理這個市場，我們可以有高度的把握讓我們的

經銷商賺錢。」－ N 公司經理 

這種由地主國外部網絡鑲嵌取得的優勢，使得地主國市場雖然小，但

是子公司卻受到母公司重視，理由即在於貢獻型子公司具有黑洞型子公司

較欠缺的管理外部網絡的知識，而這種知識對於建立產業遊戲規則是很重

要的。所以，在這種情形下，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較可能被母公司所採用。 

2. 當貢獻型子公司的地主國的消費者，在該區域市場內愈具領先指標意

義，則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整個市場。 

具領先指標的消費者通常具有二種特性，第一是他們通常是早期採用

者。例如 A 公司經理人說： 

「因為台灣有一個特色就是消費者很容易接受新的產品，並不是所有

的國家都是這樣的，願意去嘗試新的東西。台灣有這個特色，所以上市新

產品比其他的地區要容易。」－ A 公司經理 

第二個特性是他們通常是對產品及品質較為挑剔的。N 公司經理人說： 

「台灣小朋友的口味是比較辛辣一點，意思就是說，在顏色或款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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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會中規中矩，他們喜歡比較特別一點的顏色。另外一個就是說台灣

小朋友比較 NBA 導向，就是他今天看 NBA 轉播，偶像明星穿什麼鞋，他

下午可能就會出去找那雙鞋。以前，大概五、六年前吧，只要穿同一個款

式就可以了，但是現在小朋友幾乎要穿到與偶像明星同樣的顏色，就是光

是同一個款式已經沒有辦法吸引他了。」－N 公司經理 

對產品及品質挑剔的消費者常是一種領先指標，如果連挑剔的消費者

都覺得該產品是可接受的，則自然其他的消費者接受程度也高。因此，若

地主國市場擁有挑剔與喜歡新奇的消費者，由於這類型消費者通常具有領

先指標的意義，會使得母公司更注重貢獻型子公司所扮演的角色。 

通常當地主國消費者對產品及品質愈挑剔時，子公司的能力也會愈

強。A 公司經理人說： 

「當你有一群很挑剔或喜歡新的消費者，廠商也會驅策自己，要去符

合這個需要。」－ A 公司經理 

如果貢獻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具有領先指標的消費者，則黑洞型子公司

愈難在短期間內取代貢獻型子公司： 

「因為大陸市場跟台灣走的趨勢是很類似，也就是說台灣可以用的東

西，顧客滿意的東西，可以接受的東西，到大陸應該都是接受。那只是落

後二、三年的問題而已。」－ F 公司經理 

N 公司亦提到，台灣市場的籃球鞋消費者，對於亞洲其它國家的消費

者，具有領先指標的效果，因此其他子公司的產品經理，會來觀摩台灣子

公司成功上市的籃球鞋企劃案－無論在產品定位、顏色組合、品牌行銷與

運動行銷方面的成功案例，都會被他們當成典範來參考： 

「其實台灣在整個亞洲的一些國家裏面，它的籃球的發展是最成熟

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其實大陸跟日本跟東南亞，除了菲律賓之外，他

們都是偏重足球的。韓國是足球跟籃球很接近的，然後日本是足球跟棒球

很接近的。然後大陸大概只有足球吧。菲律賓當然是籃球比較重。所以對

很多人來講，他們會期待台灣這麼一個籃球很成熟的市場，他怎麼來做這

些東西。那像現在大陸也有很像 HBL 的東西，他們也是做一個高中的籃球

聯賽。就是他們會把台灣做過的經驗拿來做一些研究，一種叫作『典範』，

就是說你來看說，耶，這樣子的東西，你到了你的市場，你有沒有可能做。」

－N 公司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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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貢獻型子公司所處的地主國的消費者具有領先指標的意義，因此

雖然地主國胃納量小，但卻正好可以藉此特色成為一個新產品的前測市

場。如果產品在前測市場是成功的，便可以企劃在主要市場上市；如果產

品在前測市場是失敗的，則停止該產品的上市案，如此也可以降低新產品

上市的風險。 

然而，在改變的過程中，如果領先指標不具有意義的話，則貢獻型子

公司被取代的可能性就很大。例如，對 A 公司而言，雖然有部分的子公司

（例如菲律賓和泰國等）會以在台灣銷售的新產品被消費者接受的程度作

為領先指標，但是中國子公司並不會這麼做。因為對中國市場來說，台灣

市場領先了中國市場約有十年－這個領先指標太久了： 

「譬如說，奶粉市場。當我們在溝通小朋友在不同的年齡要有不同的

奶粉，因為他要不同的成長需要。這個是，我們大概在 10 年前，或者在更

早之前，就有這樣的觀念給媽媽。媽媽會知道說，喔 0 到六個月用這個,

六個月到一歲用這個，到了一歲，他的腦力發展，所以他可能要有一到三

歲的成長奶粉。或者是說，不生病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開始有一些免疫力

的東西加進去。三歲之後，可能你要加一些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他不同年

齡的需要。 

可是大陸現在才開始，喔，原來 1 歲是一個階段，所以你會覺得，不

能說民智未開，但是，就是當我們在講說，有些奶粉，你會發現有珍珠奶

啊，或者是膠原蛋白，加這些東西，哈，其實台灣有些奶粉也玩過頭，其

實他不是亂加東西，所以大家都是要來增加價值。但是這一塊大陸基本上

都還只有在高鈣、補鈣而已。」－ A 公司經理 

因此，即使貢獻型子公司所處的地主國的消費者具有領先指標的意

義，仍需視區域市場內的黑洞型子公司與貢獻型子公司對其消費市場有相

同的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亦即此領先指標之數據與知識被黑洞型子公司

所「借用的程度」，會影響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被重用與否。 

3. 當母公司愈不了解黑洞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市場，而貢獻型子公司與黑洞

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市場文化愈相似時，母公司愈傾向運用貢獻型子公司的

能力。 

B 公司經理人說，以前母公司比較集權，但是後來母公司發現這樣下

去的話，並無法掌握到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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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改變可以讓你知道，以前就是，德國開發德國的東西，你各

個子公司－北美、亞洲－能賣就賣。」－ B 公司經理 

F 公司經理人亦說： 

「大概十年前，母公司因為沒有複製台灣的經驗，所以他單打獨鬥，

就直接總部交辦下來，直接用總部的資源、人、產品，直接進到大陸去。

但是在大陸那邊，完全是沒有成果。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文化。」－ F 公

司經理 

B 公司和 F 公司的母公司都因為早期市場開拓的不順利，才體認到文

化差異的影響，因此看重台灣子公司的能力。貢獻型子公司相對於母公司

而言，與黑洞型子公司的文化距離較近；貢獻型子公司相對於黑洞型子公

司而言，其管理技能也與母公司較近，因此正好可以做為母公司和黑洞型

子公司之間的一個溝通的導管。一旦母公司認為貢獻型子公司是一個中介

者的角色時，就會依賴這種溝通的機制，而不會輕易抽離這個導管。 

再看 N 公司的案例，我們可以知道該子公司有吸收母公司能力再轉

換為區域性適用知識的能力： 

「在過去這三年（母公司）可能示範給你看一種所謂的自由的很個人

的打法的感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的小朋友其實他不用一直去模

仿在國外的方法，其實這是告訴你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就是，其實亞

洲人打球不是用那種強力的……你可以順勢而為……它本來的層次是在

台灣自己做，後來大家覺得這個概念不錯，就把它變成是一個區域性的活

動，所以這個同樣的時間，它就變成是有很多的國家同時做。」－ N 公

司經理 

 

（四）貢獻型子公司自主權和價值活動的改變 

1. 依功能別活動探討各個案公司自主權改變的程度 

在多國公司採用區域策略的前提下，若多國公司主要要加重黑洞型子

公司的角色，則貢獻型子公司的價值活動可能會減少，且自主權會降低，

只有銷售活動的自主性可以跟以前一樣（如 A 公司）。若多國公司要利用

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到主要市場，以求迅速獲取主要市場佔有率時，則子

公司的價值活動長度較不會被縮減，且自主權較能夠維持（如 B、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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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研究中，樣本公司的主要價值活動與自主權改變程度如表 5-4
所示。 

表 5-4 研究二的樣本公司價值活動及自主權改變程度表 
公司別 B 公司 F 公司 A 公司 N 公司 

(所處產業) (半導體業) (汽車業) (消費食品業) (運動用品業)
研發生產活動 無影響註 自主權不變 自主權降低 無影響 
新產品發展 自主權提高 自主權降低 自主權降低 自主權不變 
行銷企劃活動 自主權提高 自主權降低 自主權降低 自主權降低 
銷售活動 自主權提高 自主權不變 自主權不變 自主權不變 

註：指台灣子公司原先即不負責該項價值活動，在區域策略採行後亦不負責該項活動。 

(1) 研發生產活動 

如果取消地主國政府對進口商品的限制政策，子公司將結束沒有規模

經濟效益的生產與研發活動，改成從區域性的工廠進口商品： 

「A 公司配合這個整合行動，把在台灣的三個工廠關閉，改成由中國

大陸進口大部分要在台灣銷售的產品。」－ A 公司經理 

本研究四個個案公司中，B 公司和 N 公司是銷售子公司，原先並未負

責生產活動，所以不加討論。 

消費性食品產業並無複雜的中衛體系，也無關稅保護的問題，因此在

生產活動上，網絡鑲嵌的優勢並非是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因此，A 公司

的生產自主權較易被區域總部收回。A 公司原來在台灣有三個工廠，區域

整合後結束三個工廠的生產活動，理由是台灣的需求量太小，在台灣生產

的單位成本會較高。生產活動的集中化，使得協調控制是透過中央決策來

進行，因此台灣子公司幾乎完全被動式地接受了區域總部的整合計畫。 

F 公司因為受到地主國政府的關稅政策之影響，所以仍在台灣維持自

給自足的生產活動。同時，由於黑洞型子公司的生產與市場管理經驗均較

不足，故區域總部亦派遣台灣子公司的中高階主管，去管理黑洞型子公司。 

(2) 新產品發展活動 

F 公司和 N 公司所處的產業是對流行趨勢較為敏感的產業，所以需常

常對市場提出具衝擊的創意。因此 F 公司和 N 公司的知識創價的重要性在

產業裏仍是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B 公司處在產品生命週期短的產業中，

知識創價的必要性亦高。因此，這三家公司的新產品發展活動的創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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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維持其自主權，且有來自母公司的資源並擁有將之吸收轉化為當地可以

理解的知識或可以接受的產品之能力。 

知識也有必要予以擴散以謀求整個區域的最大效益，因此 F 公司在發

展創意的同時，仍會受到上級單位更多的控制，以確保其創價的結果得以

產生全區的最大利益：  

「過去小規模的研發是可以，但基本上都是委外出去。那現在我們設

這個研發中心，變成能力增強，也連接到區域的設計中心，得到一些資源。

但過去能力小，委外做，但不必呈報上級；但現在能力強了，但中央也要

求更有紀律，因為他要希望產品要有一致性。」－ F 公司經理 

A 公司在採取區域策略之後，區域總部扮演了市場開拓的角色，決策

權集中到區域總部，因此子公司層級就比較不需要規劃的活動： 

「當然說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容許台灣子公司去發展任何的策略。發展

策略是一個禁忌，因為所有的策略都應該在大陸（指區域總部）做。」－ 

A 公司經理 

A 公司原本是一個新產品創意商品化的卓越中心，但是在區域產品線

縮減以追求生產與行銷活動的效率性、加上因為中國尚有很多未被滿足的

市場需求的情況下，多國公司不需要進行太細緻的市場區隔就可以做到生

意，因此區域總部不需要貢獻型子公司提供太多的差異化產品的創意： 

「台灣以前會因發展一些新配方、新產品這些東西而受到母公司的重

視。但是對於大陸（指區域總部）來講這個都不重要。他重點是要發展大

陸的人喜歡的東西，他要的是經濟規模。想法已經不一樣了。」－ A 公

司經理 

相較於其他三家公司，A 公司可以做為母公司和黑洞型子公司之間的

「知識移轉」的跳板的空間亦較低： 

「食品是這樣，食品跟高科技不一樣，你不是在追求最新奇而又最先

進，因為食品本身並沒有先進可言，並不是說食品不先進，就好像說你在

看一個畫，跟先進跟高科技一點瓜葛都沒有，那個東西你是在看背後的文

化或是他畫表達的意境，或是他的訴求。」－ A 公司經理 

在上述情況下，由於 A 公司較無創價活動的知識擴散的必要性與知

識移轉的的空間，因此，自主權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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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行銷企劃活動 

在區域策略下，子公司的行銷活動被限制在必須遵循區域總部制訂的

遊戲規則內去發揮。不過，區域總部的遊戲規則，有可能是參考貢獻型子

公司的建議而發展的： 

「過去的行銷活動，可以完全由台灣決定，但是現在必須要呈報亞太

總部核准，主要的原因是要控制所傳達的形象。所以即使促銷費用只花費

一元的成本，也是一樣要往上呈報。」－ N 公司經理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比如說他們在發展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他們也

必須要大家來幫忙。畢竟國情還是有點不一樣嘛！那怎麼樣把它弄到大家

覺得沒什麼問題，或是他選的運動明星，是不是大家可以認可的。這當然

會從子公司的資料再回到區域總部。……所以，最後大家跟著他（指區域

總部）的指導方針，他希望呈現出來的訊息是什麼，該有的大家都有了。

比如說，你應該要有 hip-hoop 的舞者的表演，那剩下的你是一對一的，還

是三對三的，你這個東西你自己去消化，然後包裝成二個小時的活動，就

是這樣。……當然你到最後說，這個東西到底完不完全符合台灣（指台灣

子公司）的想法，可能沒有 100%像你自己做的那樣子，但是無論如何，他

訂了一個很好的品質的標準。」－ N 公司經理 

「（目前）產品本身是中央集權到區域總部，另外從產品衍伸的策略，

例如價格策略、品牌策略、行銷策略，倒是會尊重到國家（指子公司）的

策略。但是前提是這樣的策略之下，你要達到利潤目標。……基本上過去

是分權的啦，但現在基本上有點在想要做區域性的品牌定位。因為廣告的

開發，費用是很貴的，所以他（指區域總部）現在想要做區域性的廣告，

假設我在亞太地區做一支廣告，那我整個亞太地區都可以撥。所以未來有

可能走向從……現在各地區的品牌定位和廣告，變成區域性。」－ F 公司

經理 

以上二家公司在行銷活動的自主性都有降低的趨勢，主要的目的也是

要確保貢獻型子公司創價流程中的創意展現，能夠產生全區的最大利益。 

另外，如果本來是採取全球策略的多國公司，在母公司改採區域策略

之後，子公司的自主權將比以前提高。B 公司由於客戶主要都是全球型或

區域型的客戶，區域總部是以資訊系統或資料庫管理的方式，進行跨地理

疆域的整合。而 B 公司深入當地市場，與客戶擁有良好的關係，並有良好

的市場資訊掌握能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B 公司的行銷活動的自主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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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較高。 

(4) 銷售活動 

由於銷售活動是最需要因地制宜的活動，因此各貢獻型子公司仍然維

持很高的自主性： 

「目標設定之後，這些空間都是你自己的。國外（指母公司及區域總

部）是不管你的。所以銷售方面國外反而是比較不管的。」－ F 公司經理

人 

2. 二種不同的自主權改變方向 

本研究在個案中發現了二種區域化的軌跡，一種是由中央集權演變到

區域集權，如 B 公司；一種是由地方分權演變到區域集權，如 A 公司。另

外 F、N 二家公司，則同時可從它們身上看到某些功能活動由母公司授權

到區域總部，且某些功能活動，原本是由子公司決策及執行的，現在被區

域總部收回。但總體而言，子公司自主權降低的個案數較自主權增加的個

案數來得多。 

二種不同的軌跡，顯示了原本以全球整合達到效率目標的多國公司，

加強了對區域需求的重視；及原本以差異化創造價值為考量的多國公司，

加強了對效率的重視。以 F 公司為例， F 公司在區域化以後，就扮演了滿

足亞洲地區需求的新產品設計與開發的角色，在區域總部的領導下，進行

對亞太地區的創價行動。再以 A 公司為例，原本 A 公司的母公司是讓各子

公司在地主國市場獨自操作，各子公司有很大的自主權，現在則是要將台

灣、香港和中國的產品線統一，原因就在於過去的產品數目太多，難以創

造規模經濟，現在把二岸三地口味相似的三、五種產品，統一成一種產品，

集中大量生產，就可以創造出規模經濟。所以，為了將各市場的產品線統

一並進行大量生產，子公司的自主權就降低了。這就是為了經濟規模，犧

牲差異化的利益。  

3. 權力歸屬在層級間的移動調整 

當多國公司打算從全球集權改變為區域集權，或是由地方分權改變為

區域集權，一個主要的決策便是分別要授權多少給區域總部和各地方的子

公司。 

以 A 公司為例，A 公司的母公司在全球有一百多個子公司，過去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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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做法是授權給各個子公司獨立運作，全球僅設有三個區域總部負責協

調監督與財務的管理。現在母公司想要追求效率，但是卻發現以母公司甚

至是區域總部的人力，沒有能力同時掌控一百多個子公司。此時每個層級

分別要進行哪些決策與行動的整合，就必須要制訂清楚的規範： 

「你在集權的過程中，你發現區域總部無法深入到每個市場，所以你

為了要集權，你要劃分成一些次區域，你因此會釋放某些權力到次區域總

部。」－ A 公司經理 

另外，原本著重全球整合的多國公司（如 B 公司），為了取得市場的

機會，打算分權給子公司，但是這麼做是難以管理的，因此就授權給區域

總部去管理各個子公司，區域總部再依照各個不同的價值活動，再決定分

別要授權多少給子公司。 

 

第五節 討論 

（一）本研究所發現的命題與區域策略情境的關係 

本研究的命題發現所著重的是探討貢獻型子公司被黑洞型子公司「取

代」的可能性與速度，因此著重的構面不只在於這些因素是否加重了子公

司的角色，而更著重在這些因素是否有助於降低貢獻型子公司的營運責任

被其他子公司搶奪的威脅。 

從此角度分析之，則由於在全球策略或複國內化策略的前提下，各子

公司分別是聽命母公司的單位或是獨立自主的經營者，因此，子公司之間

的競爭關係，以及營運責任搶奪的可能性均較低。所以，此情境不必然能

類推至當母公司不是採取區域策略時，貢獻型子公司角色降低的原因。 

另外，本研究也必須強調，這些因素是發生在該區域內只有黑洞型子

公司與貢獻型子公司的時候（亦即沒有策略領導者型子公司時），貢獻型

子公司生存空間的探討。一旦黑洞型子公司的能力養成，成為一個策略領

導者型子公司時，這些命題便未必成立。因此，台灣子公司的角色的確有

可能只是暫時性的，一旦中國子公司成長為策略領導者型子公司後，即有

可能不再需要台灣子公司。然而環境會改變，因此，所謂「市場重要性程

度」的定義，仍有可能會隨著時間而轉變，屆時台灣子公司仍是有可能找

到新的市場契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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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文獻的對話 

過去學者對於多國公司子公司角色分類的研究，是架構在全球的角

度，認為不同的子公司應有不同的角色，例如：Jarillo and Martinez (1990)、
Taggart (1997a, 1997b)等。這些研究並無法連結在區域策略下，子公司應扮

演何種不同的角色。 

Yeung et al. (2001)量化調查發現，有愈來愈多的多國公司在亞洲設立

區域總部，其設立區域總部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是亞洲區域離他們的母

國很遠；第二是這些多國公司擬採行區域策略，因此，設立區域總部去執

行其區域策略。 

本研究是架構在多國公司已執行區域策略和設立區域總部後，區域總

部會如何設計子公司之間的互動關係。有人或許會主張，區域策略是具體

而微的全球策略，子公司角色的研究與多國公司採行全球策略時並無不

同。然而，本研究主張，由於多國公司採用了區域策略，以區域的角度在

執行策略規劃，區域特殊的需求，更會因區域策略的執行，被更加地放大

與重視。而最大的差異就是，子公司的能力被運用的程度會有所不同。 

本研究所選擇的四家焦點公司，均為多國公司內部的卓越中心或託管

中心。這四家焦點公司的能力，主要是來自於與其共生與競食的系統。這

些網絡關係，造就了四家焦點公司成為多國公司內部的重要的卓越中心或

託管中心。然而，雖然有高度的能力，但是由於地主國市場的策略重要性

相對於中國均較低，因此成為了有能力但策略性低的貢獻型子公司。 

由於地主國政府是否選擇加入某一個區域的經濟整合活動，或是母公

司欲如何劃分區域市場並進行整合，並非子公司所能左右的決策，因此本

研究即站在貢獻型子公司的立場，探討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為何在某地主

國的子公司（前提是子公司有能力者），有的能力和價值活動減少的較慢、

有的較快，甚致有的能力和價值活動不減反增。 

在本研究中，四家公司採行區域策略後，A 公司與 Benito et al. (2003)
的研究結果較為相似－亦即能力和價值活動減少的較快速；B 公司和 F 公

司的能力和價值活動不減反增；N 公司的能力和價值活動則跟過去較為一

致。本研究歸納出的原因包括：網絡優勢是否為關鍵成功因素、消費者是

否具領先指標因素，以及母公司是否了解該區域市場等原因。這些因素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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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識內化與移轉擴散的必要性程度有關。 

Andersson 和 Forsgren 的一系列研究，支持了子公司的外部網絡關係

會影響該子公司在多國公司內部的地位，這些研究顯示出內外部網絡的重

要，但其研究的情境並未設定在區域策略的架構中。而本研究的結果支持

了網絡因素對於區域整合的決策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當貢獻型子公司

的外部網絡關係是該產業玩家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時，貢獻型子公司的地

位就愈不可取代，而區域總部愈有可能借用貢獻型子公司的經驗到黑洞型

子公司。亦即，貢獻型子公司的角色貢獻，是在於他的區域限定（而非地

主國限定）的公司專屬優勢，尤其是人才流與知識流的部分。 

在本研究中，貢獻型子公司的知識儲存價值高，且由於文化相似，有

較多種的傳輸管道，因此從焦點子公司流出去的知識較高。因此，若貢獻

型子公司期望持續維持其角色地位，維持知識流與人才流的暢通性有其必

要性。 

 

（三）子公司自主權、卓越中心類型與產業特性的關係 

1. B 公司 

B 公司是處在產品生命週期變遷快速的半導體業中，在未執行區域策

略前，採取的策略為全球策略。全球策略下的子公司，多為執行者的角色，

子公司的能力普遍較不足。因此，在採取區域策略之後，區域內能力較佳

的子公司，其角色可望加重。 

由於產業變遷快速，所以 B 公司採用了虛擬型的行銷卓越中心的組織

設計型式，以快速連絡各地的創新機會。此點符合了 Moore and Birkinshaw 
(1998)所說的虛擬型卓越中心的設計目的。而在虛擬的組織中，B 公司得

以保留比以前更多的自主權。 

2. F 公司 

F 公司是處在具有整合壓力但過去各子公司卻自立門戶的汽車業中，

所以子公司的能力參差不齊。貿易自由化後，地主國政府對地主國的保護

措施減少，多國公司可以更有效率地進行區域內的整合，因此這類型產業

下的子公司，被預期應該會有最大程度的角色波動。然而，由於過去多國

公司為因應地主國的產業政策，多已在各地主國有一些資源投入，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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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屬於沉没成本，且各子公司由於地主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已與地主國的

供應網絡連成了密切的關係，因此多國公司在追求效率的同時，仍會考量

這些既存的資源與網絡關係之運用，此時貢獻型子公司有可能會與黑洞型

子公司形成分工互補的角色，負責那些非主要市場需要的次要產品。 

F 公司採取的是魅力型生產卓越中心，透過人力的移轉，將網絡關係

與管理知識帶入其他的子公司內。在台灣的研發部門則是焦點型研發託管

中心。 

3. A 公司 

A 公司是處在有回應壓力的消費食品業。著重回應地方需求的產業，

在未執行區域策略以前，各子公司各自為政，有較大自主權，亦有可能發

展出較多的子公司專屬的優勢。在執行區域策略之後，子公司勢必會被收

回部分的自主權，且依其能力知識的可移轉程度，適當運用到區域市場。 

A 公司本來是一個焦點型的新產品概念商品化卓越中心，因為區域內

的產品生命週期階段不同，所以新產品概念商品化中心的角色不再。 

4. N 公司 

N 公司則是處在整合壓力與回應壓力兼具的運動用品業公司。N 公司

是一個焦點型的行銷卓越中心，對於生產哪類產品的提案權可能得以增

加，然而區域總部為了一致化的操作區域市場，亦可能會增加對各子公司

的限制。 

這類產業內的子公司，原先可能在母公司的監督下，在給定的範圍內

展現其自主權。在區域整合之前，這類型子公司可能面臨的情況是，上游

的價值活動採取全球整合，而下游活動則因地制宜。在採取區域整合之

後，可能變成區域的產品線，而行銷活動亦有可能變為以區域為單位，採

取區域的行銷活動。 

 

本研究結果顯示出產業特性對於貢獻型子公司角色的發展有影響，

如：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如網絡鑲嵌是否為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產

品特色與生命週期以及貢獻型子公司所處地主國之消費者是否為產品生

命週期中的早期採用者、產品是否與高科技或文化意涵有關、產品是否在

不同的區域市場有不同的使用上的意義等。這些因素都是可能影響貢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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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角色發展的產業因素。 

 

第六節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探討多國公司採行區域策略對於貢獻型子公司的影響。研究發

現，當多國公司採行區域策略時，貢獻型子公司的組織角色將會與過去採

行複國內化策略或全球策略時有所不同。 

本研究發現二種區域化的軌跡，一種是由中央集權演變到區域集權，

如 B 公司；一種是由地方分權演變到區域集權，如 A 公司。而區域化之後，

決策歸屬會在組織層級之間移動。子公司的角色亦因區域整合而產生變

化。B 公司的母公司由全球整合的中央集權，轉變成區域整合，並依各子

公司的不同能力進行權責的分配；F 公司將生產經驗與管理經驗移植到區

域內其它的子公司；N 公司則除了將經驗移植到其它的子公司外，也從區

域內其它的子公司吸收經驗與能力；A 公司則是在母公司追求規模經濟的

策略重點下，大部分的自主權被收回到次區域總部，並與中國子公司進行

價值活動的整合。 

在以下情況，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被母公司重用的可能性較高：（一）

該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有關，而貢獻型子公

司與外部網絡的鑲嵌程度很高；或（二）貢獻型子公司的地主國的消費者

在區域市場內具有領先指標的意義；（三）貢獻型子公司比母公司更了解

黑洞型子公司的地主國市場時。 

在區域策略下，貢獻型子公司的價值活動長度可能會變短，生產活動

與產品研發活動有可能被區域總部收回以便集中管理。長期策略規劃的角

色也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最有可能繼續擁有的價值活動是行銷活動與

銷售活動，然而，行銷活動的自主性仍會降低，僅銷售活動可維持極高的

自主性。 

Rugman and Verbeke (2004, 2005, 2007)強調大部分的大型多國公司都

將焦點放在母國所在的區域，因為在他們自己母國所在的區域能得到規模

經濟和範疇經濟上的優勢。Westney (2006)認為 Rugman (2004, 2005)關於區

域策略與組織結構的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它同時挑戰了贊成全球策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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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全球化的支持者。Westney (2006)說： 

「從 Rugman 等人提供的數據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亞太地區對美歐多

國公司而言，是挑戰最大的區域。Rugman 等人提出了一個區域層級的統治

型式，但是沒有深入地探討在什麼產業和什麼公司，用什麼樣的型式比較

好，而 Rugman 等人也表示這是未來國際企業領域很有潛力的發展空

間。……另一個 Rugman 等人所提出來的重要議題是企業價值鏈活動上游

和下游活動的不同的區位邏輯。這個議題已經被那些研究策略議題的學者

們探討許久，但是國際企業領域還沒有投入很多的注意在多國公司的策略

和組織演化的研究。如：重分配價值活動可以帶來較大的市場投入嗎？價

值活動的重分配對於政治和文化上的挑戰是什麼等等，這些議題都值得國

際企業研究領域內的學者來關注。」 

本研究以歐美多國公司在亞洲的組織調整為研究情境，研究的發現可

以對多國公司的策略和組織演化之研究有所貢獻。而在實務意涵上，本研

究以為，由於大中華圈內的政治和文化議題在近年來影響多國公司策略佈

局頗大，而本研究以大中華圈為研究的地理範疇，以位在台灣的多國公司

的貢獻型子公司為研究焦點，本研究之發現在管理實務上應有參考價值。 

 

（二）建議 

1. 對母公司及區域總部的建議 

貢獻型子公司可以在規劃、創意、創新及管理上，對區域貢獻價值。

母公司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透過中高階經理人，將這些優勢「移植」到區

域內其它的國家，以求快速見到經營績效。加上區域內的文化距離較近，

因此優勢的移轉－子公司之間優勢互相移轉相對於母公司移轉給黑洞型

子公司－也較為容易。 

以貢獻型子公司的能力，去養黑洞型子公司的市場，是區域化的一大

好處。如 F 公司經理人說：「因為台灣的量太小了，很難獨立出來，而且

台灣獨立出來，也未必得到好處。因為以量而言，台灣市場的潛力很小，

唯一的機會就是跟大陸做綜效。歸在大中華下面，由大中華來統籌資源分

配，以大陸市場的量來支持台灣。」如此可使得區域內的貢獻型子公司和

黑洞型子公司互利共生，共創區域的最大利益。 

另外，子公司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母公司設立了區域總部之後，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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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向子公司借調人才來進行區域的管理，所以區域總部不應忽略子公司

人才管理的議題，也應避免發生總部科層症候群(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
的管理盲點－亦即避免完全由總部擬定策略，而子公司僅作配合執行之角

色－因為此做法將有可能使子公司喪失創新的能力。 

2. 對貢獻型子公司的建議 

貢獻型子公司應保持本身有充足的競爭能力，以伺機而動，並與區域

內其他子公司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貢獻型子公司應了解黑洞型子公司的

市場機會與其自身的限制，再從自己可以與黑洞型子公司互補共生的角度

切入，去尋找本身的利基。 

貢獻型子公司若要保持本身有充足的競爭能力，可以從三個方面下

手：(1)對區域內的其他子公司持續地注入各項知識與能力；(2)提升地主國

市場的策略重要程度；(3)隨時準備伺機而動與尋找角色空間。 

在對區域內的其他子公司持續地注入各項知識與能力方面，貢獻型子

公司為了能保有對整個區域的持續貢獻，應不停地從區域外或地主國吸收

新的管理知識，再將此知識傳授或灌輸給能力較低的黑洞型子公司，目標

在成為一個資訊流出和流入量均大的整合性玩家(Gupta and Govindarajan, 
1991)，這樣其營運權責才能一直發展下去。為成為整合性玩家，貢獻型子

公司應有較多的外籍主管以吸納更廣的區域內外部的知識、與母公司有相

近的價值觀和規範、與母公司、區域總部及其區域內其他子公司有較高密

度的溝通(Gupta and Govindarajan, 1991)。 

在提升地主國的策略重要程度方面，貢獻型子公司應設法遊說母公司

及區域總部同意使地主國市場成為主要市場的前測市場；或透過公關政

策，勸服地主國政府設計更有效的產業政策，促使產業群聚與相關產業網

絡的更趨完善，以加強整個地主國市場的相對重要性。為求達到一定的效

果，貢獻型子公司必須由與地主國政府關係良好的國家經理人擔任。此

外，子公司高階主管對於公開性活動(如參與社區活動和公益活動等)的參

與程度須有所提高。 

在隨時準備伺機而動和尋找角色空間方面，貢獻型子公司的經理人應

該主動積極地挑選一些黑洞型子公司沒有餘力執行的利基型產品。這類產

品可能策略重要性較低，但是在競爭者壓力下，母公司又不能輕易放棄。

貢獻型子公司如果可以是這方面產品的專家，一方面可以保留住子公司的

能力，一方面又可以分擔黑洞型子公司的責任，使其得以專注在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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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市場。 

3. 對區域經濟體內的次要市場的地主國政府的建議 

在經濟區域下，由於關稅壁壘與貿易障礙已解除或減少限制，多國公

司已經不再在每個國家生產產品，多國公司的經營不再被國家的疆界所限

制。但是在另一方面，各種深度或淺度的區域整合計劃使得世界被分割成

數個區域。在區域經濟體內，由於地利或政策等因素，各地主國被劃分成

為主要市場的地主國與次要市場的地主國。多國公司在進行投資計畫與資

源分配時，也會因為該地主國是否為主要市場，而影響其決策。如果位於

邊緣地主國的子公司本身沒有專屬優勢，將可能面臨被減資或縮編的命

運。 

由於當地主國消費者具有領先指標時，則子公司被主要市場的子公司

取代的可能性較低，因此區域內的次要市場的地主國政府的努力方向之

一，即在維持消費者的領先指標。政府應建設地主國成為一個高品質的居

住環境，創造消費者的財富，以培養出消費者對品質及設計的「挑剔」的

特質。所以政府應以「質」取勝，而非以「量」取勝，以適合研發與創新

的優良環境吸引以研發見長的多國公司到地主國投資。唯有地主國的消費

者具有高度的水準，地主國才會有機會利用這項競爭優勢去維持其前測市

場與研發創意中心的地位。 

其次，地主國市場是否具有策略重要性，除了視其市場胃納量的大小

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其是否是主要競爭者的母國(Bartlett and 
Ghoshal, 1986)。市場胃納量的大小可能與地主國市場人口數目有關，因此

要從量的角度去提升市場重要性，在短期內可能有其困難。然而，從瑞士

等國家的經驗得知，即使是人口很小的市場，仍是有可能發展出全球非常

重要的競爭者。因此，地主國政府仍可透過本身的產業政策，在具有相對

的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內，致力培養出重要的品牌商－而這將吸引產業內

其他的競爭者，提升對該地主國市場的投資，便可提高了在該地主國市場

內的子公司的重要性。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探討多國公司採行區域策略對台灣子公司的影

響，由於個案數有限，所得的可能結果不具普遍性，但是此種研究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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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高，且一個詳細的個案的發展對於了解新興現象上是很有幫助的。 

其次，多國公司在全球環境的變遷下，策略和結構必須隨之調整。由

於本研究把重心放在結構調整的議題上，強調結構隨著策略而調整的過

程，因此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但是結構的調整並非短期間可完成，且影

響多國公司績效的因素眾多。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將焦點著重在

結構的變化上，因此難以評量影響多國公司績效的多方因素。基於此一限

制，本研究並未將研究結果與績效相連結。然而，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均

為各產業內的著名廠商，且績效均優於產業一般水準，因此本研究認為這

些企業的作為，仍值得後進者學習。 

第三，本研究的受訪公司為貢獻型子公司的經理人，缺乏在母公司或

區域總部層級的經理人以綜觀的角度說明貢獻型子公司所扮演的角色與

未來對貢獻型子公司的規劃，這是本研究不足之處。 

後續的研究可以地主國政策為主題，探討在區域整合的環境下，非主

要市場的地主國政府應該採取何種措施，以吸引多國公司繼續在此投資。

另外，也可探討多國公司區域整合的策略佈局，以及不同層級的區域總部

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執行的功能。此外，後續的研究也可以採子公司競合的

觀點，探討區域內的姐妹子公司，如何透過合作與內部的競爭，使整個區

域的發展均可以向上提升。若可以選擇一焦點多國公司，探討全區域內的

各子公司在某一段時期內的相對演化方向及競合關係，必然可以帶來許多

的學術與管理涵意。最後，區域總部對母公司而言，可以說是高一層級的

子公司，故區域總部與子公司所分別扮演的角色，是互補或是替代關係較

深，亦可為後續須研究的方向。 

從個案中可看出，各個個案公司區域化的做法不盡相同，或許這與產

業特性有關，也或許與多國公司的專屬優勢及競爭條件有關，更或許是與

地主國的競爭優勢有關，這些都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