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汽車經銷與汽車維修保養產業介紹與個案公司探討 

   

第一節    汽車經銷與維修保養產業概況 

一、汽車經銷商產業概況 

依據汽車銷售業之生命週期發展，可將國內汽車分為導入期(1985 年以前，年銷

售量低於 200,000台)、成長期(1986至 1989 年間之年銷售量介於 200,000至 500,000
台)、成熟期(1990 年以後，年銷售量約 450,000～500,000台)、與衰退期(1998至 2001
年間之年銷售量約在480,000至350,000左右)等期，2001年到達歷史新低點(約346,000
台)後，已逐漸回復平穩，如圖 3-1所示1。 

 

近年來，台灣新車市場腹背受敵，一方面因經濟成長趨緩，使得新車市場日趨

飽和，造成新車市場競價激烈與利潤日益微薄；另一方面受到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影響，進口車關稅稅率逐年調降與國內新車製造商

逐漸褪去政府的保護後2，如何維持往日之銷售優勢成為管理當局最重要的課題。在

市場集中度方面，台灣計有 12家汽車製造廠分食新車市場，前五大汽車品牌(Toyota、
Mitsubishi、Nissan、Ford/Mazda、Honda)的市場佔有率大約維持在 80%左右。汽車產

業朝「大者愈大，小者愈小」發展，具有寡占市場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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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造成 1998年後汽車市場逐漸萎縮的主因包括政治局勢不穩定、經濟衰退、政府持續開放汽車進口、

產業外移等(林庭瑋 2002)。 
2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之估計，整車進口關稅每調降 1%，進口車成本可減少 0.77%，造成國產車佔有

率下降 1.5%。換句話說，進口關稅的下降，使進口車成本下降，競價優勢大幅提高，侵蝕國產車的

生存空間。 

圖 3-1：台灣汽車總市場銷售量(新車)  



二、汽車維修保養產業概況 

由於汽車維修保養經營之投資成本低，維修技術的進入障礙亦不高，造就大型連

鎖與小型個別維修保養廠並存的經營環境。如表 3-1所示，根據台北市汽車保養商業

同業公會粗略統計，截至 2004 年 7月止，台灣地區共有 8,830家汽車修理保養廠，在

此一彈丸之地分布綿密，其競爭激烈程度可見一般。 

大型連鎖與小型維修廠3比櫛而立的景象，源自於兩者各自具有不同的競爭優

勢。由於新車銷售一般會附加保固期間或保固里程數，誘使顧客在新車階段傾向回原

廠進行保養與維修。由於汽車維修保養的品質不易確定，使得顧客轉換他廠維修之轉

換成本相對提高，使得大型連鎖廠有一定的基本客源(吳安妮與劉俊儒，2001)。此外，
原廠維修具有維修價格透明化、較完善之維修教育訓練、先進設備的投資與只需專注

單一製造商專業知識之累積等，皆為大型連鎖維修廠的主要競爭優勢。 

相較於大型連鎖原廠之經營，小型維修保養廠最大的生存利基在於快速回應客戶

需求、經營成本較低，及與客戶之間的議價空間較大。小型維修保養廠經營成本較低

的原因包括：(1)人事成本較低：小型維修保養廠不一定遵循勞動基準法的規定，給與

基本工資保障；不提撥退休金或不給與年節獎金；解雇員工時不依法給與資遣費。然

而，大型運鎖維修保養廠若有違法行為，很容易引起主管機關的注意與受到社會輿論

的壓力，因此不敢有違規情事；此外，大型維修保養廠為確保技師修車的品質，定期

作技師之教育訓練及技術進修，小型維修保養廠技師多半仰賴個人或同儕經驗，教育

訓練成本較低；(2)不作電腦及先進維修相關設備的投資：小型維修保養廠的客戶群包
括車型，若要作相關設備的投資，金額過於龐大，無力負荷；(3)採用非原廠零件，甚

至是二手零件，而非原廠零件的進貨成本遠低於原廠零件4。除此之外，基於成本效

益上的考量，大型連鎖汽車修護廠無法在每一個鄉鎮地方都設立據點，鄉鎮地區大型

連鎖廠之據點少加上濃厚的人情味，成為小型修護廠夾縫中求生存的方法之一。 

 

 

                                                 
3 Mishra et al.(1998)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美國汽車維修保養廠進行研究，其樣本依組織型態可分三

類，公司直營約占 13.3%；加盟(franchised)方式者占 26.6%，獨立經營者占 60.1%。 
4 根據個案公司之資深廠長表示，小型維修廠雖以非原廠零件更換，有時卻仍以原廠零件價格向客戶

收費，是小型維修廠常為人垢病之處。 



 

表 3-1 2004年台灣地區汽車修理保養廠 a,b數目估算統計表 
 臺北市區 1,500 

 臺北縣區 1,200 

 桃園縣區 500 

 新竹市區 250 

 新竹縣區 250 

 苗栗縣區 350 

 台中市區 300 

 台中縣區 400 

 南投縣區 250 

 彰化縣區 350 

 雲林縣區 350 

 嘉義市區 150 

 嘉義縣區 250 

 台南市區 350 

 台南縣區 400 

 高雄市區 500 

 高雄縣區 500 

 屏東縣區 300 

 台東縣區 80 

 宜蘭縣區 250 

 花蓮縣區 200 

 基隆市區 150 

 合  計： 8,830 

a. 包含汽車修理廠，保養場；不包括汽車電機、輪胎、水箱、裝璜之廠商。 

b. 根據台北市汽車保養商同業公會統計，截止至 2000 年 7月為止，台灣地區共有 9,180
家汽車維修保養廠。 

資料來源: 2004年 7 月 5日台北市汽車保養商同業公會網站(www.car-service.org.tw)。

 

三、汽車經銷商與維修保養產業間之關係 

台灣汽車經銷多以品牌專營(exclusive)為主。以國產車而言，有三大類型的經

銷體系：第一，以產品區隔經銷商，在同一地理範圍內相互競爭，屬大區域之經銷商，

以中華汽車 (Mitsubishi 車系)為代表；第二，以地理範圍區隔經銷商，在不同地區競

爭相同的產品，屬中型或小型區域之經銷商，以國瑞汽車(Toyota)為代表；第三，自
願加盟制，由各地區有意願之經銷商直接與總公司簽約，可在相同地理區內競爭相同

的產品，以福特六和汽車(Ford/Mazda)為代表(林庭瑋 2002)。 

大區域經營型態最大的優點包括各營業所或保養廠的成功經驗可快速複製；因銷

售與維修數量龐大，對於各種進貨有較佳的議價空間與優惠的折扣條件等。然而，大

區域經營型態亦存在其經營上之限制，因為經營腹地廣大，各地區的購車與維修習慣

不同，一套行銷策略或管理制度很難同時適用在首善之都或者偏遠小鎮。中型區域經

銷商則將全省區分為幾大地理區，小型經銷商則以一縣市一經銷商模式，兩者皆因汽

車製造商為了避免經銷通路受箝制，因而限制其經銷地區。不過，近年來因新車銷售

利潤微薄，為了樽節開支，中小型經銷商也逐漸走向地區整合，朝向大型經銷商的經

營型態。 



雖然各汽車品牌在經銷地區大小上有所差異，然而汽車經銷及維修保養廠「所有

權合一」各品牌則相當一致。汽車經銷及維修保養廠所有權合一的關鍵性原因在於，

兩者經營績效息息相關，如生命共同體。如前一節所述，新車車主多數會回原廠進行

定期保養，因此，當汽車銷售業績亮麗後，可擴大維修保養廠的客源；而維修保養廠

維修品質是否穩定與維修成本是否低廉，則是影響客戶未來再購車時更換品牌與推薦

親友的主要關鍵。 



第二節    個案公司之介紹 
 

 

一、個案公司之背景與組織介紹 

個案公司是一家大型汽車經銷及維修保養連鎖公司，全國共計 86 家直營經銷據

點與 90 家直營維修保養廠。基於台灣汽車市場漸趨成熟穩定，未來成長空間有限，

反觀大陸市場正值萌芽起飛階段， 2002年全大陸之總領牌量約 324 萬台，約為台灣

汽車市場的 10 倍之多，使得高階經營團隊逐漸將銷售與維修保養據點延伸至中國大

陸之北京、上海、深圳、山西、河北等地，希望將台灣成功的經營模式移植大陸。基

於資料取得上的限制與兩地經營模式上之差異，本研究分析資料僅限台灣地區之營業

單位。 

汽車經銷主要係以販賣新車為主，以汽車配件販售與安裝、汽車保險、汽車貸款

等業務為輔5。綿密的直營銷售據點、優質且流動率低的銷售業務群6與完善的管理制

度，使個案公司在 2001年成為國內第一家累計銷售量突破 100 萬台之汽車經銷商，

為國內最大的汽車經銷商與汽車保養維修業者，稅後純益率居所有汽車經銷商之冠，

穩座國內汽車通路的領先地位。 

汽車維修保養業務則負責汽車銷售後的定期保養、汽車改裝及汽車事故後的維修

等業務，基於對服務品質上的專業與堅持，使得公司在 1999年導入 ISO-9002 品保系

統，並獲得美國 AQSR 公司授證。因應市場環境的日益競爭與快速變遷，個案公司致

力於售後服務之創新，包括在 1995年維修保養廠率先推行 5S(5S：整理、整頓、清掃、

清潔、紀律)與客戶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運動；1998年推動技術力提升及客

戶關懷運動；1999年推動夜間服務；2001年推出免費維修代步車提供，並於保養廠

內設立專業美容，提供保養送免費泡沫洗車等服務，皆成為業界學習之典範。 

個案公司組織架構如圖 3-2 所示，可分為營業處、服務處、及管理處與總經理室

三大單位。營業處負責汽車經銷業務；服務處負責汽車保養維修業務；管理處為後勤

支援與行政單位；總經理室負責公司整體經營的統籌與規劃。在決定績效與獎酬上，

營業所與維修保養廠的單位主管皆具有某種程度的裁量權，一般而言，營業所的績效

指標較維修保養廠明確，因此，維修保養廠的單位主管的裁量權較營業所的單位主管

大。例如，營業所的業務人員在銷售達到基本要求後，每銷售一台就會給與銷售台數

佣金，屬於個人績效酬勞，營業所所長對此無裁量權；而維修保養廠因為無客觀的績

效衡量指標，所有的酬勞與升遷決策皆由廠長所決定，裁量權較大。另一方面，由於

地區競爭、員工屬性與單位主管領導風格上之不同，各單位主管所重視的績效指標也

                                                 
5 以新車銷售構成比而言，轎車與商用車銷售比例約為 4：6。 
6 截止 2003年底為止，在全國在職的 1,184 名業務員中，計有 133 人為累計銷售達 1,000 台以上的超

級業務員。個案公司為這群頂尖業務人員成立一個「千台俱樂部」，公司內部戲稱「千人斬俱樂部」，

入俱樂部的條件為在公司累計銷售量需達千台以上方可入會。一旦入會，不但受公司備極尊榮的禮

遇，如名車贈送、國外旅遊等，還會受到同事們的尊崇與敬重，因此，業務員皆以成為俱樂部一員

為榮。此外，業務員在不同品牌公司間並無移動障礙，由於公司屬找優秀業務員的過程冗長而耗費

成本，因此，適當的人力資源管理、升遷與誘因是公司管理之一大要務(沈慶龍 2002)。個案公司

擁有汽車經銷業界最低的業代流動率(過去十年平均約為 4%)，使銷售專業知識與客戶群得以長期

累積，也是個案公司銷售致勝之關鍵因素。 



不盡相同。一位廠長說明這種現象，他表示：維修廠不只看員工維修金額與利潤績效，

廠長還會看員工的配合度、服務熱忱、與同儕間的支援情況，即使某位技師已達該月

的業績，但配合度不好，仍會有不好的考績7。另一位廠長則認為員工績效評估時會考

量接班問題，如果某位員工考績優等而無法擔任主管職務，在晉升決策上未獲升遷，

則易引起糾紛8。 

                                                 
7 所謂配合度包括客戶指定急件時加班上的配合、促銷活動上的配合、客戶在保固期間維修屬於義務

性質工作上的配合等。 
8汽車經銷據點與維修保養廠的單位主管多透過內部升遷，由外聘請單位主管的情況極為罕見。其中汽

車經銷之營業所所長均由汽車銷售業務人員晉升，而維修保養廠廠長則由資深技師晉升。 
 



 

 

 

 

 

 

 

 

 
 

 

 

 

圖 3-2  個案公司組織架構圖 

稽核室 經營委員會

營業處 服務處 管理處   總經理室

 區域部 商車部 轎車部 廠務部 零件部 財管部 總務部 主計部 企劃部 資訊部 公關部

管理組 保養廠 商車組 轎車組 交車中心 品技組 管理組 財務組 人事組 會計組 規劃組 資訊設計組 公關組 稽核組

營業組 營業所 業務規劃組 配車組 廠務組 倉管組 股務組 庶務組 帳務組 關輔組 資訊管理組 c s 組
服務組 專案組 營業組 分期業務組 訓練組

董事會

董事長

副總經理

副董事長

總經理

  副總經理



二、個案公司之工作特性介紹 
 

Wageman(1995)主張可由工作相依與結果相依兩種方式界定相依性，其中工

作相依指的是工作流程或工作投入間相依；結果相依意指目標的達成及有形獎酬

取決於集體績效。組織中員工工作的相依性來自兩方面，第一，執行流程面的工

作相依性，意指在執行作業流程時，係由工作團隊集體完成工作或任務，例如生

產線的工作即具有順序性的工作相依(sequential interdependence)；第二，工

作投入面(task inputs)的相依性，係由不同人員分別投入不同的技能、資源與

技術，以完成工作目標與任務，例如同一部門員工彼此分享資訊、使用共同的設

備與資源；或者研發團隊為同一研究專案努力，腦力激盪，進行創新活動等，皆

屬工作投入相依程度高。在結果相依方面，當目標的達成與獎酬高低取決於團體

績效，偏向結果相依；若目標的達成與獎酬高低取決個人績效，則屬結果獨立。 

營業所的業務代表(簡稱業代)的工作主要負責新車銷售與伴隨新車銷售的

汽車貸款、保險、配件安裝或汽車改裝等。業代們獨自經營其人際網絡與發展自

己的銷售風格，其個人所蒐集的客戶相關資料，如連絡方式、客戶家庭或工作背

景、經濟能力、生活習慣與嗜好，都視為個人的最高機密文件，少與同事甚至主

管分享，即使公司要求業代提供客戶資料，業代也多半虛與委蛇，應付了事，以

免個人苦心經營的客戶被其他人搶走。銷售業績以個人為累積單位，除了營業所

的展示廳外，共用的資源的情況並不多。 

維修保養廠的情況則截然不同，其工作分四大部分，行政、引擎、板金及噴

漆。在執行維修保養工作的流程上，各維修廠工作團隊的編組由廠長負責調度，

多半二人一組，板金及噴漆組為符合承諾客戶的交車時間，需密切搭配，彼此合

作；引擎組雖傾向在引擎維修上單打獨鬥，但仍需與板金及噴漆配合流程運作。

因此，不僅在同一小組內二人需緊密配合、彼此支援，分屬各流程中的行政、引

擎、板金及噴漆工作小組也需協調合作，共同完成客戶交付的維修保養任務。在

工作的投入面上，由於維修廠的諸多電腦檢測或維修設備投資昂貴，多為大家共

同使用。在維修技術上，二人一組的編制中，通常是師傅帶新人，師傅為了讓新

人能快速完成任務，會在進行維修時傳授維修技術與經驗，藉此達到資訊分享、

技術分享的效果。如同 Mishra et al.(1998)所言，客戶對於所提供的汽車維修

服務品質具有相當大的不確定性，各工作組在時間上的安排與維修品質上的控制

是維持客戶忠誠度的不二法門。 

依據 Wageman(1995)界定相依性的四種方法，包括工作流程相依、或工作投

入相依、目標的達成及獎酬是否取決於集體績效，以表 3-2 進行營業所與維修保

養廠工作特性之比較。由此可見，營業所的銷售工作性性質既不需共用設備與資

源，在完成銷售的過程中也不仰賴團隊完成銷售業務，與同儕的互動或協調少，

工作與結果相依性的程度相當低，可視為獨立工作者。相反的，維修保養廠的員

工在設備、維修技術與資訊上分享程度高，執行工作流程上，彼此所需協調合作

程度大，可見員工工作彼此相依程度高。因此，本研究將營業所的工作性質歸屬

員工工作彼此獨立，將維修保養廠的工作性質歸屬員工工作彼此合作，應屬合理。 



 

表 3-2 營業所與維修保養廠工作特性比較表 

工作相依性之界定 營業所 

(工作獨立) 

維修保養廠 

(工作合作) 

執行工作的流程 1.獨自經營個人客戶群 

2. 不作團體行銷 

汽車的維修需多人負責，彼此合

作 

工作投入(如技能、資源

或技術) 

除了展示廳外，少有共享

資源或設備之情況 

1. 員工彼此共用維修設備 

2. 由資深技師教導入門學徒 

目標定義與達成方式 訂定每位業務人員每月

的銷售目標 

訂定每個保養廠每月之營業收

入與利潤目標，未記錄個人績效

與應達成目標 

績效獎酬的方式 僅個人績效酬勞，無團體

績效酬勞 

僅團體績效酬勞，無個人績效酬

勞 

 



三、酬勞制度介紹 

一般而言，大多數的公司皆制定一套酬勞制度，適用全體員工。因此，當以

一家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時，本研究中的各項酬勞誘因之變數(包括個人績效酬
勞、團體績效酬勞、主管與員工之平均酬勞差距與酬勞變異係數)僅為單一數值，

無法進行實證測試，亦無法驗證各種酬勞誘因機制是否會影響公司之員工績效。

與單一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之研究不同之處在於，本研究雖以一家連鎖汽車公司

為個案公司，然而，因 176個營業據點分散各地，總公司為了給予各營業單位主

管在經營與領導員工上具有效率性，在酬勞決策上給與單位主管相當大的裁量

權。各單位主管握有酬勞決策上的高度裁量權，使得各營業單位的酬勞誘因機制

並不相同，因而能符合本研究驗證誘因機制是否會影響個案公司之員工績效之目

的。個案公司的主管表示：公司能長久領先於同業，讓所/廠長對員工績效及酬
勞有高度的決策權是關鍵因素。因為，所/廠長最瞭解基層員工的心理、最能體

會競爭對手的競爭策略、最貼近當地市場的變化及最能感受顧客的需求，酬勞是

他們最好引導員工努力強度與方向的最佳手段。 

實務上，員工酬勞組成項目可分四大類:薪資(salary)、獎金(bonus)、長期

激勵獎酬(long-term incentive rewards)、其他福利(benefits) (Zhou 2000)。

由於個案公司非上市公司，因此，無股票或選擇權等長期激勵性獎酬。個案公司

的其他福利如伙食費、結婚津貼或生育補助等，多與其績效無關，不納入討論範

圍內。薪資與獎金以是否與績效連結作為區分方式，與當期績效無關的部分稱為

固定薪資；與當期客觀或主觀績效有關之酬勞則稱為獎金。如表 3-3所示，個案
公司在營業所與維修廠的酬勞組成項目與給付標準並不一致

9，說明如下： 

(一)固定薪資(SALARY): 

1. 營業所： 1998年勞動基準法修正，規定公司必須給付最低基本工資給

所屬員工。在 1998年之前，營業所是完全依業務人員的汽車銷售計算酬勞，但

在 1998年之後，不論員工是否達個人銷售目標，營業所則必需支付底薪給員工。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期間自 1998年起，不受勞動基準法修正之影響，因此，營業

所之固定薪資金額與員工該月份的績效無關，完全依總公司規定給付，所長無裁

量權。 

2. 維修廠：由於維修廠人員在勞動基準法規定之前已實施底薪制，完全不

受 1998年勞動基準法修正之影響。維修廠員工全廠固定薪資總額依據員工人數

與當月之職等計算，依據公司的規定，廠長可斟酌員工當期表現，略作增減員工

之固定薪資，但因避免紛爭，主要仍以員工之職等為發放固定薪資之依據。 

                                                 
9 根據個案公司的基層員工表示，在各營業所與維修廠中，雖然偶有因主管偏愛某位員工而給與

較高績效與獎金之流言，然而，這種評估與賞罰不公的情事並不普遍。因為，如果主管有

嚴重私心而讓真正表現傑出的員工未獲適當的獎勵，主管可能也會面臨未來各月領導不易

的窘境。當某位員工與單位主管不合，也可請調其他單位，員工可以用腳投票，來反應主

管在獎懲決策上的公正性。個案公司總經理勤於走訪各營業單位，與基層員工進行私下訪

談，員工也可趁機向上反映，也是遏阻獎懲不公的方式之一。 



(二)月獎金(M_BONUS) 

1.營業所：月獎金依據各種促銷競賽獎金大小與業務員之個人績效優劣決

定，並無固定發放模式。因此，月獎金中部分與業務員之絕對績效有關，部分與

促銷競賽結果有關10。 

2. 維修廠：首先由總公司決定月獎金總額分派各廠，再由廠長分配每位員

工的月獎金金額，分配的標準與酬勞差距的大小各廠不一。 

(三)季獎金(S_BONUS) 

1.營業所：季獎金則按三個月的累積績效計算。季獎金之發放主要功能有

二：第一，提高各營業所間之競爭：總公司舉辦各種競賽11，某些競賽以月為單

位，某些以季累積績效為單位，以便持續激勵員工衝刺業績；第二，平衡各月因

淡旺季之銷售績效變化幅度太大，所造成月獎金之波動風險。 

2. 維修廠：維修廠的季獎金發放係依據當季營業淨利計算。由於季獎金之

總額完全按該營業單位之絕對績效計算，與其他維修廠的績效無關，屬於績效酬

勞誘因。季獎金的決定首先由總公司計算出季獎金總額後，廠長再論功行賞，自

行決定所屬維修廠每位員工應得季獎金。 

(四)年終獎金(Y_BONUS)：主要依據員工年度主觀績效評比，給與年度的獎酬。 

個案公司年度績效評估的執行，在每年約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進行。首先

由各所(廠)進行全廠員工的評等，將評等結果匯總後向總公司申報，總公司由高

階主管組成人事評議會，經開會後決議後作為獎勵依據。評等的結果會作為日後

升遷、加薪及績效獎金給付的參考，但沒有裁員等較激烈的懲處行動12。

Chan(1996)曾提出一項重要的觀念，在升遷高階經理人的競賽中，純粹由內部升

遷或開放外部競爭者參與競賽，會影響員工努力程度。經實地訪談個案公司後，

                                                 
10 依據營業所的主管表示，營業所的市場環境變動非常大，各月的促銷案受到經濟環境、製造
商的行銷策略、競爭汽車品牌的新車或促銷案、當地的市場變化等多項因素影響，因此，促

銷計畫多變，無法提供一套規則或模式來描述。促銷計畫對業務員的業績與獎金具有高度的

影響力，例如，在公司舉辦促銷專案時，業務員可提供客戶較高的銷售折扣或較多的汽車配

件贈品，以提高個人業績。有時業務員為了衝高某個月的業績，可將個人銷售佣金折算給予

客戶，當作銷售的折扣。不論是公司提供的銷售折扣或業務員的佣金，都可視為交易的籌碼。

公司會分配各營業單位的銷售折扣上限總額，再由營業所所長分配給各業務員，當所長給某

位營業員的銷售折扣愈多，代表該業務員可給客戶的銷售折讓或者贈品愈多，要犧牲佣金的

部分愈少，使得該業務員的績效與月獎金都會較高。 
11 季競賽通常以個人為競賽單位。當營業所中某位業務員之累計月績效已經接近全國前幾名，

所內其他業務員會私下協商，將業績掛到同所績效領先之業務員名下，俟獲得季冠軍或者前

幾名後，再分配所獲得之獎金。 
12 個案公司的高階主管表示：個案公司不會主動解雇績效差的員工，因為，解雇員工易引起員

工人心惶惶，造成不必要的恐慌。連續幾年績效差的員工，主管會進行柔性勸說，讓員工思

考轉換跑道的可能，而員工自知升遷無望，多半也會另謀高就。依據效率工資理論，員工會

有被解雇的可能(Kahn and Sherer 1990)，然而這項措施並不適用個案公司。  



高階主管表示：公司的主管多由內部升遷，鮮少由外部空降，因此，主觀績效評

等不但影響員工的年終獎金，還會影響員工晉升遷的機會。 

1. 營業所：以營業所而言，假設甲營業所的 A、B、C三位業代績效分別是
8、7、6台；乙營業所 D、E、F三位業代績效分別是 5、4、3台。月與季獎金

是依絕對績效發放的，所以，季獎金與月獎金之酬勞依序為為 A>B>C>D>E>F，
而年終獎金之酬勞高低依序在甲營業所為為 A>B>C且在乙營業所為 D>E>F。雖
然 C銷售量較 D高，但 C在該所中之銷售業績屈居最後；而 D在該所中之銷售
業績最傑出，因此 D的年終獎金會高於 C之年終獎金13。 

2.維修廠：由於營業所與維修廠的年終獎金決定模式相同，皆取決於員工在

該營業單位的績效排序，不再分述。 

表3-3彙總個案公司在營業所與維修廠之酬勞總額決定方式與分配個別員工

之方式。 
表 3-3  個案公司員工酬勞組成項目與分配方式 

酬勞 
項目 

總額與分配額 營業所 維修保養廠 

總額 依員工人數與職等給與全

所總額，所長無裁量權。

依員工人數與職等給與全

廠總額，廠長無裁量權。

固 
定 
薪 
資 

員工每人分配金額 金額與該月份之績效無

關，完全依總公司規定給

付，所長無裁量權。 

主要依據員工職等發放。

總額 依各月促銷獎勵辦法規

定，無固定發放模式。 
依員工人數與職等給與全

廠總額，廠長無裁量權。

月

獎

金 員工每人分配金額 依每位業務員貢獻程度決

定，無固定發放模式。 
由廠長決定各人分配金

額，各廠標準不一。 
總額 依各季促銷獎勵辦法規

定，無固定發放模式。 
依據各廠季淨利提撥。 季

獎

金 員工每人分配金額 依每位業務員貢獻程度決

定，無固定發放模式。 
由廠長決定各人分配金

額，各廠標準不一。 
總額 由總公司決定。 由總公司決定。 

   
 
 
 
獎 
 
 
 
 
金 年

終

獎

金 

員工每人分配金額 依個人在各營業所之考績
等級決定。 

依個人在各營業所之考績

等級決定。 

資料來源：由個案公司內部文件與訪談資料彙總 

 
  

 

                                                 
13 這種現象在 2004 年之後，總公司分析認為不太合理，目前正在研議改進中，但不影響本研究

期間中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