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回顧在此研究主題上過去的研究成果。第一節敘述多國企業的當地化政

策，探討多國企業處理全球化與當地化議題，第二節討論多國企業本身的企業文化，其

對公司競爭優勢的影響，多國企業如何建構全球性的企業文化，及多國公司跨文化議題

的管理，第三節討論多國公司文化傳輸的模式，第四節以蒐集的中國大陸地區當地文獻

所整理出的多國公司如何在中國地區傳承母公司企業文化。 

 

第一節 多國企業的當地化政策 
  

全球化與新興市場的風潮 

    企業以營利為目的，追求利潤最大化，為了追求業績成長，多國企業必須進

軍大型新興市場，如中國大陸，印度，印尼，巴西等地。擁有數十億消費人口的

這些大型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中，儘管這些市場不確定性及經營企業的困難性，會

使外來企業覺得前景不明，但西方多國籍企業將別無選擇，必須揮軍前進，搶佔

先機。 

    在一九八 0 年代第一波進軍海外市場的風潮中，多國企業所採取經營型態可

稱做為帝國主義心態，她們視大型新興市場為公司老舊產品的新市場，預期這些

市場是能增加公司現有產品銷售的致富之源，或是其為公司從夕陽技術榨出利潤

的機會。此外，企業中心被視為產品與研發，製程，創新的唯一所在地，許多多

國企業並未視新興市場為公司獲得全球營運技術及管理才賦的來源，由於這種帝

國主義心態，多國企業在 這些市場的成功極為有限(普哈拉等，2001) 。而今這種

的心態已由消極轉為積極，許多多國企業重視海外市場甚至比國內市場來更積極。 

 

    無論如何，多國企業在何種經營的心態，全球化的浪潮已經蔚為風尚。 Lev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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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認為，由於傳播科技的發達，各國人民的偏好趨於一致，都希望享用高品質，

低價格的產品，而為了享用這種產品，犧牲一點個人特殊偏好也無所謂，如此，類

似的產品可以在各國銷售，全球化市場就產生了。根據 Yip(1992)的說法，全球化

的發生受到以下四項力量的驅動：市場力量，成本力量，競爭力量及政府力量。 

(1) 市場力量---由於全球各地區的國民所得持續的成長，造成愈來愈強大的購

買力及對全球對商品需求的增加。另外，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品味，欲望，及

對商品的期待都出現了改變，同時頻繁的國際旅行，也創造了一批新的全球性

消費群。 

(1) 成本力量---另一組衝擊全球化的因素是更低的製造及生產成本，規模經

濟，更低勞動成本的出現，技術的創新，運輸技術的改善，都是促成成本

驅動的因素。 

(2) 競爭力量---競爭力量對全球化的影響來自於新的全球性競爭者的加入，策

略聯盟的興起，讓更多國家變成競爭戰場。 

(3) 政府力量---全球化也受到政府因素的衝擊，例如新興的自由貿易區，更大

規模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及降低貿易障礙。 

 

多國企業的當地化 

    全球化的企業都必須面臨一項兩難，就是在抉擇全球性資源整合及當地回應

壓力時，必須面臨的衝突。全球化可以發生規模經濟的效益，而且標準化的管理

可以降低經營成本，然而卻容易因為無法滿足當地市場的需要，或違反當地法令，

而產生經營風險。當地化就有符合當地市場的優點，但母公司容易無法掌握子公

司，並且產生較多的管理成本。 

 

    全球化與當地化就好像是多國企業的兩難(Rhinesmith, 1991)，有一得就有一

失，又很難兩全其美。全球化促進資源整合，可以幫助企業達成更好的綜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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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資源朝向同一方向，強化經營的能力，因為其壓力主要來自於國際性客戶

重要性增加、多國競爭對手的出現、以及對新技術的投資強度的決定，這些因素

導致多國企業朝向全球化的模式運作。相對於地方回应的多樣性，能使多國企業

更具有當地特色，導致地方回應的壓力在於不同的客戶需求、顧客拒絕使用標準

化、同質性之全球化產品日益增多，以及地主國政府要求企業對當地進行投資。 

 

    當地化是以一種壓力的形式影響多國企業。多國企業當地化的內容可以包含

產品當地化、製造當地化、人員當地化、研發當地化與資本當地化(例如：上市或

當地銀行借款)。多國企業在新興市場的當地化，受到四個關鍵因素驅使： 

(1) 當地化可以協助外籍企業克服語言障礙，及拓展人際與業務的關係網絡。 

(2) 展現中央及地方對地主國的投資承諾。 

(3) 降低派外人員成本。 

(4) 促使多國企業員工，對於”全球思維，地方行動”理念，得以真正落實。 

 

    然而，我們應該認識到，多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是由全球化所驅動的，而

當地化只是跨國公司全球化的副產品。全球化使多國公司超然於國別市場之外，

成為國際一體化生產的組織者，而當地化則淡化多國企業的全球色彩，使多國企

業更像一個當地企業。這意味著多國企業是在某種壓力之下採取的因應措施，他

在一定程度上改變了多國企業原有的商業模式，並對競爭優勢做出了新的解釋 (吳

先明，2003年) 。 

 

    多國企業在中國地區的當地化的情況，「管理移轉」的現象已經變成外資企業

在中國地區主要的計畫項目，移轉管理指的是將外派人員的經驗，技術，企業文化

移轉至當地員工的過程管理。例如聯合利華(中國)宣佈在三年內要削減 80%的外派

人員(Financial Times, 1999) ，相同的，韓國 LG集團宣稱要在 2001 – 2005全面地

在中國地區各單位推動當地化政策。許多的學術期刊支持這樣的決策，認為以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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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員取代外派員工，對企業營運具有正面的效益。特別在 1999亞洲金融風暴

之後，更加大外資企業在中國地區推動當地化的壓力，各大企業無不加速當地化的

進行。 

 

    但是多國公司總部希望的快速當地化的理想，在中國地區受到三項要素的限

制，使得快速當地化受到阻力，多國企業在中國地區當地化的速度，取決於以下

三項要素的處理狀況：包括現實環境因素的考量，文化因素，以及策略面像，分

別說明如下(Gamble, 2000)： 

1. 現實環境因素考量：在實際環境中，由於中國大陸人力豐沛，但人才不足，當

地缺乏管理人才，這使得人才當地化的困難度加增。 

2. 文化因素：，文化差異造成當地化具有必要性，但又因這樣的因素而使母公司

與子公司在管理上的隔閡。 

3. 策略面像：外派人員應視為長期投資，因為中國的經營環境複雜，非常重視人

際關係，頻繁的人員調動會破壞這樣的經營優勢。 

 

   實務上，多國企業當地化的做法包含了四項過程： 

1. 在各項職位上，挑選適當的本地員工 

2. 給予各項培訓，以產生符合母公司對該職位要求的績效水準。 

3. 經過工作歷練，以產生符合母公司對該職位要求的績效水準。 

4. 灌輸母公司文化以較能產生符合母公司要求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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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國企業的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的定義 

 文化的概念是由人類學引入組織管理研究中，但是各家學者對文化的看法相當

歧異，還未有一致的定義。例如，Tunstall(1985)提出企業文化乃是共有的價值、行

為模式、習俗、象徵或標誌、態度及處事規範的混合體，而可與其他組織有所區

別。Deal 與 Kennedy(1983)認為，企業文化是由組織環境、價值、英雄人物、典禮

儀式，及溝通文化網路等五個要素所構成。Barney(1986) 則認為，企業文化是一

組價值、信念和象徵的複雜組合，透過此一組合，組織得以界定其業務處理方式。

Davis(1985)則認為企業文化乃是組織成員所共有的信念與價值，是為其成員塑造

意義及提供行為準則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可以得到以下的共識：管理學者認同企業文化具有獨特

性，組織信念是為大部份組織成員所共享的。也有學者提出文化層次的概念，

Schein(1985)認為，企業文化的內涵包括了三個層次，由最外顯到內隱分別為：人

為飾物、價值觀與基本假設。其中｢基本假定｣是企業文化的本質，｢價值觀｣及｢人

為飾物｣乃是企業文化的衍生物，企業文化的力量之所以強大，乃是成員堅持具有

相同的假定並藉由假定彼此增強。 

 

企業競爭優勢與企業文化 

 

    90 年代一項有關美國籍多國企業全球化活動的研究顯示，這些企業在全球化

的活動中面臨的主要問題不在於發展全球化策略，而在於發展能夠導入全球性策略

的組織能力。另一項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的研究顯示，企業不論國內或國際上，只

有 20%的企業能夠成功的實踐原先規劃的策略，相反的，有 80%的企業在策略導

入過程中失敗。而這樣的現象，使的面對變革成為常態的企業，在經營上益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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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來愈多的證據顯示，企業因為缺乏整合及全球性觀點的企業文化，以致在全

球化策略導入過程中，招受極大的障礙。例如 ITT, GE, Corning Glass Works, 在過

去幾年都曾經歷極難與日本及歐洲廠商競爭的局面，這些原因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1)缺乏快速回應能力， 

(2)缺乏彈性組織結構， 

(3)缺乏將技術及時轉換到適當市場的能力。 

檢視這些失敗的原因，可以發現並不是策略本身的錯誤，而是策略導入過程的失

敗。究其根本，在於缺乏策略執行的組織能力，而這項能力的核心關鍵，在於企業

文化 (Rhinesmith, 1991) 。 

 

    要能夠解決上述問題，我們必須瞭解哪些全球性企業文化要素，對打造企業的

策略性競爭能力，有所貢獻。在企業內發展全球性企業文化，包括以下要件：塑造

一套整合的價值觀、管理機制、及流程，確保企業能夠持續的變革，以在競爭激烈

的全球市場中生存。大多數的企業全球化開始於策略與組織結構的改變，在此時會

伴隨著簡單的跨文化訓練的任務，但當企業的研發、製造、行銷及配送作業都開始

全球化時，企業將面臨一個問題，｢什麼是整體的企業文化? ｣而不單純的組織與策

略的改變。發展一個全球性企業文化，是伴隨著企業進入全球化競爭而產生的需求。 

 

    所有的組織都需要正式的組織結構賴以運作，而一旦這樣的組織結構不是實體

的時候，她們就必須要在相同的共用願景、價值觀、行為規範之下運作，換言之，

就是強烈的企業文化，像沃爾瑪、IBM、惠普、松下等多國企業有著鮮明的企業文

化，而它們以價值觀為核心的企業文化，是建構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它具有引導，

凝聚，激勵和規範協調功能，能最大的激發人的潛能，使人們在一種先進的強文化

氛圍中工作，大大提高工作的績效，使得企業取得最好的效益。而它們的企業文化

在其跨國經營的過程中扮演了不可替代的角色並產生了巨大的影響，下面來看一下

這些多國公司的企業文化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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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企業文化 

    沃爾瑪的成功應該有許多因素，但其獨特的，豐富的企業文化必定是其中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它的企業文化體現了山姆的三條基本理念：尊重他人，服務客戶和

追求卓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鄒衛東、聶軼，2002)： 

首先，是日落原則。它要求今日的工作必須在日落之前完成，對於客戶的服務要求

必須在當天給予滿足，做到日清日結，決不拖延。這一原則歸因於公司的創始人山

姆․華頓常說的一句口頭禪｢為什麼要把你今天能做的事推到明天｣。這是沃爾瑪文

化很重要的內容，也是其客戶服務深受歡迎的原因所在。日落原則的核心就是急客

戶之所急，立即服務，它與尊重個人，注重服務和精益求精的企業理想是一致的，

體現了沃爾瑪時刻為客戶著想的的經營宗旨。 

    其次，超出客戶期望和十步原則。它要求員工不斷改進服務，為客戶提供更好

的服務，以至於這種服務超出客戶原來的期望。正是通過這些細小的優質服務，沃

爾瑪吸引了大量的回頭客，生意十分興隆。十步原則要求員工無論何時，只要客戶

出現在你的十步距離範圍內，員工必須看客戶的眼睛，主動打招呼，並詢問是否需

要幫忙。這是其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再次是團隊合作精神。沃爾瑪真正起飛

的動力在於管理者同員工之間的合作關係的建立。山姆把員工看做是企業成功的最

重要因素。他說：｢要和同仁分享利潤，視同仁為夥伴，你們一起工作的成績將超乎

你想像的，你的行為要像是一位為合夥人服務的領導者｣。｢要想員工好好的招呼客

戶，就得先好好的招呼他們，這是企業成功的秘訣。｣他倡導團隊精神，鼓勵員工與

領導者之間以及員工之間的溝通，使得員工與公司形成一個利益共同體。１９７１

年，沃爾瑪公司採取第一個重要的變革策略，開始實施所有員工參與企業利潤分享

計畫。根據這一計畫及相應的制度設計，沃爾瑪把每個夠資格的員工工資的一個百

分比歸入他或她的分享計畫之中，員工離開公司的時候可以取走這個份額，可以選

擇現金形式，也可以選擇股票方式。通常情況下，沃爾瑪每年提留的金額大約是工

資總額的６％。由於利潤分享計畫的管理者每年都選擇沃爾瑪公司股票為該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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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對象，該計畫取得了難以置信的成功，使得員工個人帳戶的存款數額大增。

此外，公司還允許員工通過工資扣除的方式以低於市值１５％的價格購買公司的股

票，鼓勵員工購買公司股票。１９８０年沃爾瑪公司制定了損耗獎勵計畫。該計畫

通過讓員工共用公司因減少損耗而獲得的贏利，依照這一計畫，如果某家商店將損

耗維持在公司的目標之內，該店每個員工都可獲得獎金，最多可達２００美元。該

計畫實施後，各商店的損耗率就大大降低，員工之間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加。 

 

    在沃爾瑪，每件事都是公開的。在各個商店，該店的利潤，進貨，銷售和減價

情況，不只是向經理及其助理們公佈，而且向普通員工，計時工和兼職雇員公佈。

雖然這可能會導致資訊外泄，但與員工分享的好處遠遠大於外泄所造成的損失。沃

爾瑪公司總是尋找一切可能被讚揚的事。當員工有傑出表現時，公司很快就會讓他

們知道，並使其瞭解自己對公司的重要性。沃爾瑪十分重視員工的忠誠性。為了幫

助員工進步，沃爾瑪還提供了大量的培訓課程，這些課程注重加強員工的服務意識

和對整體的工作運行的認識，進行多技能培訓，並非常注意團隊精神的教育。 

 

    沃爾瑪文化的另一縮影是其｢週六例會｣。每週六早晨７：３０，公司高級主管，

分店經理和員工近千人集合在一起，由公司總裁帶領喊口號，然後大家就公司的經

營理念和管理策略暢所欲言，做出優秀成績的員工會被請到美國總部當眾表揚，參

加會議的人喜笑顏開，彼此間的距離拉近了，溝通更加融洽。獨特的企業文化，使

得每個員工有一家人的親切感。為了共同的目標奮鬥，使沃爾瑪保持強勁的競爭能

力和旺盛的商業鬥志。這種企業文化的建設充分展示了華頓領導藝術。 

    沃爾瑪在人才管理上也全新的管理理念著稱：公僕領導。企業領導和員工之間

是一個｢倒金字塔｣型的組織關係，領導在整個支架的最基層，員工是中間的基石，

客戶永遠是放在第一位。領導為員工服務，員工為客戶服務。員工作為直接與客戶

打交道的人，其工作精神狀態至關重要。在沃爾瑪，領導的工作就是指導，支持，

關心，服務員工。所有的員工佩戴的工牌都有｢Our people makes difference｣（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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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同事創造卓越）的字樣，除了姓名以外沒有其他標誌，包括公司總裁。公司內

部沒有上下級之分，同事之間直呼其名，營造了一個上下平等的氣氛。在總部，沒

有一個人擁有一塊指定的停車場地。總而言之，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家沃爾瑪連鎖店

中，人們都能體會到沃爾瑪的文化精神氣質：勤懇，節儉，活力，創新。 

 

IBM的企業文化 

    IBM 是一個企業文化鮮明案例。創設已超過百年歷史的藍色巨人，雖然經歷無

數風雨，但公司一直在資訊產業獨樹一幟。在 IBM公司，企業的價值觀深入人心。

這是湯瑪斯·沃特遜長期努力向全體雇員灌輸他的世界觀和 IBM角色的結果。他的三

個核心信條就是： 

    (1)對個人的尊重，即尊重企業中的每一個人的尊嚴和權利。這是 IBM成功的最

重要的信條，他說：｢我相信公司在成敗之間的真正的區別是公司怎樣最大限度地發

揮其工作人員的能力和才智。我相信一個公司在千變萬化的世界裏面對挑戰，它必

須準備改變除基本信條以外的一切。｣。IBM通過擴大工作職責的範圍，提高員工的

工作能力，並給予他們機會，使他們在工作中感到滿意，並為所有員工提供平等服

務的精神。 

    (2)為顧客服務，即對顧客給予世界上最好的服務。公司實際做法是與用戶簽訂

契約，不只是機器出售，更包括所有服務項目。公司的優秀主管助理任期３年，只

負責一項工作，就是對任何顧客的抱怨或疑難問題，務必在２４小時內解決。 

    (3)追求卓越，即在各項工作中卓越地完成目標。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技術也是

沒用的，除非它掌握在訓練有素，工作欲望強烈的勞工手上。保持高水準的工作滿

足感永遠是本公司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為雇員的不斷努力，使公司在提供殷勤有

效的消費者服務上的名譽能夠保持首屈一指的水平。IBM 不承認自己是電腦製造

廠，而把其最佳服務的象徵作為經營信條，任何顧客抱怨和疑難，２４小時內必定

得到解答。加拿大一公司的一台 IBM電腦出了問題，８位專家在幾小時就從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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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來到加拿大，其中４位來自歐洲，１位來自亞洲。 

    IBM公司前任總裁小湯瑪斯·沃森，在其專著《企業與信念》一書中這樣寫道：

“我堅決相信任何一個組織如果想要生存並且獲得成就，就必須有一套健全的信

念。我相信公司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守這些信念＂。換句話說，企業的成功主

要是跟它的基本哲學，精神和驅策動機有關係。信念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技術，資源，

結構，創新及時效。它的影響力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決定作用。思想支配行動，信念指導實踐。企業價值觀決定了企業的個性

和基本特徵。｢IBM 就是服務｣，在這樣的價值觀念指導下，IBM 從顧客或用戶的要

求出發，幫助用戶進行各自操作，通過多種多樣的服務，使顧客或用戶達到百分之

百滿意，從而建立起企業有口皆碑的信譽，形成本企業的經營特色和管理風格。營

造出獨特的 IBM文化。 

    (2)規範作用。企業價值觀規範員工的行為。IBM提供服務的金科玉律就是對客

戶提出的每一項提案計畫，都必須符合顧客成本效益的要求。 

    (3)激勵作用、企業價值觀灌輸著一種積極向上的信念，是全體成員的共同目標

和共同信仰，它激勵著員工們去追求這種信念和實現這個理想。IBM要求它的成員，

無論做什麼事，都要有傑出的表現，盡力以最優的方式達到滿意的結果。 

企業內部的衝突和矛盾可以通過企業價值觀得到調整和化解，人際關係得到進一步

強化。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IBM 擁有獨特的企業文化，其正確的企業價值觀已經

滲透到每一個 IBM人的內心深處，成為企業員工共同的行為準則，由此凝結成強大

的向心力，凝聚力，責任感和使命感(梁紹川，2003)。 

 

惠普公司（HP）的企業文化 

      惠普公司企業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尊重個人價值｣。HP 有如下一些獨特的做

法，而這些做法都是為了建立一個體諒每個個人。尊重個人並承認個人成就的傳統

的待人信念，從而使全體員工有一個良好的環境，使他們把工作做好。(李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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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洙，2003) 

    (1)實行彈性工作時間，給員工以充分自由，使每個人得以按其本人認為最有

利於完成工作的時間，方式達到本公司的總體目標。 

    (2)不拘禮儀地直呼其名，不冠頭銜。 

    (3)走動式管理。主管們不拘形式，用溝通方式進行管理，如｢巡視管理｣，｢

飲咖啡聊天｣等溝通方式。一切問題，就這樣不拘形式地以非正規方式解決。 

    (4)實行終身雇傭。即使在７０年代經濟衰退時期也不減一員，而採取全員減

薪１０％，減工作量１０％的方法順利度過困難期，總經理也在其中。 

    (5)實行｢開放實驗室備用品庫｣制度和政策。一切備用品，可以任意拿回家中

供個人使用，而不管工程師們使用這些設備是否與公司的產品有關；認為即使與

公司無關，也可以提高人的素質。而且用品庫一直開放著，備用品可任意拿走。 

公司宗旨明白地寫著：｢組織的成就要靠每個人的共同努力才能獲得｣。 

      由於採取了以上方法，員工都表現出較高的幹勁和熱情，並對公司取得的成就

感到自豪。惠普人都深信自己的企業會成功。如果一家企業沒用可信的信念氛圍，

正如一個人沒用思想中心，會很難獲得成功，每個惠普人的言談舉止和行為方式都

已烙上惠普的信念情結，就像虔誠的宗教徒身上有著很明顯的宗教強勁一樣。惠普

信念鎖住了惠普１２萬員工的心。一位記者在採訪惠普創始人之一 Bｉｌｌ Hｅ

ｗｌｅｔｔ時問：｢你這一生有沒用最值得回憶的一件事？｣他回答說：｢我這一生

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就是參與，創建了一家公司，這家公司是以高科技，高質量，

好的管理聞名於世，然後又成為很多公司模仿的對象。同時我也希望在我百年之

後，這家公司的企業信念能繼續延續，這家公司的生命能繼續延續，還是很多人討

論的一個物件。｣惠普信念深刻地影響著員工行為，在不知不覺之中形成惠普管理

特色。 

 

多國公司的全球性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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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的兩難在於全球化整合與地方回應的抉擇。全球化整合的壓力在於國際

客戶重要性增加，多國競爭對手的出現，及對新技術的投資強度；另一方面，地方

回應的壓力，在於不同的客戶需求，及日益增多拒絕使用標準化同質化全球性產品

的顧客，及地主國政府對投資當地的要求。 

 

    Doz and Prahalad(1987)根據對多國企業如易利信(Ericsson)、Brown Boveri、飛

利浦(Phillips)、通用汽車(Genernal Motors)、IBM、Corning Glass Works 等多國企

業的長期觀察後的研究報告「多國企業的使命：平衡地方需求及全球願景」 (The 

Multinational Mission: Balancing Local Demands and Global Vision) 提出，企業達成

全球化策略能力的多項要素。他們定義「策略能力」為”一種組織內部的能力，可

以持續的覺察外部環境變化，從而發展適當回應及調動資源進行競爭“，這樣的描

述，也是企業文化的另一種說法。 Prahalad and Doz(1987) 強調要管理全球性企業

文化必須有一套管工具，而這套管理工具奠基在下列三項關鍵要素上，分別為：資

訊管理、員工管理、及利益衝突管理。其中人員管理工具包括了關鍵經理人的選任，

高階主管的職涯規劃，獎懲制度，管理發展，及社會化模式。 

    Bartlett and Ghoshhal(2002) 在 Managing Across Borders 指出「行政傳承」

(Administrative heritage)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巨大威力；所謂的「行政傳承」也就是

大部分人稱之 ”｢全球性的企業文化｣，它的意含包括了企業中現存資產分佈的狀

況，傳統上的責任分佈，工作與行為規範，價值，及管理風格。任何的全球性企業

文化必須符合三個目標，就是控制，變革，與彈性。而這三項目標示因為全球化過

程中的需要驅動而產生的，這些需要包括了效率(控制)，創新(變革)，及回應速度(彈

性)。 彈性是來自全球性企業文化之ㄧ的競爭優勢，在必須迎戰競爭對手的攻擊

時，快速調整當地競爭策略為全球競爭策略的能力，相對而言，將全球性文化調整

以符合當地需求，是比較容易；而將地方的回應需求調整為全球需求，則要困難的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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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公司的跨文化管理 

    有些多國企業會運用企業文化來控制它們在海外的子公司，由於母公司的企業文化

的表現與其所屬國家有密切關連，而通常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反應典型的母公司的國家

文化(Hofstede,1999)，因此服務於海外子公司的地主國員工，會經歷母公司文化適應或

文化同化過程(Selmer and de Leon, 1996)。不同文化之間，價值觀念，思維方式，行為

準則，語言，習慣和信仰都存在明顯的差異。跨國企業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帶有濃厚的母

國文化特徵，也就不可避免的會受到當地文化的衝擊和影響。由於存在文化價值觀和基

本信念方面的差異，民族性格和行為方式上的差異，多國企業要在地主國建立自己獨特

的企業文化所需的時間和代價是相當大的，整個過程也是複雜曲折的。這主要是因為多

國企業中存在著差異較大甚至相互衝突的文化模式，因此來自不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無

論是心理世界還是外部行為系統都存在顯著的差異。這些差異只有逐步被人們相互理解

和認同，然後才能逐漸取得共識，並最終建立起其所期望的企業文化。這是一個漫長而

曲折的過程，不僅需要所有成員一邊相互瞭解母公司原有的企業文化，一邊學習和接受

全新的文化建設內容，而且也需要一邊積極工作一邊不斷地進行文化溝通並消除相互之

間的一切障礙，從而為企業文化建設做出各自的努力和貢獻。就跨文化企業內部建立自

己特有的企業文化這一過程而言，一般遵循如下步驟：文化接觸  文化選擇  文

化衝突  文化溝通  進一步選擇 文化認同  進一步溝通  形成企業文

化，因此週期長，過程複雜，成本高是跨文化企業建立自己的企業文化所必須付出的代

價。 

 

母公司文化與地主國文化的調適 

    經過文化的調適，多國企業母公司文化在地主國分支機構表現形式有以下幾種: 

（１）母國文化主導型。外方管理人員首先保持高度一致整個公司以崇高效率為最高原

則。但這種文化在多大程度上被認同，以及由誰來與中國員工有效溝通，將成為

管理中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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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當地文化主導型。若以中國文化作為主導型，注重人際關係，關注員工的社會福

利，按員工的資歷決定其升遷。那麼管理者必須儘快適應這種文化，否則極易給

公司管理造成動盪。 

（３）文化合作型。對文化差異較大的國家，母國管理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與當地管理者

加強合作，其主要的手段就是溝通，否則就會造成管理上的混亂。 

（４）文化融合創新型。以母公司企業文化為優點，結合當地子公司的發展特點，創造

其獨特的企業文化，員工以這種文化為準則，自覺地規範自己的行為並以此作為

公司發展的動力。在這種文化模式下，企業文化的創新和貫徹就顯得尤為重要。 

 

    事實上，在創業初期，跨國企業會試圖維持母公司文化在海外子公司的影響力，

例如，在策略與控制的決策上，非常典型地看出以母國為中心的影響。高階管理職

位上，也通常保留給母公司的國民，以確保母公司對子公司能有效地控制。然而龐

大的派外人員成本的負擔，及當地員工工作能力被逐漸培植，因此多國公司開始認

真思考由當地經理人取代派外員工的可能性，而也同時注意，這樣需要的在組織管

理上的貢獻與控制的問題。從母國中心觀點的認知，對於策略管理及子公司控制而

言，當地化政策是一項相當複雜的過程，沒有從母公司派駐的經理人員，則與子公

司的溝通及控制就不只是單純的地理上的距離，更是文化差異上的距離。而這樣的

結果，很可能會造成組織效能嚴重的衰退，因此，如何通過文化上的同化或調適，

以達到預期的控制效果，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 

 

    透過機構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y)或許可以得到解答，機構理論是解釋各種不

同型態的外部機構如何透過仿效，社會責任，及強制，對於在組織內什麼行為是適

當，且根本上具有意義的，產生共同的理解 (Scott, 1995) 。 雖然機構裡論是解釋

外部機構對組織的影響，但是若以在企業內部網絡運作的事業單位或海外子公司來

看，來自母公司的工作或行為規範，以產生同質性團體的要求，將是使海外子公司

透過企業文化調適，產生與母公司同質性的主要力量 (Selmer and de Leon,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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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國企業母公司文化之傳輸 
 

    如前節所提，企業文化已成為現在多國企業競爭優勢的核心之ㄧ，1990 年代末的

績優大型企業得以在快速變遷的經營環境及全球化浪潮中持續成長，實證的研究顯示，

具有鮮明的企業文化及良好的人力資源管理是重要因素之ㄧ。例如，IBM,， HP，迪士

尼，都是具有傳統且清楚的企業文化，並能有效在全球複製，長期投資在人力資源領域。 

 

    一般而言，企業文化指的是一套影響員工行為表現的行為規範，標準，價值觀。例

如，客戶服務，管理風格，關心品質，或創新。行為標準與價值會影響員工在組織中如

何完成工作，這樣企業文化的塑造，傳遞，內化為員工行為，都必須透過以下的過程或

工具進行之(Albert, 1985)： 

人力資源管理體系 

    企業文化分別透過人力資源管理體系的甄選，新進員工輔導，訓練與發展，績效評

估，職涯發展，薪酬與獎勵等功能，進行塑造與傳遞。 

    (1) 甄選 

    甄選是第一個塑造企業文化的好機會。公司可以從應徵人員的學歷，背景，工作經

驗，及面試時詢問其對顧客服務，關心品質，創新等企業價值，以確定是否符合公司期

待。並且在不同的面試階段，不同的面試人員一再提示相關的企業價值問題，將使應徵

人員有深刻印象：這家企業重視什麼？如何在這家企業有績效的工作？ 

    (2)新進員工輔導 

   新進員工輔導，除了一般的公司歷史簡介，主要成就，及成長目標外，可以更積極

的將其視為溝通及塑造新進員工企業期待的文化與行為表現及公司深信不疑的價值信

仰。 

    (3)訓練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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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企業並沒有將管理訓練發展與企業文化價值理念整合在一起，因此使得書

面的使命宣言或企業文化，都僅止於紙上談兵，在日常的管理活動中，並未真正落實。

建構一個整合企業價值理念與管理發展的管理訓練，將可提供主管在日常管理活動中，

可以實踐企業理念，並漸次的形成企業文化。 

 

    (4)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包含了兩個部分，一是績效評估程式，另一部分是主管-部屬回饋系統，

都必須與企業文化有密切關聯。從人員發展的角度來看，這樣的績效評估系統將可以請

楚的讓主管及部屬知道，在他們的行為表現上，是否符合企業的期待與要求。並透過不

斷的改善，將使員工行為接近企業價值理念。 

 

    (5)職涯發展 

    當所有主管都知道培育部屬的價值，並有能力去執行時，就可以實現部屬的職涯發

展方案。所有的管理職都要求此項能力時，企業的管理文化就會形成。各級主管輪調時，

除了熟悉新部門的文化外，共有的管理文化已經具備，這樣的規劃有助於橫向輪調的職

涯發展。 

    (6)薪酬與獎勵 

    薪酬及獎勵制度的設計必需著眼於強化企業文化，激勵員工的行為表現，符合公司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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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派外經理人的角色 

    對母公司而言，派外經理人在海外子公司扮演一個很重要的控制或協調的角色。根

據 Plerlmutter的說法，多國企業海外子公司人員任用政策受到以下四種子公司型態而不

同，母國中心主義，區域中心主義，多元中心主義，及全球中心主義。母國中心主義的

企業對子公司透過科層組織及決策程式擁有強勢的控制權，也就是中央集權，而區域中

心或多元中心主義則子公司享有較高程度的決策權，而這樣的子公司通常係由當地員工

出任公司高層管理者，因此這些公司在導入人力資源制度時，會與當地其他公司相仿。

全球中心主義的企業似乎是較理想的模式，這樣的企業要整合區域的子公司，並塑造全

球一致的企業文化，以便導入全球管理策略。 

    另外，派外經理人有兩項控制因素：直接控制與間接控制。直接控制來自於決策的

企業理念

與經營哲

學 

人員甄選 

新進員工訓練 

薪酬與獎勵 

職涯發展 

績效評估 培訓與發展 

企業文化

圖二：Developing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o HRM 
資料來源：Michael Albert, “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Human Resource Systems Integration,” Training & Development 
Journal, September 1985,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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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例如甄選或晉升當地員工，間接控制則透過傳輸企業願景，價值，態度工作要求

及方式，派外經理人扮演著文化傳承的角色。 

    派外經理人的文化傳輸，實際透過每日工作教導，督導當地員工績效符合母公司要

求，或者自身示範，以供員工學習等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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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陸地區多國企業之母公司文化傳輸 

 

    由於 FDI在中國大陸地區蓬勃的增長，各產業的領導廠商在中國大陸地區進

行深化的投資。這些具有高度品牌知名度，企業文化鮮明多國企業的商業動作，對

中國大陸的商業模式，企業經營以及人才市場有著一定程度的衝擊。這些現象引起

中國大陸相關領域學者研究的興趣，在過去幾年中已有為數不少關於多國企業在大

陸地區經營模式本土化的研究文獻，從另一個觀點貼近的觀察正在進行的變革發

展。 

  

    多數的學者觀察多國企業在中國地區當地化的內容包括： 

1. 產品當地化：如寶潔(P&G)的飄柔，玉蘭油；上海通用汽車的賽歐系列。都是

根據當地消費者需求，推出的且成功的產品。 

2. 銷售渠道的當地化：例如柯達快速彩色連鎖店計畫，就是透過快速開店建立品

牌知名度，以獲取市場的成功模式，成功地擊敗富士軟片，成為中國第一的品

牌；廣州本田的自營授權直銷店建立銷售網絡，提供消費者銷售，維修，檢驗，

保養四位一體的獨特服務，使雅哥車系穩居暢銷排行榜。 

3. 管理人員當地化：諾基亞在中國地區擁有 5000名員工，其中 90%以上為當地

員工；摩托羅拉管理人員的比例從 1994 年的 11%(12人)上升到 2001 年的

72%(528人)。 

4. 研發當地化：多國企業在中國已設有一百多個研發中心，其中具有規模的有四

十個，包括杜邦，微軟，英特爾，IBM，通用汽車，愛立信，摩托羅拉，寶潔，

聯合利華，朗訊，阿卡特爾，索尼，諾基亞，都在中國地區設立獨立的研發中

心。 

5. 製造當地化：過去在中國的製造定位是以低價勞動力為基礎的初級產品生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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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前已轉向低成本與高科技含量，高附加價值的方向轉變。 

 

    由於多國企業在中國地區當地化的趨勢近幾年益加明顯，使得多國企業的母公司文

化在面對具有悠久化背景的中國籍員工，有著強烈的文化衝擊。但是從多國企業的外派

員工數目的減少，高階管理職位陸續由當地員工出任，顯示母公司文化在傳輸過程有著

一定程度的有效性。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CFO雜誌進行的一項國際商貿調查顯示：人

才本土化已經成為多國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接受調查的 680家分佈在亞洲，美洲，

歐洲的公司中只有 26%的公司高級職位主要由外方人員擔任，而 40%的公司說它們的

高級職位將主要由本地人員擔任，另有 34%的公司說它們的高級職位將/由外方人員逐

漸過渡到由本地人員擔任。調查顯示本地化的趨勢會繼續，1/3的公司計劃減少目前由

外方人員擔任的高級職位，這在製造業，零售/批發業，銀行/金融業和電信業尤其突出。 

 

    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公司治理課程題組」針對多國企業在中國地區的公司治理狀

況，進行了一次全方位的調查。其受訪對象包括許多國際著名的多國企業，如摩托羅拉，

可口可樂，百事可樂，霍尼偉爾，雅馬哈，松下電器，瑞士雀巢，韓國三星，德國大眾，

調查顯示，隨著事業的發展，愈來愈多的企業推行人才本土化策略，部門經理大多改由

中方人員出任。摩托羅拉中國公司 1997 年僱員有 5萬人，其中中國雇員 1.47萬人，外

籍僱員 300人，1999 年外籍僱員減為 150人，諾基亞在中國擁有員工 3500人，其中本

地員工佔 90%以上，中德合資企業 SK公司成立之初，德方母公司在全球招聘了 6名高

級經理人員，成功運作兩年後，除總經理外，外方高級人員全部撤走，所有中高級管理

人員全部由中國人擔任。 

 

    中國惠普，每兩個月都會派兩個中國本地的部門主管到美國體驗生活一段時間，跟

著美國的師傅開會，訂計畫，跑客戶等，實際上就是希望透過環境的變化，來改變觀念，

也就是說儘管這些人外表是中國籍員工，不過內部已經換成國際化了，那時候它們與外

國管理者其實已經沒有區別。SAP中國則提供大量的培訓與教育，培訓的項目從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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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過度到管理培訓，讓他們的員工在有指導的前提下，不斷增長技能與經驗。Novell

諾維爾中國，則常常提供中層經理人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參加多國公司的全球性國際

會議，不僅要瞭解美國人，可能還要瞭解澳洲人，印度人等，這是文化學習重要過程。

微軟中國，對於本地人才的培育是給它們盡量多的機會瞭解公司總部的運作方法，充分

授權創造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階段性的參加適當培訓，更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培養和

給予指導。 

 

    任何一個企業都是誕生在本地，隨著業務和規模的發展，延伸到全球，沒有天生或

固有的全球化公司，祇有融合世界各地的本地化特徵，才能形成全球文化。因此，塑造

全球化的企業，歸根結底，關鍵是營造全球化的企業文化，在這種文化的氛圍裡，塑造

來自本地的全球化經理。 

 
 

本章小結 

 

    全球化是當前多國公司在追求持續成長，無可迴避課題，而當地化則是在確保有效

執行全球化策略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樣的課題背後，除了技術，資金移轉或流通的顯

性因素外，多國公司面臨的是一個更複雜而且隱晦的跨文化管理議題。多國公司所代表

的企業文化通常帶有母公司的國家文化，而在複製或移植到海外子公司，必須面臨文化

調適或同化的過程，因此，多國企業要能有效執行全球化戰略，必須建構一套全球員工

行為標準，一致的全球性企業文化，海外公司員工在相同的行為準則，價值觀之下，有

效與母公司總部溝通，才能準確執行總部的全球化戰略，並確保全球化戰略在外子公司

當地成功地導入。 

 

    許多研究文獻指出，企業文化是企業競爭優勢重要來源之ㄧ，也是競爭對手難以模

仿的競爭優勢，從企業文化鮮明的案例，如沃爾瑪、IBM、HP，都可以看到強烈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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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文化如何影響的一家多國公司創造競爭優勢，並且長期的維持競爭優勢。吾人已知企

業文化是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而企業文化又多是以人為載體，因此有文獻指出如果有

一套完整的人力資源體系，是將是企業建構企業文化比較好的模式。 

 

    因此，不論從多國公司全球戰略，或是成功的當地化政策的觀點，有效的傳輸母公

司文化到海外子公司員工，都是一個核心的焦點。唯有能在海外子公司有效複製母公司

文化，才能將母公司的競爭優勢延續到海外市場，其中母國派外經理人或許扮演重要角

色，但是在過去的相關文獻並沒有看到太多的證據來支持較佳的文化傳輸模式為何，而

較佳的文化傳輸模式有需要未來更多的研究去發掘。



 - 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