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論、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傳統代理理論主張，企業可利用績效酬勞激勵員工努力工作，提昇組織績

效；而競賽理論則強調，利用同儕競賽，並擴大勝負間的酬勞差距，以達企業利

潤極大化目標。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對員工投入的努力皆具正面激勵效果，然

而，在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隨著員工工作所需的合作程度不同，對組織績

效的影響卻有所差異。 

本文首先依據代理理論與競賽理論模型，將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同時納入

酬勞誘因制度中，以利分析在不同工作特性的情況下，酬勞誘因對於營業單位經

營績效之影響。在績效酬勞對經營績效之影響上，理論分析結果發現：不論對員

工工作獨立或對工作需合作的營業單位而言，績效酬勞的增加，都可提高員工努

力的意願，進而提昇組織經營績效；相反的，當隨機干擾因素增加，不論對員工

工作獨立或對工作需合作的營業單位而言，都會使員工獲得酬勞的不確定性增

加，因而削弱員工努力的意願，降低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 

在競賽誘因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方面，理論模型顯示：在不同工作特性的情

況下，出現不同的結論。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擴大競賽後贏家與輸家

間的酬勞差距，對員工具有正面激勵效果，有利於組織績效之提高。然而，在員

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競賽後贏家與輸家間的酬勞差距擴大後，卻出現兩種

截然不同的效果，一方面擴大酬勞差距，使員工最適個人努力提高，有益於組織

經營績效；另一方面擴大酬勞差距，削弱員工彼此協助、相互合作的意願，降低

員工協助同儕的努力，有害於組織經營績效。因為在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

下，表示當員工具有影響同儕績效的能力時，員工要提高獲勝機會有二種方法，

第一，提高個人努力；第二，採取不合作態度，甚至暗中破壞同儕績效，藉以降

低同儕獲勝的機會，擴大酬勞差距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提昇的效果受到限制。 

由於檢定競賽理論需取得員工與營業單位之績效與酬勞等機密資料，囿於

實際資料取得上之困難，使理論大部分僅止於紙上談兵(Lazear1991； Lazear 

1999；Wier et al.2002)。正如 Kunz and Pfaff (2002)所言：代理理論理論和

實證研究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助於理論持續地精練，也藉此擴展其解釋和預測能

力。因此，本研究以一家大型汽車經銷及維修保養連鎖公司為個案公司，包括全

國共計 86 家直營經銷據點與 90 家直營維修保養廠，利用中低階層員工酬勞資料

與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資料，對於上述議題進行實證檢定，不但回應

Prendergast(1999)的呼籲，補充過去文獻對競賽誘因瞭解的不足；更進一步分

析在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制度對經營績效之影響是否有所差異，藉以釐清

過去對於競賽誘因實證結果上之分歧。 

茲將實證結果發現，略述如下，並彙總於表 7-1。 



 

一、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下，個人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係數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 

在員工工作獨立的情況下，個人績效酬勞的提高，對員工具有正面激勵作

用，使營業單位之績效顯著提昇，與假說一的預期相符，亦符合代理理論之主張。

在收入變異係數的實證結果方面，當員工績效成果受外界因素的干擾程度太大

時，造成員工努力後獲得報酬的風險增高，對員工努力的意願具有負面影響，因

而降低營業單位的績效表現。 

二、在員工工作彼此合作下，團體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係數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 

理論模型之分析發現，當團體績效酬勞愈高或者收入變異程度愈低者，會愈

強化員工投入努力的動機，有助於組織績效之提昇。實證結果發現，利用同一營

業區內所有維修廠之年資料進行估計後，所獲得的團體績效酬勞代理變數，支持

團體績效酬勞愈高時，該維修廠之經營績效愈好。此外，在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

的情況下，收入變異程度愈大，愈會干擾員工投入努力後的成果，使員工獲得酬

勞的不確定性升高，進而降低員工努力的意願與營業單位的績效。 

三、不同工作特性下，競賽誘因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 

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兩種誘因制度在企業普遍可見，兩者皆以績效作為獎

酬的依據，不同的是，前者可取決於絕對績效，不必與同儕作比較；而後者則是

決定於同儕競賽的相對績效。由於競賽誘因的性質是相較於同儕的表現，為了爭

奪獲勝的機會，因此，降低協助同儕的可能性(Prendergast 1999，35)。對於工

作特性屬員工工作彼此獨立者，績效全憑個人投入之努力，與同儕協助與否無

關，因此，兩種誘因制度皆可達到相同的效率(Lazear and Rosen 981)；然而，

對於員工工作屬彼此合作者，績效來自個人投入，亦仰賴同儕的互助合作，誘因

設計如何平衡激勵與合作，便成了關鍵性的議題。由此可見，雖然績效酬勞對經

營績效之影響，工作特性的不同並無重大差異，然而，就競賽誘因對於經營績效

之影響，則會隨工作特性而有不同的效果。 

除了工作特性可區分為獨立與合作兩種特性外，本研究進一步將競賽誘因

再區分為職務間與職務內等兩種酬勞差距。在探討職務間酬勞差距對經營績效之

影響方面，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擴大主管與員工間酬勞差距，對員工具有激

勵作用，進而使營業單位績效顯著增加，符合競賽理論之預期。然而，在員工需

要彼此合作的工作特性下，酬勞差距的擴大對組織績效而言，具有兩股相反的拉

扯力量。一方面，酬勞差距的擴大可激勵員工，為了爭取較高報酬而更投入努力，

有利於組織績效；另一方面，酬勞差距的擴大，加劇同儕間的競爭，也降低員工

合作的意願，反而有害組織績效，當兩股力量相互抵銷後，職務間酬勞差距的擴

大對工作需要彼此合作的組織而言，就沒有那麼顯著的正面效果了。 

在分析職務內酬勞差距對經營績效影響方面，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擴大



員工間酬勞變異程度，可提高員工的動力，有助營業單位績效提昇，與競賽理論

之主張吻合。然而，對於工作需合作的營業單位而言，酬勞變異係數增加，代表

員工在工作時，為了爭取自己的酬勞極大化，會提高個人努力，同時降低協助同

儕的意願，因此，對營業單位績效同時具有正負面效果，使得酬勞誘因機制的激

勵效果受到限制。 

綜合而論，實證結果指出，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無論是個人績效

酬勞或是競賽誘因，皆是激勵員工的有效酬勞誘因機制，支持代理理論與競賽理

論之論點，與 Gibbs(1995)所主張，企業會同時運用多種酬勞誘因之說法一致，

亦支持 Gibbons and Murphy(1992)之觀點，最佳酬勞誘因應同時包括績效酬勞

與競賽誘因。 

相對而言，在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對員工工作

努力的影響則呈現不同的效果。在團體績效酬勞對經營績效之影響方面，團體績

效酬勞不但可激勵員工投入個人的努力，亦可提高協助同儕努力，兩種努力皆有

利於營業績效。在競賽誘因對經營績效之影響方面，雖然擴大酬勞差距有利於激

勵員工個人努力，卻有損員工彼此協助與合作，兩種效果相互抵銷後，使競賽誘

因提昇營業單位績效的效果顯著小於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支持

Lazear(1989)之論點，當員工間合作很重要，壓縮酬勞差異有助於組織績效提

昇。如同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所述，在多工的情況下，除了誘因與

風險上的考量外，還要引導員工適當分配各種努力，因此，當員工工作需彼此合

作時，酬勞誘因不但要激勵員工投入個人努力與協助努力，還要考量兩種努力之

間的分配適當性。 

 



表 7-1 實證研究結果彙總表 

研究問題 研究假說 實證結果 研究結果的意涵 

假說一: 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

營業單位之個人績效酬勞愈高，

其經營績效愈好。 

假說獲得支持 實證結果發現，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營業單位之個人績效酬

勞愈高，對員工的激勵效果愈大，可顯著提高營業單位的經營績

效，與假說一的預期相符。 

績效酬勞對

經營績效之

影響 

假說二: 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

作，營業單位之團體績效酬勞愈

高，其經營績效愈好。 

假說獲得支持 實證結果顯示，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時，當營業單位之團體

績效酬勞愈高時，維修廠之經營績效愈好。 

團體績效酬勞不但有利於激勵員工個人努力，亦可鼓勵員工彼

此合作，因此，對於工作彼此需合作的組織而言，團體績效酬勞有

助於提高組織的績效。 

假說三：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

營業收入變異程度愈大，營業單

位之經營績效愈差。 

假說獲得支持隨機因素對

經營績效之

影響 

假說四: 當員工工作彼此需合

作，營業收入變異程度愈大，營

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差。 

假說獲得支持

不論是對員工工作獨立或合作之營業單位而言，當環境的干擾

因素太大時，都會造成員工努力後獲得酬勞的不確定性增加，進而

對員工努力的意願具有負面影響，並降低營業單位的績效表現。 

若企業希望員工達某一定的努力水準，則需提高其他的誘因，

以彌補員工獲得酬勞不確定性所擔負之風險。 

假說五：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

單位主管酬勞與員工平均酬勞的

酬勞差距愈大者，營業單位的經

營績效愈好。 

假說獲得支持 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擴大酬勞差距可激勵員工競爭晉

升的機會，以獲得較高的報酬，進而提昇營業單位的績效，與競賽

理論之預期一致。 

 

職務間酬勞

差距對經營

績效的影響 

假說六：相較於員工工作彼此獨

立情況，當員工工作需彼此合作

時，擴大營業單位主管與員工平

均酬勞之差距對營業單位經營績

效的提昇幅度較小。 

假說獲得支持 對於工作彼此獨立的員工而言，擴大晉升的酬勞差距的確有助

於營業單位績效的提昇；對於需彼此合作的員工而言，晉升的酬勞

差距的大小對營業單位績效的提昇，相對較彼此獨立的工作顯著較

小。 

因此，當組織運用酬勞差距作為激勵員工的機制時，應因應工



表 7-1 實證研究結果彙總表 

研究問題 研究假說 實證結果 研究結果的意涵 

作特性上的差異，而給與不同程度的誘因權重。 

假說七: 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

單位內員工彼此的酬勞變異程度

愈大，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愈

好。 

假說獲得支持 與競賽理論之主張吻合，支持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擴大員

工間酬勞變異程度，可激勵員工競爭以爭取較高報酬，有助營業單

位績效提昇。 

 

綜合假說一、假說五與假說七的實證結果可發現，對於工作特

性屬於工作彼此獨立時，可同時採行績效酬勞誘因、職務間的晉升

誘因與職務內之同儕競賽誘因。因為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

下，若員工只需投入個人努力，沒有多種努力的分配問題，則這三

種誘因機制皆可達到激勵員工努力工作的目標。 

職務內酬勞

差距對經營

績效的影響 

假說八: 相較於員工工作彼此獨

立情況，當員工工作需彼此合作

時，營業單位內員工彼此的酬勞

變異程度擴大，對營業單位經營

績效的提昇幅度較小。 

假說獲得支持 雖然酬勞變異係數 (衡量職務內的酬勞差異)具有激勵員工的

正面效果，但對於工作需合作的營業單位而言，酬勞變異係數增加

後會削減員工合作意願，對營業單位績效產生負面效果，使得此酬

勞誘因機制的激勵效果受到限制。 

綜合假說二、假說六與假說八的實證結果可發現，對於工作特

性屬於工作彼此合作時，績效酬勞誘因對於員工努力與營業單位之

經營績效皆具正面效果；然而，職務間的晉升誘因與職務內之同儕

競賽誘因的激勵效果卻不如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由此可見，在

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職務間與職務內酬勞差距的擴大，雖

有利於員工個人努力，卻不利於員工間之合作，因此，酬勞誘因機

制之設計，除了要求員工個人努力與協助努力提高，更要考量兩種

努力的分配問題。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下列研究限制，請讀者在解讀上須謹慎： 

一、研究結果之一般化可能受到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實地實證研究法雖然可取得實際的量化資料，有利於進行較豐

富而深入的議題探討，如同其他以單一個案公司為對象的研究(如 Baker et al. 

1994；Gibbs 1995；Banker et al. 2001；Lazear 2000)，易使研究結果之一般

化受到限制。本研究加強理論基礎，以舒緩一般化不足的問題。 

二、資料蒐集年度上的限制 

受限於資料蒐集年度上的限制，本研究無法利用營業單位之年資料進行個人

與團體績效酬勞之估計，而改採營業區之年資料或營業單位之月資料進行估計。

以營業區年資料進行估計，雖能捕捉大部分影響個人與團體績效酬勞因素，然而

少部分的個別營業單位因素未能完成掌握；另一方面，利用月資料易受各月淡旺

季波動、銷售異動或退回影響、或各月促銷方案變動等因素影響，而使估計係數

較不精確，兩者皆可能對實證結果造成若干影響。 

三、因監督成本不同，使得酬勞與績效間相關程度有所差異 

Lazear(1986)認為當監督代理人行動之成本太昂貴時，最佳酬勞契約設計需

依據績效；當組織有相對較低廉之監督制度時，則主理人及代理人都會偏好非權

變(noncontingent)之酬勞制度(例如採用固定薪資給付酬勞)。

Prendergast(2002)認為授與特許權(如加盟店)與保留公司的經營權(如直營店)

為最常見的二種經營方式，而各別公司之監督成本不同，其酬勞給付與績效間相

關程度亦相異。由此可見，在不同經營方式下，因監督成本上之不同，可能使公

司在酬勞制度上的設計不同。由於本研究中的營業所與保養廠係屬公司直營方式

經營，因此，研究結論的推論較合適於採取類似直營經營方式之營業單位。國內

部分汽車公司採用加盟方式經營，營業所與保養廠係屬老闆(所有者)經營，對於

員工監督的程度與決定升遷方式可能不同於個案公司，因此，讀者對於將本文結

果推論至不同經營方式的公司時，應注意此項差異。 



第三節    建議與未來研究方向 

依據上述的分析結果，茲將本研究之建議彙述如下： 

一、對實務界的建議 

(一) 本研究同時提供理論分析與實證證據給實務界，瞭解工作特性與酬勞

制度間複雜的相互作用，可作為實務界設計酬勞制度的依據。對於工作特性屬於

獨立作戰的性質時，利用績效酬勞或競賽誘因皆是有效的激勵因子。對於工作特

性屬於需彼此合作時，則應提高團體績效酬勞誘因，壓縮主管與員工間的酬勞差

距，以誘導員工投入努力與平衡個人努力與協助努力，使酬勞制度為公司創造最

大價值。 

(二)由本研究中可發現，公司在決定競賽者勝負間酬勞差距的大小時，需注

意酬勞誘因與工作設計間的配適性，如果僅改變酬勞誘因結構或僅改變工作設

計，可能導致更差而非更好的結果(Milgrom and Roberts 1995；楊朝旭 1998)。

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擴大酬勞差距有助於經營績效之提昇，隨著員工工作需

彼此合作程度增加，降低酬勞差距提高經營績效的效果。此一結果具有管理上之

意涵，即工作設計與酬勞設計應該作同步考量，而非各行其道。例如，近年來，

許多公司逐漸放棄傳統的分工設計，而改採工作團隊方式完成工作任務，以因應

市場的急遽變化與快速反應客戶需求。當工作設計由分工轉為團隊合作時，酬勞

制度應配合修改，提高團體績效酬勞的比重，降低團體內成員競爭程度。 

(三)當需要鼓勵營業單位內部進行合作時，應將競爭導引到非合作的單位，

這樣不但可增加需合作營業單位內的凝聚力與合作意願，亦能激發不同營業單位

間的競爭(Daft 1997)。例如，營業單位依產品別(如手機、攝影器材與家電業等)

劃分部門優於依功能別(如行銷企劃、銷售執行、通路與售後服務等)之原因在

於：依功能別需各功能部門高度合作才能提供快速而優質之服務，若以功能別界

定營業單位，則易誘使功能別的營業單位各自為政，相互較勁；反之，依產品別

劃分營業單位，產品間所需的合作關係較少，可激勵各產品線之間相互競爭，為

組織創造最大的利潤。 

二、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Lazear and Rosen(1981)認為在員工能力同質的情況下，採用競賽型獎

酬制度可達到與按件計酬式績效獎酬制度一樣的經濟效率，然而，當員工能力異

質且事先知道彼此能力時，競賽獎酬制度可能會造成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若在競賽時設計讓步機制(handicapping scheme)，可讓異質員工

都更有效率工作。相反的，在按件計酬式獎酬制度，即使員工能力彼此異質，仍

可達到一樣的經濟效率。其次，Bull et al.(1987)由分析性模式中推論：異質

員工間的競賽，屈居劣勢的參賽者所投入的努力會低於位居上風的參賽者，然

而，其實驗結果卻發現屈居劣勢的參賽者的平均努力水準高於均衡水準。由此可

見，異質員工間之競爭之理論與實證仍有值得探索之空間。未來研究在理論模型



的設計上可進一步分析：(1)當員工異質且資訊對稱(員工事前知道彼此能力)

下，酬勞制度同時包括績效獎酬與競賽獎酬，是否可使員工進行有效率的競爭？

(2) 當員工異質且資訊不對稱(員工事前不知道彼此能力)下，酬勞制度同時包括

績效獎酬與競賽獎酬，是否可使員工進行有效率的競爭？  

 (二)研究模式中發現：當公司同時採用個人績效酬勞b、團體績效酬勞 s與

競賽誘因 )( LH WW
e
P

−
∂
∂

時，三種誘因制度具有抵換關係。本研究限於採用個案公

司實地實證研究法，無法以主理人立場分析不同公司在設計酬勞制度上是否會權

衡這三種誘因。雖然，Gibbs (1995)的實證研究對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的抵換關

係並不支持，然而，Gibbs(1995)的實證研究同樣是以一家個案公司進行實證研

究，在一般性的推論上亦受到限制。未來研究可以主理人立場，針對各種誘因機

制是否具有抵換關係進行實證研究。 

(三)Prendergast(1999, 36)主張：晉升誘因可透過晉升同時達到分配職務

與給與誘因酬勞。然而，這個一石二鳥的誘因機制卻存在著功能上的衝突，因為

當晉升前所需的技能與升遷後所需的技能不一致，以晉升作為獎酬目前職位表現

較好者，將會出現為了激勵員工而升遷不適任的人。本文對於晉升誘因僅限於獎

酬的部分，而未涉及職務配適的議題，然而，理論與實證研究對於公司如何在兩

種功能上權衡取捨，目前仍是個謎，值得成為未來研究之議題。 

(四)如同附錄之分析，在「協助他人不會排擠個人努力」與「協助他人會排

擠個人努力」等二種情況下，對於組織之期望產出的影響幅度可能不同，雖然非

本研究之實證研究核心，但也是實務上的一個有趣議題，建議未來研究可同時將

工作特性、酬勞誘因、代理人風險偏好與協助他人排擠個人努力的程度等因素納

入理論模式中，相信可對實務上現象提供更多完整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