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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第一節介紹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在整合產生綜效之運用，第二節介

紹會計師業界相關文獻，第三節則提出研究延伸。 

第一節  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在整合之運用 

一、整合產生組織綜效 

司徒達賢(2005)所著「管理學的新世界」中提到「整合」是指「發掘、

結合、且有創意地運用這些來自各方的資源、資訊、知能，並使各方的決

策與流程能與我方目標配合。」。簡言之即是整合各方的目標與資源，以共

同創造價值，而整合也是企業綜效價值的來源。 

Kaplan & Norton(2006)在「Alignment :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corporate synergies」對已實施平衡計分卡公司

的分析，將其分為三類分別是列入名人堂平衡計分卡組織、成功平衡計分

卡組織與低效益平衡計分卡使用組織，在進行高階主管動員、策略轉換、

組織整合、激勵員工與整體管理等五項流程的評比後，結果發現屬於名人

堂的組織在策略管理整合作業部分績效遠優於其他兩類，如圖２－１所

示。故就組織而言將總部、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的策略整合讓團隊朝共同

策略目標努力，將能為組織創造綜效提高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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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佳
策
略
管
理
實
踐
程
度

名人堂平衡計分
卡組織

成功平衡計分卡
組織

低效益平衡計分
卡組織

５.０

４.５

４.０

３.５

３.０

1.高階主管
動員作業

2.策略轉
換作業

3.組織整
合作業

4.激勵
員工

5.整體管
理作業

最佳管理實踐

參與者是依五種分數等級來評鑑自己在管理作業上的卓越程度
（１＝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糟；２＝我們在這方面並不擅長；

３＝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可以；４＝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５＝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棒）

 

圖２－１  管理卓越與獲益程度兩者間之關連性 

資料來源：Kaplan, R. S. and D. P. Norton. 2006, Alignment :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corporate synergies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4.  

 

分析組織綜效來源，主要是整合能創造「顧客衍生價值」與「組織衍

生價值」，前者是組織對顧客提供服務直接讓顧客滿意的回饋價值，後者則

是組織將各事業部門及服務部門的作業加以整合所創造的價值。綜效價值

就是來自「組織衍生價值」也稱為「組織價值主張」，其方式多元與複雜，

例如整合生產工廠後勤支援、全體組織資訊系統共用、研發團隊的相互交

流等均屬之。若將組織平衡計分卡各構面綜效進行整合與彙整，可歸納如

表２－1所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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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1  企業綜效來源 

企業計分卡 企業衍生價值的來源(策略主題) 

財務綜效 

為增加股東價值，各業務部門間

要如何組合與整合去提高效

益？ 

 內部資本管理：有效管理內部資本市場

和勞動市場創造綜效 

 整合公司品牌：在單一品牌下統合不同

事業單位推廣共同的價值主張 

顧客綜效 

我們該如何共用顧客構面，以提

昇整體顧客價值？ 

 交叉銷售：透過交叉銷售不同事業單位

的產品與服務創造價值。 

 共同價值主張：依循總公司標準為多樣

化產業銷售，創造一致品質水準的購買

經驗。 

內部流程綜效 

我們該如何管理各作業流程，以

達到規模經濟或價值鏈整合的

目的？ 

 共用服務：在關鍵性後援流程上共用系

統、設施與人力，創造規模經濟。 

 價值鏈的整合：在該產業的價值鏈整合

相關流程創造價值 

學習與成長綜效 

我們該如何發展和分享本身的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在人力、資訊和組織資本的

無形資產經由分享與共用產生競爭力。

資料來源：Kaplan, R. S. and D. P. Norton. 2006, Alignment: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corporate synergies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1. 

 

Kaplan & Norton(2006)再進一步說明組織計分卡的財務、顧客、內

部流程與學習與成長構面各自分析整合策略價值如下： 

(一)整合財務策略之綜效 

財務構面創造綜效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為透過控股公司模式運

用財務競爭力與實務經驗去執行作業創造綜效，此模式常見成功案

例為投資公司或私募股權公司，成功的原因為領導者具有投資智慧

掌握對的行業，例如Berkshire Hathaway集團領導人華倫．巴菲特

即屬之，獲利模式大都為低買高賣。控股公司亦可經由統籌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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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有效運作，密切監控與管理被投資公司長期績效與高階主管共同

創造效益，例如FMC Corporation 能在多元化產業適當分配投資與

避免風險創造高效益。 

另一方式係藉由品牌與企業主要議題連結，由總公司運用實體

組織資源、能力或資訊從中協助創造價值達成財務綜效。許多高度

多角化經營的企業，總公司擁有獨特的競爭力，例如高效率製程、

高度技術與品牌知名度等，加以整合能產生綜效例如GE集團即屬

之。品牌策略同時是一種協助企業吸引投資者與顧客目光的有效模

式。 

(二)整合顧客策略之綜效 

顧客構面綜效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是對共同顧客群交叉銷售，

此係對相同客戶行銷多元產品、提供創新服務與維持一致服務品質

提高顧客忠誠度與購買金額。例如藉由廣告包裝宣傳、重新設計流

程導入多種商品或服務增加營收。另一為共同顧客價值主張的綜

效，許多企業為所屬事業部門提出共同顧客價值主張，使其均能確

實履行提供相同品質的商品與服務而創造價值。例如速食店、量販

店、加油站、超商與連鎖飯店等均屬之。 

(三)整合內部流程策略之綜效 

分享不同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的共同流程與服務是創造企業衍

生價值常用方法，主要方式有兩項，一是企業集中化達到經濟規模，

例如花旗銀行合併銀行後端支援部門和收購其他金融機構創造經濟

規模。另一是資源集中化的企業，將關鍵流程連結到共用系統、設

施與人力，創造規模經濟並更專業化。在內部流程運用價值鏈的統

合可整合該產業的上、下游甚至橫向發展，提供顧客更全面性與貼

近需要的服務。 

(四)整合學習成長策略之綜效 

在以知識為主的經濟體系中，學習成長面的重要議題是將無形

資產轉化為具體成效。主要包括培育領導人才與發展組織、人力資

本發展及知識分享三種基本流程。就培育領導人才與發展組織而

言，發展與培養具有未來領導能力，重視組織文化是執行策略成功

的要件。關於人力資本發展其內容包括人員選用及對於員工訓練與



- 13 - 

職涯規劃，策略性職務的釐清、徵選與培訓等均係重要事項。在知

識分享部分，分享共同流程的資訊可以協助事業部門找到最佳實務

作業，此方式耗用資源不論時間、成本與人力均較自行研發節省，

也更有機會從知識分享中找到創新流程。另外組織文化的溝通也很

重要，例如業務部門與服務部門間實務經驗分享讓工作更順利有助

組織長久發展。 

上述四構面間均具有因果關係，例如一項訓練學習課程可改善員工

的工作技巧（學習與成長構面），修正員工的服務態度與能力（內部流

程構面），在服務客戶過程中讓顧客滿意增加購買意願與提高忠誠度（顧

客構面），最終可增加營業收入（財務構面）。 

 

二、平衡計分卡於組織中整合的方法 

(一)運用組織整體策略架構連結 

Kaplan & Norton(2000)說明計分卡具有連結價值達成組織期望如「撫

育優勢」或「資源整合」等目標，總部計分卡能說明關鍵資源運用策略，

規劃行動優先順序，強化組織內部各部門溝通。此基本模組有益釐清各事

業與服務部門所負責職掌及共同執行工作。從圖２－２可清楚了解總部共

同策略議題規範各事業與服務部門的目標，讓組織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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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部門總部計分卡
(共同的策略議題)

策略主題 量度

1.積極成長
2.顧客忠誠度
3.時尚先驅
4.品牌優勢
5.購買經驗
6.可信賴的資源
7.正確的技能
8.正確的資訊

XX

總部計分卡界定所有策
略的優先順序

各服務部門發展其
計劃與計分卡，並
藉由最佳實務分享
來創造綜效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 XX XX

•財務

•行銷

•配銷

•採購

•不動產

•人力資源

•資訊科技

外部合作夥伴

•顧客計分卡

•配銷商計分卡

•合資企業計分卡

•供應商計分卡

•新事業計分卡

•委外廠商計分卡

各策略事業部門依
據總部計分卡的策
略議題，發展其
長期計劃與計分卡

依據策略事業部門
的策略擬定計劃與
計分卡，以界定外
部合作夥伴的關係

企業總部

事業部門

SBU
A

SBU
B

SBU
C

SBU
D

 

圖２－２  經由策略整合與連結組織整體說明圖 

資料來源：Kaplan, R. S. and D. P. Norton. 2000, 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64. 

 

(二)事業部門的整合方法 

Kaplan & Norton(2006)說明總公司重點在從整體策略思考整合各項作

業創造價值。在實務上各事業部門直接服務顧客為創造顧客衍生價值的單

位，對顧客與所有營運流程需負完全責任。事業部門更重視本身的策略、

特質與作業模式。    

若從總公司角度分析，讓事業部門整合方式是事業部門透過總公司的

規範與支援，讓所有事業部門執行策略具有一致性產生整合綜效。在本文

舉例說明某公司對成長中事業部門與成熟事業部門計分卡如何與總公司計

分卡連結及如何轉換總公司計分卡為事業部門計分卡。例如總公司計分卡

在內部流程構面重視「每平方英尺的營業額」各事業單位均承接，但市場

占有率部份，成長中事業部門與成熟事業部門計分卡則分別選擇不承接與

承接，以與總公司策略結合並產生不同策略目標。 

(三)服務部門的整合方法 

Kaplan & Norton(2006)說明服務部門（後援單位）依據總公司策略排

定各事業部門執行順序，經由關係經理（或連絡協調人員）協調與服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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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達成共識，從內部回饋機制評估執行成效。在文中舉例說某公司事業部

門透過關係經理與採購部門共同使用八項參數（例如品質、交貨等）制定

衡量指標評估供應商，並做為下年度合約的依據。由此顯示服務部門透過

與業務部門的服務協議達成總公司的規模經濟目標，並以供應商服務合約

執行所訂的目標。 

 

吳安妮（2003）對於服務部門角色曾說明可透過五步驟與事業部門連

結，如圖２－３所示，其步驟說明如下： 

1.需求供給對應分析：經由調查需求表分析，找出那些有需求無供給，

或是有供給無需求的資訊。 

2.服務協議：運用調查完成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約定共同協議事項。 

3.服務部門平衡計分卡：完成能夠反映事業部門與總公司策略的策略

地圖與平衡計分卡。 

4.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對應連結：服務部門承擔與銜接事業部門績效

衡量指標與內部流程及學習成長構面策略的支持。 

5.內部顧客回饋：事業部門與其他使用資源部門定期評估服務部門績

效並給予評價。 

總公司

SBU SSU五大步驟：
1、需求供給對應分

析
2、服務協議
3、服務部門平衡計

分卡
4、SBU與SSU之對應

連結
5、內部顧客回饋

需求單位 供給單位

 

圖２－３  建立服務性單位的連結圖 

資料來源：吳安妮教授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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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計分卡於組織面與管理制度面的整合 

Kaplan & Norton (2000)認為大多數組織均由不同的事業部門(SSU)

與服務部門(SBU)組成，要增加價值必需經過整合才能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

效果。整合方法可分為單位間整合與制度間整合，單位間整合包括垂直整

合與水平行整合，垂直整合為直線型整合，水平整合不僅是組織內部門間

整合尚包括組織與外部策略夥伴例如顧客、供應商等的整合。制度間整合

係以平衡計分卡為平台，整合各項管理制度例如作業制成本制度、ISO與獎

酬制度等。吳安妮(2007)再進一步表示平衡計分卡可由其四大構面與七大

要素與組織面、管理制度及人力資本整合產生綜效。 

(一)平衡計分卡於組織面的內部整合 

集團組織完成平衡計分卡與策略地圖，從垂直整合分析，事業部門依

據總公司策略計畫發展具連結性的策略議題並培養所需策略人才，提升內

部營運流程、顧客管理流程和創新流程與總公司策略結合產生綜效。服務

部門如人力資源、財務、資訊技術部門等，不論為總部所屬或事業單位所

屬，除與集團策略連結外，均扮演支援事業部門達成目標的角色。服務部

門經過與事業部門的服務協議與連結計分卡，建立服務部門的產出如專家

意見等與服務協議連結，事業部門並可評估服務部門的績效以確保效益，

如圖２－４所示。 

在強調公司治理之際，透過垂直整合組織可將總公司與事業部門的策

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設計成董事會的參考資訊，亦可由經營團隊與董事會

共同制定屬於董事會策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做為對外部溝通工具。同時作

為審核組織重要策略議題各項目標是否具備應有資源、能力與執行成效之

檢視。 

從水平整合分析，組織內各部門間的整合，諸如事業部門之間的整合、

服務部門對事業部門的整合及不同服務部門間相互整合等均屬之，其目的

在採行一致的決策，提高組織的經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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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面的整合組織面的整合

組織內 組織外組織外

總部
總部服務

單位
董事會 顧客 供應商

策略合
作夥伴

事業部門
董事會
計分卡

顧客
計分卡

供應商
計分卡

策略夥伴
計分卡

事業部門
的服務部門

策略性議題

策
略
性
議
題1.連結計分卡

2.服務協議

角
色
分
工
的
協
議

 

圖２－４  平衡計分卡在組織面的整合─組織內 

資料來源：吳安妮，平衡計分卡－整合性的管理制度，經理人月刊/第 30 期，P.161 

 

(二)平衡計分卡於組織面的外部整合 

在執行平衡計分卡經驗豐富與績效卓越的組織常會採水平整合模式

與外部夥伴例如重要顧客、供應商、合夥夥伴與協力廠商等共同建立計分

卡關係，此為經由整合創造綜效管道，優點是開始執行時兩公司間將有更

寬廣層面的接觸，建立穩固互信基礎減少交易成本與風險，同時建立長期

的合作關係，分享合作利益，如圖２－５所示。 



- 18 - 

組織面的整合組織面的整合

組織內 組織外組織外

總部
總部服務

部門
董事會 顧客 供應商

策略合
作夥伴

事業部門
董事會
計分卡

顧客
計分卡

供應商
計分卡

策略夥伴
計分卡

事業部門
的服務部門

策略性議題

策
略
性
議
題1.連結計分卡

2.服務協議

角
色
分
工
的
協
議

 

圖２－５  平衡計分卡在組織面的整合─組織外 

資料來源：吳安妮，平衡計分卡－整合性的管理制度，經理人月刊/第 30 期，P.161 

 

(三)平衡計分卡與管理制度的整合 

平衡計分卡與其他管理制度的整合，原則分為依據平衡計分卡架構

強化管理制度之功能及引導管理制度之實施兩個方向，並就此原則對平衡

計分卡內容與管理制度具體整合模式分析。 

1.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與管理制度的整合 

各組織在推行平衡計分卡前，往往已有許多管理制度的運行，平衡

計分卡四構面可強化與導引各項管理制度實質內容。四大構面與管理制

度亦息息相關，例如財務構面與經濟附加價值或股東權益報酬率有關，

顧客構面與顧客關係管理有關，內部流程構面與作業管理的企業流程再

造、全面品質管理、預算管理或6σ相關，學習成長構面與員工績效評估、

商業智慧或知識管理相關。 

四大構面也與智慧資本有關，例如顧客構面與顧客資本有關，內部

流程構面與流程資本及創新資本相關，學習成長構面與人力資本、資訊

資本及組織資本相關。四大構面以作業制管理制度為基礎工程建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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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在財務構面導引出作業制管理制度的公司成本及利潤管理，顧客構

面導引出顧客生命週期管理與顧客成本及利潤管理，內部流程構面會導

引出作業成本管理、產能成本管理與目標成本管理，學習成長構面導引

出人力成本、效益管理及資訊投資成本效益管理，如圖２－６所示。 

 

顧客面

內部
程序面

財務面

學習與
成長面

策略策略

顧客資本

流程資本
創新資本

財務資本

人力資本
資訊資本
組織資本

CRM

BPR、6σ、
TQM

EVA、ROE

員工績效評估
BI、KM

顧客生命周期成本管理
顧客成本及利潤管理

作業成本管理
產能成本管理
目標成本管理

公司成本及利潤管理

人力成本及效益管理
資訊投資成本與效益評估

各項管理制度各項管理制度 智慧資本 作業制管理制度

 

圖２－６  四大構面與管理制度的整合  

資料來源：吳安妮，平衡計分卡－整合性的管理制度，經理人月刊/第 30 期，P.162 

2.平衡計分卡七大要素與管理制度的整合 

平衡計分卡的四大構面，其中各構面均有七大要素為策略性議題、

策略目標、策略性衡量指標、策略性衡量指標目標值、策略性行動方案、

策略性預算與策略性獎酬，其中策略性議題與策略目標是策略整理彙總

與SWOT計分卡相關，策略性衡量指標需要衡量系統，策略性衡量指標目

標值與目標管理相關，策略性行動方案與專案管理及計畫管理有關，策

略性獎酬則與獎酬制度密不可分。 

3.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與七大要素與管理制度的整合 

四大構面之各構面引導出來之管理制度與各構面內之七大要素間衍

生出管理議題議題與管理制度相互交叉影響，每一個交叉點代表著各項

管理制度的整合，例如為提供顧客最優良的產品，在內部流程需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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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品質管理，並設定目標值以利任務達成，在此同時亦須計算品質管

理的品質成本包括內部成本、外部成本，若就整體而言與流程資本亦相

關。 

 

在進行整體架構連結時，應對員工進行積極溝通、教育和鼓勵並根據

策略整合。此外也要依策略整合校準正在進行的管理流程如資源分配、目

標設定、行動方案管理、回報和檢討。 

 

四、人力資源管理 

人才和知識是21世紀組織競爭最重要的兩項資源。人力資源是市場、技術、

資金或產品產生價值的根本。如何吸引、整合、運用並留住人才，是組織成功最

關鍵條件之一。面對多元化的人才和知識，組織必須找出正確方向發展員工職能

讓人盡其才，達到組織最大的綜效。因此領導者更應積極培育人才，其是推動團

隊效能的最重要角色。 

人力資本發揮憑靠激勵員工執行承諾，激勵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前

者主要發生在員工從事作業時，從進行活動當中得到快樂，對員工內心與精神的

滿足做出貢獻，並產生他們重視的結果。此自發性能力具有創業精神及創意去解

決問題，但其培養期間甚長。後者源自外在獎酬帶來的胡蘿葡（報酬）或是避免

負面後果的棍棒（懲罰），獎酬賞包括讚美、升遷與財務誘因，負面後果的威脅

則有記過、降職、減薪等行為。外在動機讓員工更專注將焦點放在行動上以獲得

獎賞或避免受到懲罰。 

Kaplan & Norton(2006)說明溝通與教育組織願景、使命與策略是員工間產

生內在動機的第一步。管理階層運用平衡計分卡作為策略溝通工具，內容包括組

織想要達成什麼目標、及組織計畫如何實現策略性結果。員工藉此知道如何將工

作與策略連結，同時與組織的新資訊、概念與行動等目標結合。透過平衡計分卡

員工會變得真正得到授權，進行與策略一致的作業產生與目標相符的價值。 

外在動機藉由獎酬推展，組織可將員工的個人目標和目的與策略緊密結合

或是建立個人計分卡。當組織將獎勵性報酬與設有目標值計分卡衡量指標相連結

時，外在動機就會出現。典型獎酬計畫應包括一、依據每年基於個人目標所建立

的目標值所達成的結果而提供的個人獎酬；二、以員工事業單位為考量的獎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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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部門或組織績效的獎酬。當然獎金與紅利的發放，要考慮組織的財務獲利

狀況，當計算其利潤率達一定百分比時可提撥超過部分放入「紅利庫」，實際獎

酬發則依據平衡計分卡衡量績效指標發放可參考圖２－７。 

 

平衡計分卡基礎獎酬計劃

平衡計分卡
(領先指標)

公司願景逹成
保持每年

EPS成長15%

從－X％ 到 ＋ X％

整體報酬
依據部門
財務結果

(落後指標)

從－Y％ 到 ＋ Y％

 

圖２－７ Unibanco 的員工報酬系統 

資料來源：Kaplan, R. S. and D. P. Norton. 2006, Alignment: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create corporate synergies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272 

實務上培養員工就是策略的執行，也是員工職能發展。員工職能培養從員

工具備達成個人職務目標所必備基本能力開始，逐步建立執行策略關鍵性流程應

具備的策略性能力。員工也應伴隨個人發展計畫獲得知識、技能達成他們的目

標。這些個人目標會連結到流程改善、顧客關係強化，最終有更好的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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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平衡計分卡在會計師事務所運用之相關文獻 

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一般而言並無充沛的整合管理資源，在因應顧客、市

場快速變化時，核心能力發揮與策略的執行力成為致勝關鍵。因此事務所如何積

極地建立策略與溝通的語言，推動執行策略流程及衡量執行成效與學習回饋機制

成為重要議題。平衡計分卡具有幾項重要內涵包括策略（strategy）、組織

（organization）、聚焦（focus）、整合（integrated）、校準(alignment)與綜

效(synergy)等功能，已廣泛為業界使用。本研究擬對已進行平衡計分卡之中小

型會計師事務所研究找出執行成效及要繼續研究追蹤議題，各項文獻除對本研究

提供學術參考外，也釐定更清楚研究目標，為本個案研究完成整備。 

一、Kerr, D. L. (2003) 

【研究主題】 

文獻說明Lawrence F.Alwin的一位美國會計師在 Lone Star State’s 的

Starte Auditor Office (SAO)對查核人員執行平衡計分卡管理系統導入過程，

並彙整執行平衡計分卡的一些影響。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研究結果】 

本研究個案推動平衡計分卡原因為無法得到正確的資訊，而在適當時間做

出對的決定。管理者對於查核績效部分希望取得查核程式在每月底完成進度、查

核人員下月的進度目標與查核進度落後的原因分析等資訊。 

作者建立SAO新的目標為1.產生準時正確即時資料符合代理者需要。2.建立

可以比較與責任歸屬的標準資訊。3.正確有效的行為進行激勵。4.指出同仁應完

成目標。5.提高員工工作效率。6.讓資訊與知識更有效傳遞。7.削除無效益的流

程與作業。 

實務上為達到服務的改善，作者設定SAO策略為1.對相關客戶提供更多教育

教(ES)。2.提昇服務水準與報告（AS）。3.提供管理者專業建議（SCO）。4.確定

全州的薪資水平適當的（SCO）。接著設計平衡計分卡並對四構面研析，在財務構

面重點為如何有效使用金錢；在知識面為解決問題的能力（或達成任務）；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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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面改善運用能力執行，鼓勵同仁努力提高效率及建立高的績效標準；在顧客面

由以往隨時依據客戶需要提供立即的服務改為先思考顧客需要的資訊、報告、目

的與獨立性等再提供服務。 

在實務操作後修改與調整原訂定的十五項衡量指標，建立與策略相關九項

指標進行追蹤，其項目中兩項與使命有關、一項與顧客有關、一項與內部流程有

關、一項與知識有關、四項與財務有關。個案並選擇軟體展現圖形與用顏色區分

指標執行狀況。 

在向下延伸（AS）部分，對於領先與落後指標的評估有新的作法，在落後

指標採用每月或每季甚至更長的時間評估，在領先指標則經常性評估。經過十六

個月的研究，指標找出三項重要議題分別是刪除無意義的步驟、尋找與SAO相似

查核目標(讓查核與策略連結)及整合重要查核指標分析找出問題核心。  

本研究進行時透過資訊軟體管理，在資訊取得與運用過程中員工對於資訊

系統的態度逐漸轉換包括1.相信資訊所提供數據。2.認同每日最後工作是資料的

輸入。3.面對指標不佳數據願意討論。 

經由平衡計分卡導入與資訊系統建置(SAO)下列效益： 

1.員工一步一腳印的投入建立觀念、資料與作業手冊，成為單位的知識庫。 

2.讓管理者與經理們認清自己應負的責任。 

3.建立每日工作與策略計畫關聯的檢視。 

4.產生資料庫及整理分析資訊數據。 

5.產生具因果關係自動化資訊報告。 

6.許多領導示範作用的產生，特別在開會模式中均較以往更聚焦於策略。 

7.管理者擁有真實的時間資訊與正確管理資訊用於事業經營。 

【對本研究之啟示】 

本案例對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平衡計分卡的原因與價值有具體說明，特別在

查核部份有較深入說明。 

作者以執行的實務經驗完成查帳部門平衡計分卡，再向下展開部分僅針對

提昇服務水準與報告（AS）部份執行，並未說明如何與事務所行政支援單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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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與成果展現。本研究參考其分析導入平衡計分卡與查帳部分實務經驗

外，針對非查核部分與綜效案例未加著墨部分，將更深入探討找出關聯性。 

二、Podolske A.(2004) 

【研究主題】  

文獻敘述Corbett Duncan & Hubly會計師事務所運用平衡計分卡管理系統

的過程及衍生如何向下管理運用，另針對Myners＋Co會計師事務所的獎酬制度

「Pay for performance」的個案經驗與產生效益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研究結果】 

本研究說明一家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四名合夥人與三十五名員工)，經過

五年推行平衡計分卡的經驗，驗證其也適合於中小型公司。本個案執行平衡計分

卡原因為事務所會計師經由協助客戶推行平衡計分卡的成功經驗，確定其能在事

務所內進行發展。 

執行初期有兩項目標一為FIST，就是提供客戶服務讓其更具向心力。其方

式為經由溝通、信任、具體回應、榮譽與團隊合作五項要素達成。另一為EDGE 

(Employment and Growth Empowerment)提供員工滿意的訓練降低流動率。上兩

項目標在開始時部份合夥人並不熱心，經過一年後才逐步導入得到其他合夥人的

認同。 

個案導入過程中該公司對於資訊技術強化(也是內部流程的目標)特別重

視。同時經由這項資訊管理工具，合夥人與經理開始思考許多新的想法去探討成

功的原因，例如談到顧客議題，建立年度顧客調查成為有效資訊是一項重要議

題。同時員工因為資訊說明與管理階層的重視責任感也大幅提高，因為與計分卡

目標與報酬相連結，全所同仁均會主動繼續追蹤執行成效。 

在會計師事務所向下推展平衡計分卡過程中，個人計分卡成為個人目標重

要依據，其內容包括市場計畫、顧問指導與各項個人作業的流程等。同時在向下

衍生的過程中作者舉另一家約有60名員工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案例，強調與平衡計

分卡連結的獎酬制度重要性，制度名稱為「Pay for performance」。Pa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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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制度將公司分獎金為四部份： 

1.COLA（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是基本維持員工生活的薪資，每

年六月依據五月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與績效不直接相關。 

2.Core value bonus：依據360度評核發放的獎金。 

3.Core-competency bonus：依據各部門設定核心能力與員工應具備能力評

估。 

4.Production bouns：事務所每年一月與員工建立win－win合約以利績效

評估。依據合約當衡量指標評估績效達到75%以上可發與獎金。 

依據研究顯示，直接實行平衡計分卡會遭遇到比較大的挑戰，文中的研究

指出在德國調查200家大型公司推行平衡計分卡時，其中46%顯示是不成功的。但

如果直接進行Pay for performance獎酬制度可以達到初步聚焦。 

 【對本研究之啟示】 

平衡計分卡在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執行成功得到驗證，特別對已有經

驗的領導者願意執行成功機率更高。實務推行時在目標設定上需要較多時間去溝

通，初期無法引起合夥人注意是正常狀況。有效運用平衡計分卡的重點之ㄧ是透

過相同對話機制，找出創新的新模式與改善營運的新方法，例如案例中在年終對

客戶進行調查就屬創新作法。 

對於績效獎酬制度，會計師事務所雖有傳統計算方式，但若與平衡計分卡

整合，成為向下衍生的合作系統，並與個人、組織獎酬連結將更具效果，這也是

一般事務所設計績效獎酬可深思的模式。 

本研究將依據前述執行成功經驗避免失敗，並就其所談績效獎酬部份如何

與平衡計分卡連結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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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駱文淵(2003) 

【研究主題】 

探討應用平衡計分卡制度在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建構導入完整模式。 

【研究方法】 

針對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平衡計分卡推行實務執行經驗之調查。 

【研究內容】 

會計師事務所與一般產業相同，面臨嚴酷的業務競爭及成長與生存的壓

力，因此，如何平衡的兼顧審計品質、社會責任和事務所業務、獲利成長，是會

計師事務所必須克服的挑戰。 

本研究以某中型會計師事務所為個案，根據平衡計分卡理論、應用及建立

流程，將個案所蒐集的會計師產業概況以及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的背景與現況等基

礎資料，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建構一套完整的平衡計分卡導入模式，包括擬定導

入計畫、發展使命與願景、進行環境分析、發展策略與策略主題、發展策略目標、

績效衡量指標、訂定績效衡量指標之目標值，並擬定行動方案，最後與績效考核

連結。經執行說明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因此而建構為策略聚焦的組織，有助於持續

管理策略及績效。 

【對本研究的啟示】 

作者提出對實務界執行平衡計分卡結構設計，可形成本研究檢視個案公司

推行平衡計分卡過程所可能面臨問題之基礎資訊。 

四、呂美麗(2005) 

【研究主題】 

探討平衡計分卡制度在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建構導入與統計分析。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與實證研究 

【研究內容】 

本研以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為對象，究藉由文件、檔案資料的閱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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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觀察等方式瞭解願景，並透過五力與SWOT分析建立策略，據此構建個案事務

所平衡計分卡。 

透過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平衡計分卡模式建立，釐清與確認願景與策略，並

建立策略目標設計有效率與效果的績效評量指標，來引導與輔助個案會計師事務

所在現行競爭的環境中達成其使命與願景。績效評量項目包括客戶營收成長、客

戶延續率、客戶對事務所滿意度、客戶抱怨率、平均主動拜訪客戶次數、員工責

任額、作業速度的增快率、客戶對事務所舉辦訓練課程滿意度與客戶教育訓練開

課堂數等，該研究並以T檢定來檢測指標對員工是否具備鑑別力，研究結果顯示

均具鑑別力。 

【對本研究的啟示】 

作者設計平衡計分卡方式係依據管理階層理念轉換為策略與各構面策略議

題及目標。其中許多指標並未與員工進行討論，在完成平衡計分卡又對員工進行

指標的效度檢定，發現員工最重視的在內部流程構面為「平均主動拜訪客戶次數」

與「作業速度的增快率」。在顧客構面為「客戶抱怨率」與「客戶對會計師事務

所舉辦訓練課程滿意度」，由此可知事務所是以人為主重視顧客滿意度。對本研

究具有指標校準的價值。 

五、林玫君（2005） 

【研究主題】 

探討應用平衡計分卡制度在評估績效的執行完整模式，瞭解平衡計分卡推

行之成功要素，以及可能導致專案失敗之原因。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與實證研究，進行問卷調查並統計與分析問卷調查。 

【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某會計師事務所為個案，依據平衡計分卡四構面，參考相關文獻

建立會計師事務所經營績效有關指標，以該會計師事務所全體員工為受訪者，進

行問卷調查。 

指標設計在財務構面強調營業收入成長與人事費用佔總收入百分比。在顧

客構面以會計師及員工觀點探討員工滿意度為重點，在內部流程構面主要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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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稿溝通意見與效率為考量及能否兼顧合法性。在學習成長構面以評估員工專業

能力是否足夠，需要教育訓練為何，現有工作環境是否可降低員工出錯率，並培

養團隊默契為主。 

研究結果顯示除財稅簽證收入略有成長外，其他服務項目並不顯著，未來

策略應著重在於非公開發公司客戶群並積極拓展其他服務項目。在客戶構面各項

績效指標並不顯著。在內部流程方面，事務所已訂定明確內部作業程序，受訪者

充分瞭解並確實遵守規定，策略訂定應著重對部屬工作進度之督導，降低部屬與

主管間對於工作品質之期望差距。在學習與成長構面，受訪者對於事務所網站內

容滿意程度與否並不顯著，而在團隊默契方面認為滿意，未來應著重加強網站專

業內容及提供專業訊息的速度。 

【對本研究的啟示】 

作者提出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導入平衡計分卡後在各項指標之統計分析結

果，顯示在財務構面最主要是非公開發行客戶的簽證業務，除此研究個案並未在

非審計業務範疇發展，亦未進行事務所組織文化與綜效之研究。本研究擬以發展

非審計業務同時應注意顧客、內部流程與學習訓練方面知識配合個案研究找出可

以執行非審計業務的方式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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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 會計師產業運用平衡計分卡相關文獻彙總表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啟示 

Kerr, D. 

L.  

2003 文獻敘述 Lone Star 

Dtate 的審計人員

在導入平衡計分卡

管理系統的過程，並

彙整平衡計分卡對

於事務所 LSD 產生

之效益。 

會計師事務所 個案研究與

實證研究 

 

重視資料資訊正確性與

及時性是研究重點，將平

衡計分卡系統導入，改變

每位員工每日均會進行

工作與策略連結的檢視。

對查核部門執行平衡

計分卡的原因與成效

是本研究目的。在向下

展開部分僅針對提昇

服務水準與報告（AS）

部份執行。本研究參考

其分析外，加強綜效部

分研究，將更深入探討

找出相關關聯性。 

Podolske 

A.  

2004 文獻敘述 Corbett 

Duncan & Hubly 會

計師事務所運用平

衡計分卡管理系統

的過程及衍生如何

向下管理，運用另一

家會計師事務所

Myners＋Co.的獎酬

制度「Pay for 

performance」的個

案經驗及產生效益。

二家會計師事

務所 

個案研究與

實證研究 

 

研究一家中小型會計師

事務所，經過五年推行平

衡計分卡的經驗驗證其

也適合於中小型公司。 

在向下衍生的過程中作

者研究另一家約有 60 名

員工的會計師事務所的

案例，強調與平衡計分卡

連結的獎酬制度重要性。

本研究將依據前述執

行成功經驗避免失

敗，並就其所談績效獎

酬部份如何與平衡計

分卡連結進行研究。 

駱文淵 2003 探討應用平衡計分

卡制度在中型會計

師事務所建構導入

完整模式。 

會計師事務所 個案研究與

實證研究 

 

從會計師事務所導入平

衡計分卡計劃開始進行

使命、願景到策略與目標

建立詳細說明。研究強調

聚焦價值。 

形成本研究檢視個案

公司推行平衡計分卡

過程所可能面臨問題

之基礎資訊。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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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作者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樣本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啟示 

呂美麗 2004 探討平衡計分卡制

度在中型會計師事

務所建構導入與統

計分析。 

會計師事務所 個案研究與

實證研究 

 

透過個案會計師事務所

平衡計分卡模式建立，引

導與輔助在現行競爭的

環境中達成其使命與願

景。該研究並以 T檢定來

檢測指標對員工是否具

備鑑別力，研究結果顯示

均具鑑別力。 

會計師事務所是以人

為主，重視顧客滿意

度。對本研究具有指標

校準的價值。 

 

 

林玫君 2005 探討應用平衡計分

卡制度在評估績效

的執行完整模式，瞭

解平衡計分卡專案

推行之成功要素，以

及可能導致專案失

敗之原因。 

會計師事務所 個案研究與

實證研究 

 

研究各構面指標重要性

在財務構面強調營業收

入成長與人事費用佔總

收入百分比。在顧客構面

以會計師及員工觀點探

討員工滿意度為重點，在

內部流程構面主要以查

核底稿溝通意見與效率

為考量及能否兼顧合法

性。在學習成長構面以評

估員工專業能力是否足

夠，需要教育訓練為何，

現有工作環境是否可降

低員工出錯率，並培養團

隊默契為主。 

各項指標之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非公開發行

客戶的簽證業務最重

要，此外個案會計師事

務所亦未進行事務所

組織文化與綜效之研

究。本研究擬以發展非

審計業務為研究主題

之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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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延伸 

對於平衡計分卡在實務界已有許多研究，本節將根據以上有關平衡計分卡

與策略地圖在整合之運用及產業界相關文獻為基礎，說明本研究擬沿用過去研究

部分，本研究欲補充過去研究不足之處及基於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特色發展部份，

定為本研究進行個案研究時之研究主題與內容。 

一、擬沿用過去研究部分 

（一）研究主題 

駱文淵(2003)，呂美麗(2005)，Kerr, D. L（2003）， Podolske A.(2004)

以及林玫君（2005）曾使用訪談或問卷調查導入平衡計分卡對組織內部產生之效

益。本研究將彙整其中內容，並進一步研究其成效及對綜效之影響，瞭解個案會

計師事務所進行過程中是否有類似狀況與成效。 

關於導入平衡計分卡對績效之影響部分，依據相關文獻指出，得以績效指

標來衡量績效改變，本研究將同時考量個案事務所之實際情況，探討其推行至今

績效初步變動程度。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藉由文獻閱讀的方式，蒐集和彙整推行平衡計分卡對組織暨員工

之相關影響，參酌駱文淵(2003)與Podolske A.(2004)之模式，透過對組織深入

實作方式，瞭解個案會計師事務所推展平衡計分卡與創造綜效模式，進一步研究

績效獎酬的連結性。 

 

二、本研究欲補充過去研究不足者 

（一）研究主題 

國內目前仍缺乏平衡計分卡對綜效之相關學術研究，本研究延續國外相關

文獻之觀念，以個案研究方式研究，探討推行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綜效之影響，同

時亦探討平衡計分卡制度與績效制度之結合，以補充國內相關研究之不足。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過去研究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平衡計分卡制度影響之文獻多以敘

述、問卷方式研究，也就是由設計者構建平衡計分卡並透過問卷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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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未討論執行平衡計分卡內部間相互影響與實際在內部各單位間如何創造綜

效。本研究將以某會計師事務所為研究個案，整理其策略地圖與平衡計分卡在總

所、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間如何產生綜效，在組織面及制度面的整合與員工如何

與平衡計分卡連結的問題。 

 

三、本研究基於個案會計師事務所特色 

個案會計師事務所導入平衡計分卡，在於能夠整合組織策略管理，將

各部門之目標一致產生綜效，並進行績效評估系統檢視，作為組織策略溝通

平台。因此，本研究將上述綜效產生列為研究重點，透過實地了解，將其重

要項目列入研究中，以瞭解在平衡計分卡導入後，個案事務所綜效產生與其

相關性。各部門實際導入平衡計分卡進度與狀況不同，本研究將針對其中一

策略事業部門與服務部門為研究對象，探討部門建立平衡計分卡及整合連結

後產生行為與績效評估是否有所改變。以下僅將本節之研究延伸彙總於表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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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  研究延伸彙總表 

項目 
本研究擬沿用過去 

之研究部分 
本研究擬補充過

去研究不足者 
基本研究基於於

個案公司特色 

研究主題 

使用訪談或問卷調查導入

平衡計分卡對組織內部產

生之效益。本研究將彙整

其中內容，並進一步研究

其對綜效之影響，瞭解個

案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有類

似成效。 

 

導入平衡計分卡對績效之

影響部分，依據相關文獻

指出，得以績效指標來衡

量績效之改變，本研究將

同時考量個案公司之實際

情況，探討個案公司推行

至今績效初步變動程度。

國內目前仍缺乏

平衡計分卡對綜

效之相關學術研

究，本研究延續國

外相關文獻之觀

念，以個案研究方

式進行研究，探討

推行平衡計分卡

對組織綜效之影

響，同時亦探討平

衡計分卡制度對

績 效 之 初 步 改

變，以補充國內相

關研究之不足。 

本研究進行期間

雖為個案會計師

事務所正式導入

平衡計分卡之第

一年，平衡計分卡

專案進度整體而

言仍處於設計與

規劃之階段，但對

於組織綜效與組

織獎酬制度相連

結 具 有 實 質 意

義：故本研究將以

個案事務所平衡

計分卡專案導入

之設計及溝通與

研究整合為研究

重點。 

研究方法 敘述性研究/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 

研究客體 

過去國內平衡計分卡相關

研究多以公司整體探討制

度之推行，並未針對事業

部門與支援部門深入探

討，將限制研究之發現；

本研究亦將以個案會計師

事務所為例，進行其與所

屬單位實施平衡計分卡制

度之整合及綜效研究探

討。 

個案會計師事務

所在發展出總所

策略圖後，就全面

推 行 平 衡 計 分

卡，故本研究將自

個 案 事 務 所 總

所、事業部門及服

務部門間如何整

合與產生綜效進

行研究。 

由於個案會計師

事務所重要策略

之一為發展非審

計範疇業務，故本

研究擬採事業部

門之專案部門為

研究對象及行政

支援部門的人力

資源單位為例，分

別說明如何整合

與產生綜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