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去二十年來，酬勞誘因問題與控制機制一直是會計研究最重要的議題，其

中多數研究以代理理論為主要的論述依據(Lambert 2001)。古典代理理論預測：

企業傾向採用績效酬勞的誘因制度以解決代理問題，然而實證研究上卻發現：績

效酬勞雖有助於績效的提昇，然而其關連性卻不如理論所預期般緊密與普遍1。

延續代理理論的精神，勞動經濟學家主張：依據競賽理論所發展的酬勞誘因制

度，對於酬勞與績效間之關係，亦具相當高的解釋能力(Eriksson and Lausten 

1996；Eriksson 1999；Wier et al.2002;Baker et al.1988；Bonner et al.2000；

Merchant et al.2003)。 

由 Lazear and Rosen (1981)原創的競賽理論(tournament theory)模型，

以公司內部升遷為研究主軸，探討企業內競賽誘因的激勵效果。競賽理論假設公

司事先訂定一組固定的獎項，由員工相互競爭，獲勝者可獲得較高獎項，當勝負

間的酬勞差距愈大，員工努力之誘因愈強。競賽理論除了與代理理論中所探討的

相對績效評估2同樣具有「濾除共同不確定風險」之優點外，還具備三項特點：

第一，競賽理論對於實務上普遍可見的升遷機制與晉升誘因更具解釋力，而相對

績效評估對於同儕間競爭的探討，著墨較多；對於升遷的誘因效果，立論較少；

                                                 
1 Jensen and Murphy(1990)以 CEO 為研究對象，發現美國大公司的公司價值每增加$1,000，則

CEO 的酬勞增加$3.25。Bonner et al.(2000)在回顧 131 篇以實驗方式所進行酬勞與績效相關

性的研究後發現，僅有二分之一的實驗，酬勞誘因有助於改善員工績效。Bonner and 

Sprinkle(2002)再次回顧酬勞相關文獻並據以發展理論架構，研究中指出：貨幣性酬勞對於努

力與績效的影響會因中介變數而有所不同，中介變數包括個人技能、工作變數、環境變數與誘

因機制變數等。此外，依據 Lazear(1986)、Cowherd and Levine(1992)與 Prendergast(1999)

的觀察，多數人的酬勞並非依據客觀的績效衡量(例如：採按件計酬或連結會計淨利等酬勞方

式)，多數員工都是以時薪制或固定月薪制，與傳統代理理論所強調的依邊際生產力給付酬勞

的方式有所差異。     

2 依據 Holmstrom(1979,1982)之資訊性原則(the 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凡是可提供績

效的相關訊息者皆應納入酬勞契約中，最典型的應用即是採用相對績效評估。相對績效評估主

張：當代理人間若無共同的不確定風險，強迫其相互競爭是不具價值(Matsumura and Shin 2004； 

Antle and Smith 1986)。 



第二，競賽理論最大的優點在於，無需衡量員工與其對手之邊際生產力，只需將

員工的績效作簡單的排序並給與不同的獎酬，即具激勵效果，因而大幅降低衡量

成本；第三，依競賽理論決定升遷與酬勞，同時兼具獎酬與工作安置的功能，相

對績效評估較不強調工作安置的功能。 

許多研究均發現，實務上，公司最常以升遷或競賽性獎酬作為酬勞誘因機

制，然而，學術上對企業為何傾向採行競賽機制，仍然所知有限(Baker et 

al.1988；Prendergast 1999)。在針對競賽理論的研究上，Baker and 

Holmstrom(1995)認為在企業酬勞誘因方面之研究，理論太多，事實太少，因而

呼籲應多以實際資料加以驗證。而在少數的實證研究中，囿於公司內部實際資料

取得上的困難，又多以運動比賽獎金結構或高階經理人為研究對象3，而忽略對

中低階層員工誘因酬勞的驗證與分析。 

因此，Milgrom and Roberts (1992)、Baker et al.(1993)、Lazear(1999)

與 Prendergast(1999)等多位學者皆呼籲宜以中低階層員工為對象，以驗證競賽

理論在實務上的適用性。利用對企務實務運作更深入的瞭解，除了有助於理論作

更進一步精鍊，亦可提供管理實務上改善酬勞機制的方向。Eriksson(1999)更強

調：以同一資料庫檢測由競賽理論所推導的多項命題，更有助於釐清多項命題間

是否彼此具有一致性。據此，本研究以中低階層員工的酬勞誘因4為研究重心，

以彌補既有文獻對企業內部實際運作瞭解之不足。 

依據競賽排序決定升遷與酬勞，雖具降低衡量成本與濾除共同風險之優點，

卻也因競爭而造成利益衝突，使互為競爭者的員工採取不合作態度，因而成為競

                                                 
3 如 Main et al.(1993)、Bushman et al.(1995)、Chan(1996)、Eriksson(1999)、Bognanno 

(2001)、Henderson and Fredrickson(2001)及李佳玲與李盈燕(2003)皆以高階經理人為研究

對象；Ehrenberg and Bognanno(1990a,b)、 Becker and Huselid(1992)與 Taylor and 

Trogdon(2002)分別以高爾夫球賽、NASCAR 賽車與籃球比賽作為研究情境。 

4 Prendergast(1999)認為酬勞誘因涉及許多領域，包括績效酬勞(如按件計酬制)、晉升誘因、

效率工資、遞延酬勞等機制，不同的機制設計皆為誘使員工以雇主利益為依歸。效率工資理論

認為當企業提供員工超過市場平均工資的超額經濟租(rent)時，可提供員工努力以保有工作的

誘因，然而實證結果的檢定力並不高。遞延酬勞則主張廠商傾向付給年資長的員工高於邊際生

產力的工資，付給年資短的員工低於邊際生產力的工資。由於測試效率工資理論需同時控制監

督成本，進行實證測試時，存在監督成本衡量的困難。Gibbons and Murphy(1992)與Gibbs(1995)

主張最佳酬勞誘因契約應同時包括內部晉升之隱含誘因(implicit incentives)及績效酬勞之

明示誘因(explicit incentives)。本文考量個案公司的酬勞誘因實務，將酬勞誘因的焦點放

在績效酬勞與晉升誘因，不討論效率工資與遞延酬勞。 



賽誘因之致命傷。有鑑於此，Lazear(1989)將競賽理論模型予以延伸，探討當員

工對於同儕績效具有影響力時，如何在鼓勵合作與激勵員工努力間取得平衡。

Lazear 分析性的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擴大競賽贏家與輸家的酬勞差距，有助於

激勵員工投入更多的努力，然而，當員工可影響同儕績效時，誘因效果不足以彌

補「因不合作行為所造成產出上的損失」。當員工合作很重要時，讓員工為了升

遷競賽而造成彼此的敵意是不明智的。因此，酬勞誘因如何在激勵與合作間取得

平衡，成為酬勞設計上的一大難題。 

Baker et al.(1988)指出對於研究者真正的挑戰是，對不同工作職能提出

更完整而互補的誘因制度。當工作設計為團隊作業，則需員工彼此高度合作，方

奏其功；當工作設計為獨立作業，則員工在單兵作戰時，最能降低與他人的協調

成本。雖然學者們主張，組織在設計各種管理機制時，應考量各種機制間的互補

性(Milgrom and Roberts 1995；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4；Sim and Killough 

1998；Drake et al.1999)，既存文獻卻極少涉及工作特性與酬勞誘因間的配適

性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為彌補現有文獻上之不足，本研究同時涵蓋兩種工作特性

迥異的汽車銷售與汽車維修部門，以實際資料驗證酬勞誘因與工作特性對經營績

效之影響。藉由本研究驗證：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與經營績效間的關係，

提供實務界進行工作設計與酬勞誘因設計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在工作特性不同的情況下，酬勞誘因對於營業

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勞動經濟學家主張：除了績效酬勞之外，競賽理論所主張

的競賽誘因亦為員工酬勞誘因制度中的一環。然而，過去管理會計文獻多由代理

理論觀點出發，探討酬勞誘因與經營績效間之關連性，鮮少以競賽誘因的角度分

析。本文除了援用傳統代理理論所論及的績效酬勞外，將既有文獻中較少涉及的

競賽理論納入分析中，同時探討多種酬勞誘因與營業單位經營績效間之關係，一

方面驗證競賽理論在實務上的適用性，另一方面可彌補競賽理論實證證據上之不

足。 

此外，Milgrom and Roberts(1995)主張，組織的各種制度設計彼此具有配

適的性質，若只進行單一管理機制變革，可能導致更差而非更好的績效。競賽誘

因有利於激勵員工，卻有損員工的合作意願，如何在激勵與促進合作之間取得平

衡，使組織利益極大，成為酬勞誘因設計上之難題。本研究利用汽車銷售與汽車

維修保養等兩種工作性質截然不同的部門資料，探討在工作獨立情況下，公司應

如何設計酬勞制度，以提高經營績效？在工作需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公司應如何

設計酬勞制度，使經營績效最佳？期望能透過實證結果的分析，提供實務在進行

工作設計與酬勞設計時之參考。 

二．研究問題 

如何利用酬勞誘因的設計，促使員工朝組織利益極大化的方向前進，是管理

機制設計上重要課題。本文考量個案公司兩個工作特性不同的部門，探討酬勞誘

因對於經營績效的影響，俾利於實務界設計員工誘因制度之參考。具體而言，本

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為： 

1.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酬勞誘因設計如何影響組織之經營績效？ 

獎酬計畫一直是管理會計重要之研究議題，因為員工是否努力朝公司利益極

大之目標邁進，關鍵在於是否有完善的獎酬計畫。本研究所探討的酬勞誘因除了

包括代理理論所主張的績效酬勞之外，更加入競賽理論所主張的競賽酬勞，使得

酬勞誘因對經營績效的影響更臻完整。 



2.在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酬勞誘因設計如何影響組織之經營績效？ 

酬勞誘因在激勵員工努力與促進員工彼此合作/競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以績效酬勞誘因而言，可區分為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兩種績效酬勞制

度各有優缺點。個人績效酬勞對獨立工作的個人努力具有激勵作用，然而對於需

要團隊合作的工作而言，卻可能有損員工合作的意願。相反的，團體績效酬勞可

能有益於鼓勵團體合作，卻存在成員搭便車的疑慮。因此，績效酬勞誘因對於員

工彼此合作之營業單位之影響是本研究第二個研究議題。 

 

3.在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設計如何影響組織之經營績效？ 

競賽理論主張以競賽方式決定員工酬勞高低，並利用贏家與輸家所獲得酬勞

上之差距，作為激勵員工之誘因機制。競賽理論一方面預期酬勞差距愈大者，愈

能誘使員工平均努力程度增加。另一方面，酬勞差距愈大，造成同儕間的競爭愈

激烈，容易趨使員工明爭暗鬥，採取不合作態度，因而造成整體績效的下降。在

這兩股相反力量的拉扯後，使得競賽的酬勞差距與經營績效間的關係變得模糊不

清。本研究利用個案公司中的兩個業務部門，代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營業所與

代表員工工作彼此需合作的維修保養廠，比較兩者在員工工作所需合作程度不同

的特性，探討競賽的酬勞差距對於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上之差異，以便釐清

酬勞誘因設計如何影響員工對於努力之選擇，進而影響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一家大型汽車連鎖經銷與維修保養公司為個案公司，採用實地實證

研究法進行研究。首先透過實地訪談及閱讀公司內部書面資料，以瞭解個案公司

在設計酬勞制度實務與評估營業單位績效之方式。其次，以文獻探討及模型推導

作為理論基礎，提出待檢定之研究假說。最後，由個案公司的電腦檔案中擷取實

際資料，對各項研究假說進行檢定。 

Prendergast(1999)在回顧公司酬勞誘因相關文獻後，認為酬勞誘因對於經營

績效影響之相關研究仍寥寥可數。這類研究稀少之主因有二，第一，缺乏實際的

酬勞與績效資料；第二，無法深入瞭解不同工作者酬勞契約。由於公司內部資料

蒐集困難，造成至今諸多酬勞相關議題雖然重要，卻依舊是個謎。Barkema and 
Gomez-Mejia ( 1998)亦認為自1925年Taussig and Baker探討高階經理人與公司績

效間關連性之研究以來，絕大多數的研究均以高階經理人為研究對象，反觀占公

司絕大多數的中低階員工因酬勞契約與資料不可取得，而使此一重要之研究議

題，只能集中在少數族群的高階經理人上。本研究以中低階層員工的酬勞誘因為

研究主題，採實證實地研究法，蒐集公司內部的文件與實際資料，利用迴歸分析，

進行酬勞與績效間關係之假說檢定，正可補充過去這方面研究文獻上之不足。 

 



 
第四節    研究貢獻 

一．學術方面： 

(一)以中低階層員工為研究對象，彌補既存文獻對中低階層員工酬勞誘因制度設

計瞭解之不足： 

Merchant et al.(2003)針對依據經濟理論的酬勞誘因研究，進行文獻回

顧，發現82% (39篇研究中有32篇)研究的焦點在CEO或高階經理人，只有13%(39

篇中的 5篇)是以事業或部門為分析單位，可見以非高階經理階人為對象的研究

仍顯不足。高階經理人與中低階層員工在酬勞誘因制度設計上有二大差異，第

一，由於高階經理人負責公司整體營運上之成敗，因此以股票或會計報酬率來反

映 CEO 對公司貢獻，是個不錯的指標，然而，以股票或會計報酬率來反映「中低

階層員工對公司貢獻」而言，卻是雜訊過多之衡量指標；第二，以高階經理人身

處組織最高層峰人士，其酬勞誘因之研究結論較貼近外部勞動市場，與中低階層

員工以組織內部晉升有所不同。因為處於組織金字塔頂端的高階經理人已無再晉

升的空間，而中低階層員工若能在晉升競賽中擊敗群雄，除了有立即性的獎酬，

還能取得競爭更高職位的競賽權(Lazear 1998)。 

因此，Indjeijikian(1999)與 Ittner and Larcker(2002)極力呼籲：學者

若能將探討酬勞誘因之焦點移向較低組織層級之績效評估與酬勞實務，將對文獻

有重大貢獻。本文利用一家公司不同營業單位的實際績效資料與基層員工實際酬

勞資料進行驗證，更可貼近競賽理論的研究情境，並且彌補既存文獻以實際資料

驗證中低階層員工酬勞誘因制度設計瞭解之不足。 

(二) 理論與實證分析中包括多種酬勞誘因，使得酬勞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分析更

臻完善： 

Bonner et al.(2000)與張允文與賴淑蓉(2004)認為：研究中應同時涵蓋多

種類型的財務誘因對工作績效的影響。目前的文獻對於酬勞誘因的實證研究多僅

以單一酬勞誘因(如 Gibbson and Murphy(1992)、Chan(1996)、Ehrenberg and 

Bognannno(1990a,b)等研究只探討競賽誘因)，忽略企業同時採行多種酬勞誘因

的實務。本研究同時將個人績效酬勞、團體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包括同儕競



賽酬勞誘因與晉升誘因)納入理論模型與實證分析中，使酬勞誘因對經營績效影

響的分析更臻完善。 

(三) 釐清競賽誘因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否隨員工工作特性不同而異： 

Lazear and Rosen(1981)的競賽模型指出；競賽的酬勞差距擴大可提高員工

努力之誘因；而 Lazear (1989)分析性研究中卻又指出，當競賽有害彼此合作，

應壓縮員工彼此間的酬勞差距，以緩和員工彼此競爭，兩者在酬勞差距對績效影

響的看法似乎出現分歧。在實證研究方面，Gibbs(1995)、Baker et al.(1994)，

Bognanno(2001)等均發現，公司普遍以競賽誘因作為激勵員工的機制，然而，競

賽勝負間酬勞差距大小對於績效影響的實證結論，卻是莫衷一是(Eriksson 

1999)。 

過去有關競賽理論或相對績效評估方面的文獻，多強調濾除共同風險上的

功能，未考量「競賽之參考團體的工作特性」與「酬勞設計」兩者間的互補關係。

本研究將競賽的參考團體分為員工工作彼此獨立與彼此合作二類，利用分析性模

式說明，擴大競賽勝負間的酬勞差距對於經營績效的提昇，是否隨員工工作特性

而異，並進一步以實際資料加以驗證，以釐清競賽誘因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否隨

員工工作特性不同而異。 

二．實務方面： 

(一) 比較合作需求程度不同的工作，酬勞誘因對經營績效之影響： 

酬勞政策對員工努力的意願與方向影響甚鉅，然而，若未考量工作特性與酬

勞間的互補關係，很可能造成員工的反功能行為。例如團體績效酬勞雖有利於合

作，卻會誘使員工有搭便車(free riding)的行為；競賽誘因雖具有降低衡量成

本與提高努力等優點，卻有害員工合作意願。Baker et al.(1988)指出研究者真

正的挑戰是對不同工作職能提出更完整而互補的誘因制度。因此，本研究檢視在

不同工作特性下，多種酬勞設計對經營績效之影響，可提供公司制定員工薪酬政

策之參考依據。 

(二) 本研究彰顯競賽參考團體的重要，可作為工作設計與酬勞設計時之參考： 



本文結合經濟理論與組織管理理論的觀點，說明競賽參考團體與競賽酬勞誘

因間的關係。Lazear(1989)以經濟理論模式說明：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

的界定會影響員工間的合作與競爭5。此外，Cowherd and Levine(1992)依組織

管理理論的分類，則更進一步指出酬勞差距存在於主管與部屬間(interclass)

的差異與同階層員工間(within-class) 的酬勞差距。本研究更細緻區別不同競

賽族群，檢測酬勞差距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以提供實務上在決定職務間

(between-job)與職務內(within-job)酬勞差距之參考。 

(三)對進行工作設計與酬勞誘因設計需作同步考量，提供實務應用上的建議： 

    組織在進行各種管理機制設計時，應考量各種機制間的互補性(Sim and 

Killough 1998；Drake et al.1999)。Wageman and Baker(1997)指出：在設計

酬勞誘因時，經常將工作設計視為不可改變，忽略可利用同步修改工作設計與酬

勞誘因設計以提昇績效的機會6。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將可提供企業在進行工作設

計與酬勞誘因設計時之參考。 

                                                 
5 Lazear(1989)同時明確指出：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的界定也會影響合作與競爭，所以

公司應考慮招募員工的人格特質(如溫和性格的鴿派與積進特質的鷹派)與組織架構的設計，但

是 Lazear(1989)的研究中並未對參考團體進行較精確的分類。 
6例如，當組織為了快速反應客戶需要而改以單一窗口服務客戶(即員工可獨立完成作業)，代表

原本只負責單一流程員工彼此間所需的合作程度下降，彼此的酬勞上的差距，對績效的影響

可能與原來的工作設計不同。 



第五節    論文架構 
 

本論文共分七章，說明如下： 

第一章：緒論。主要說明本研究之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

方法與研究貢獻。 

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一節回顧競賽誘因的相關文獻。第二節探討員工工作彼此

合作/獨立情況下，酬勞設計與績效間關係的相關文獻。第三節提出本

研究之研究延伸，並進一步說明本研究之創新與不同於過去研究之處。 

第三章：首先介紹汽車經銷與維修保養產業之現況，其次陳述個案公司之背景及

其酬勞誘因制度。 

第四章：理論基礎與假說發展。主要是以競賽理論模型及相關文獻為理論基礎，

配合個案公司之實地情境，發展待檢定之研究假說。第一節分析：在不

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對經營績效的影響；第二節站在主理人之立

場，探討公司酬勞結構設計上應有之考量。 

第五章：研究方法。第一節介紹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第二節說明研究設計；第

三節敍述選樣標準、研究期間與資料蒐集；第四節討論變數衡量；第五

節說明實證模式；第六節則探討資料分析方法。 

第六章：實證結果分析，包括敘述統計分析及實證結果討論。第一節說明敍述性

統計與相關分析；第二節探討績效酬勞誘因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第三

節分析不同工作特性下，競賽誘因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 

第七章：研究結論、限制與建議。本章係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結論，並說明

本研究之限制，對管理實務之建議與未來研究方向。 

論文架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論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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