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地實證研究法。首先透過實地訪談及閱讀公司內部書面資

料，以瞭解個案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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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擬進行驗證之研究假說。最後，依據以下所

述研究架構，蒐集個案公司的實際資料，對上一章所提出之各項假說進行檢定。

本章依序說明觀念性架構、研究設計、選樣標準、研究期間及資料蒐集、變數衡

量、實證模型及資料分析方法。 



第一節    觀念性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酬勞誘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其中酬勞誘因

包括傳統代理理論所主張的績效酬勞與競賽理論所主張的競賽誘因。依據

Cowherd and Levine(1992)的分類，依競賽的參考團體不同，區分為職務間(高

低階層間)之晉升誘因與職務內(同階層員工間)之同儕競賽酬勞誘因。 

由於工作特性與酬勞制度的配適程度可能影響組織績效提昇與否，本研究分

別就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或彼此合作等二種不同工作特性，分別進行實證檢定。為

了讓讀者對本論文的研究議題間的關連性有一較清晰的輪廓，茲將本研究之觀念

性架構列示如圖 5-1。 
 

 

圖 5-1本文研究架構 

代理理論： 

1.個人績效酬勞 

2.團體績效酬勞 

競賽理論： 

1.職務間： 

晉升誘因 

2. 職務內： 

    同儕競賽酬勞誘因 

      

經營績效 

工作特性： 

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或彼此合作 

環境特性： 

    營業收入變異程度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實地實證研究法進行實證測試。首先，作者參與個案公司多次內

部績效評估與酬勞之相關內部訓練課程，以利瞭解公司之運作概況。本研究進行

了36次非結構化的訪談1及參與三次公司內部之教育訓練課程與酬勞設計相關議

題的討論會，非結構化之訪談對象包括一位總裁、四位管理部門部長、五位營業

所所長及維修廠廠長、二位組長、五位銷售人員與七位基層行政人員。其後，透

過實地訪談、觀察、閱讀公司內部書面文件及相關電腦檔案資料。最後在確定研

究議題後，請求公司各支援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與個別員工之基本與酬勞資料進

行實證。 

選擇個案公司之理由有二： 

1. 實證資料之可取得性 

雖然競賽理論在企業酬勞實務上受到高度青睞，囿於公司內部實際資料取

得上之困難，尤其是被視為公司最高機密的基層員工酬勞資料，使得多數研究僅

能以公開發行公司之高階經理人或者以運動競賽作為研究對象。Milgrom and 

Roberts(1992)；Prendergast(1999)；Lazear(1991；1999)等學者皆呼籲宜以公

司內部實際資料驗證競賽理論，以便瞭解企業的實務運作。由於個案公司提供豐

富的酬勞與經營績效的資料，使得本研究可以利用實際資料對競賽理論的相關議

題作深入探討。 

2. 個案公司在酬勞設計上的豐富性與彈性 

個案公司為了保持在業界的領先地位，擅長運用各種酬勞誘因機制來獎酬

員工。2 Eriksson(1999)強調：驗證理論較佳的方式是，由同一個理論中推導多

項命題，並以同一資料庫進行檢測，如此更有助於釐清理論中的多項命題間是否

彼此具有一致性。個案公司同時運用多種酬勞誘因，正可突破過去研究僅限單一

酬勞誘因的探討同時驗證不同酬勞誘因對於經營績效之影響。總公司對於員工酬

勞分配的決策上，高度授權營業單位主管，以利單位主管領導調度所屬員工，使

得各營業單位的酬勞給付富有高度彈性與變化。此外，Banker et al.(2000)認

為：以同一集團內之連鎖營業單位作研究對象之優點在於，連鎖營業單位在營運

上很多重要的層面具同質性，有助控制其他可能影響績效的外在因素。 

  

                                                 
1 訪談問題簡述如下：(1)營業所與維修廠之競爭環境有何不同？(2)維修廠酬勞給付方式如何？

(3)營業所的酬勞給付方式如何？(4) 營業所與維修廠員工工作性質是否需彼此相互支援合

作，其合作的程度如何？(5)公司近五年內的組織架構是否有重大變革？(6)影響營業所與維

修廠經營績效高低的主要因素有那些？(7)各營業單位主管進行績效考核的標準為何？ 
2 個案公司總經理認為公司之所以能長久領先於同業，其關鍵在於人才的積極培訓、完善的管理

制度、緊密連結員工績效與酬勞與高度的地方授權。營業單位主管則認為公司能超越同業的

秘訣在於，給與地方主管酬勞給付高度裁量權，使得主管在反應同業競爭與客戶需求上非常

快速。 



第三節    選樣標準、研究期間及資料蒐集 

 

本研究以 86 家汽車經銷營業所及 90 家汽車維修保養廠為分析單位，檢視

酬勞誘因與工作特性對於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如第三章個案公司介紹所

述，公司可分三大部門，包括(1)營業處--負責汽車經銷之營業所；(2)服務處—

負責汽車維修業務之維修廠；以及(3)管理處及總經理室—為綜管全公司及支援

前線業務。營業處及服務處皆為營業單位，採利潤中心制，有客觀財務績效資料

可資驗證相關假說，而管理處及總經理室雖有晉升及績效酬勞誘因，但因無客觀

財務績效可資驗證其經營績效，因此，予以排除於研究範圍。 

實證資料係由個案公司的電腦檔案中擷取，分為三大系統： 

1. 營業所及維修廠之財務績效資料：由於最早可蒐集到營業所及維修廠之

經營績效資料的時間為 2001年，因此，以 2001年至 2004年為研究期間。另外，

因為汽車銷售及維修淡旺季明顯3，為避免因特定月份異常波動而影響分析結果

的可靠性，因此，以年資料為分析單位。所有的財務資料及以下的酬勞資料均依

消費者物價指數進行調整，以 2002年幣值計。 

2. 員工酬勞資料：酬勞資料涵蓋期間自 2001年至 2004年之月資料，其中

月與季酬勞與獎金皆轉換為年資料進行分析。例如，每月固定薪資即加總 12 個

月的固定薪資；季獎金則加總四季之季獎金；年終獎金因一年發放一次，不必再

加總計算。過去以問卷調查方式進行酬勞研究，如 Drago and Garvey(1998)僅

能以虛擬變數(有/無績效酬勞)作為酬勞誘因的代理變數，易使研究結果的檢定

力不足。本研究的酬勞資料可精確衡量各營業單位員工的酬勞金額，可使實證結

果更具說服力。 

3. 個人資料人事背景資料。人事背景資料有二方面的功能，第一，確認各

營業單位之單位主管與所屬員工異動狀況，包括職位、職等與所屬營業單位；第

二，藉由控制員工相關的背景，如教育程度、工作經驗等，以降低員工因人力資

源上的不同，而造成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上的差異。 

 

                                                 
3 以汽車銷售而言，每年的十一月至次年一月為旺季，主要原因是接近年終獎金發放的時期，使

消費能力大幅上，且消費者希望趕在農曆新年前購車，方便過年出遊、返鄉及拜訪親友。農

曆一月及七月為汽車銷售淡季；前者因農曆新年放假天數較長，降低農曆一月的銷售量；後

者因鬼月不購車之民間習俗，導致農曆七月的銷售量大減。汽車維修的旺季則在農曆春節

前，全家出遊計畫多，轎車多會進廠保養以確保全家出遊的安全性。另外，選舉前及學生開

學前皆屬於汽車維修之淡季。在選舉前，因為多數商家忙選舉的相關商務，因此會延遲維修

的時間。其次，因為個案公司的客戶群屬於中產階級或中小企業，購車的價位多在 60 萬以

下，易受各月經濟支出之影響，在中小學開學前(八月底)、大學院校開學前(九月中)，由於

家長需支付學生註冊費，以致加重當月的經濟負擔，所以也是保養廠的淡季。在一般月份，

車主會作比較多的汽車美容或者願意負擔較高單價的零組件，使收入與獲利雙雙提高，但是

在淡季時，不但進廠台數會下降，維修金額也會縮水，進而影響獲利情況。 

 



第四節    變數衡量 

本研究係探討，在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誘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的影響，

其中誘因機制包括績效酬勞誘因與競賽誘因等兩種誘因工具；而工作特性則以組

織內員工工作彼此合作需求程度予以界定，區分為員工工作獨立與工作需合作兩

種。依據理論基礎與個案公司之特性，對實證模式中的應變數、自變數及控制變

數，分別說明如後： 

一、應變數 

經營績效 

    本研究利用「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利」除以該營業單位員工人數，所獲得之

每位員工之淨利(NI_per_employee)(以下簡稱每人淨利)，再取自然對數，以衡

量各營業單位之財務績效。由於營業單位之「總公司費用分攤數」屬於裁決性的

費用分攤，與營業單位績效並無直接關係，因此，基於可控制性原則以「分攤總

公司費用前的淨利」較以「分攤總公司費用後的淨利」衡量經營績效更恰當

(Indjeijikian 1999)。其次，利用營業單位員工人數作為淨利的平減因子，可控制

營業單位因規模上不同，而造成獲利力上的差異。 

雖然最常見企業績效衡量的變數為總資產報酬勞(ROA)、股東權益報酬率

(ROE)及股票市場報酬率(the market return to common stock；RET)(Zhou 

2000)
4，然而，這些財務績效指標並不宜作為個案公司財務績效之衡量指標，主

要原因有二：第一，個案公司屬非上市上櫃公司，無股票市場之相關資料可資計

算股票市場報酬率；第二，以 CEO 等高階經理人為對象之研究，其績效屬全公司

之投資決策中心，而本研究分析的層級為營業單位，營業單位屬利潤中心，而非

投資中心，各營業所的據點設立、資產投資或財務資金調度決策權等，皆由總公

司負責，因此，以淨利較以總資產報酬率或股東權益報酬率衡量經營績效更合適。 

二、自變數 

(一)績效酬勞 

本文中績效酬勞係根據絕對績效給付，可依計算基準的不同，區分為個人績

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前者計算基準為個人績效，後者則為營業單位整體的績

效。據個案公司表示，由於營業所的主要任務是新車銷售，可明確取得銷售績效，

                                                 
4 以股票報酬率(RET)衡量企業績效者如李佳玲與李孟燕(2003)、Antle and Smith(1986)、

Abowd(1990)、Gibbons and Murphy(1992)、Main et al.(1993)、Hayes and Schaefer(1999)

與 Hayes and Schaefer(2000)等；以資產報酬率(ROA)衡量企業績效者包括李佳玲與李孟燕

(2003)、Antle and Smith(1986)、Abowd(1990)、Main et al.(1993)、Ke et al.(1999)、Henderson 

and Fredrickson(2001)與 Ittner et al.(2002)等；以股東權益報酬率(ROE)衡量企業績效者包

括李佳玲與李孟燕(2003)、Hayes and Schaefer(2000)與 Henderson and Fredrickson(2001)等；

以純益率衡量企業績效者如 Ittner and Larcker(1997)。 



而維修保養廠則因衡量個人績效之成本過高，未蒐集個人績效資料，因此，分析

個人績效酬勞對經營績效影響，係以營業所的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相對的，營業

所員工之工作性質各自獨立，未依營業單位之整體績效或公司整體績效給付獎

酬，因此，檢視團體績效酬勞對經營績效影響係以維修保養廠為研究對象。 

個人績效酬勞係由個別業務人員的個人績效所決定，與其他業務人員的績效

無關；而團體績效酬勞係取決個別維修保養廠的各月績效表現，與其他維修保養

廠的績效無關，因此，兩者皆與代理理論主張之績效酬勞較相關，不屬於競賽理

論的範疇。 

本文假說一與假說二分別探討，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對營業單位經

營績效之影響，實證檢定分二個階段進行，第一階段：先利用迴歸模型，估計營

業單位之個人或團體績效酬勞；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所估計個人或團體績效酬

勞之代理變數作為自變數，以經營績效作為應變數，檢定個人績效酬勞或團體績

效酬勞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其中，在第一階段，理論上應以年獎金總額

作為應變數，以年新車銷售台數或維修台數作為自變數，分別估計個別營業所的

個人績效酬勞與維修廠的團體績效酬勞。然而，限於個別營業單位資料可取得年

數只有四年，無法進行迴歸分析，以估計每一營業單位各年之單位績效酬勞。本

研究以下列替代方式進行第一階段的測試，第一，利用營業單位之月資料，以月

績效酬勞為應變數，以每月新車銷售台數或進廠維修台數為自變數，估計台數之

係數，作為該營業單位之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代理變數；第二，利用營

業單位之年資料，以年績效酬勞為應變數，以每年新車銷售台數或進廠維修台數

為自變數，按不同區(台北市、台北縣，桃竹苗，台中區，嘉南區，高屏區)與不

同年度進行迴歸，估計該營業區之係數，作為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代理

變數；第三，利用營業所業務人員之年資料，以年績效酬勞為應變數，以每年新

車銷售台數為自變數，估計該營業所台數之係數，作為該營業單位之個人績效酬

勞代理變數。對於以個人為估計之衡量單位，僅能就營業所來進行分析，由於維

修保養廠無個人績效資料，因此團體績效酬勞部分不能進行類似之估計。 

一.個人績效酬勞： 

影響個案公司新車銷售之個人績效酬勞的因素非常複雜，可區分為五個層

級，包括： 

(1)總體經濟環境：經濟景氣影響民眾購車的意願，汽車貸款利率高低則影響

民眾購車的能力，個案公司隨著經濟景氣與利率變化，調整新車銷售的

個人績效獎酬。 

(2)汽車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個案公司主要業務為汽車經銷，因此，其汽車銷

售的策略需高度配合汽車製造商的銷售政策。例如當個案公司之汽車製

造商新車款上市、推出新的行銷策略或希望消化某一車款的存貨時，汽

車製造商利用不同的促銷籌碼與業績獎金，作為達成銷售長紅的工具，

使業務人員的個人績效酬勞會隨之改變。同樣的，當其他競爭的製造商

新車款上市或推出新的行銷策略，個案公司之汽車製造商為了避免降低

市場占有率，改變給與旗下經銷商之促銷籌碼與業績獎金應戰，使得業



務人員的個人績效酬勞亦隨之改變。 

(3)汽車經銷商間之競爭：汽車製造商為了防止單一經銷商掌握其全部的銷售

通路，導致降低製造商的議價能力，因此，製造商會透過給與各經銷商

不同的銷售籌碼與獎金，迫使各經銷商彼此競爭。由於經銷商在不同期

間內，所獲得的銷售籌碼與獎金總額不同，以致所屬業務代表在銷售汽

車時能獲得的績效酬勞亦有所差異。5 

(4)各營業區間之競爭：當個案公司由汽車製造商取得各種銷售資源與促銷籌

碼後，由總公司之營業處分配至各營業區，因此，當某一營業區獲得的

銷售資源與促銷籌碼愈多，該營業區之業務代表可能獲得的績效酬勞也

會愈高。 

(5)各營業所間之競爭：當各營業區在爭取總公司所分配的銷售資源與促銷籌

碼後，由營業區分配給所屬之營業所。當營業所爭取到較高的銷售資源

與促銷籌碼，該營業所之業務代表能獲得的績效酬勞也會愈高。 

若以營業所或業務員為個人績效酬勞之衡量單位時，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

勞可同時包括上述五項因素；若以同一營業區作為個人績效酬勞之衡量單位

時，除了無法區別上述第(5)項「各營業所間之競爭」因素外，應能掌握其他

四項影響個人績效酬勞的因素。對於個人績效酬勞估計之進行方式，分別說明

如下： 

(一) 以營業所之月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B_CAR_RATE)： 

利用營業所之月資料估計營業單位之個人績效酬勞，其中應變數為營業所月

獎金之合計數( MSUMBONUSM __ )，自變數為該營業所當月新車銷售台數的

合計數 MCARQ _ ， MCARQ _ 係數值 k1θ 作為個人績效酬勞之代理變數。個人績

效酬勞估計模式列示如下： 

ktktkkt MCARQMSUMBONUSM µθθ ++= ___ 10      

其中，k表示第 k家營業所，t表示第 t月份。 
MSUMBONUSM __ ：k營業所在第 t月份，該營業所內員工月獎金合計數。 

MCARQ _ ：k營業所在第 t月份，該營業所當月新車銷售合計數。 

k1θ ：此係數值即為第 k家營業所(the piece rate of the k branch in the CAR 
department)個人績效酬勞(B_CAR_RATE)之代理變數。 

(二)以營業區之年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A_CAR_RATE) 

                                                 
5汽車製造商之間的競爭與汽車經銷商間之競爭的主要差異在於，前者與汽車製造商決定經銷商

促銷籌碼與獎金之「總額」有關；後者則與汽車製造商決定各別經銷商促銷籌碼與獎金之「分

配」有關。 



第二種進行個人績效酬勞之估計方法，係以營業所月獎金之全年合計數

( YSUMBONUSM __ )為應變數，以該營業所當年度新車銷售台數的合計數

( YCARQ _ )為自變數，估計各營業區之個人績效酬勞，其中自變數之係數值 a1θ
代表：以營業區(AREA，以下標 a表示)為衡量基準，估計取得個人績效酬勞代理

變數(A_CAR_RATE)。個人績效酬勞估計模式列示如下： 

kykyaky YCARQYSUMBONUSM µθθ ++= ___ 10  

其中，a表示 a營業區(六大營業區分別為台北市、台北縣、桃竹苗、台

中、嘉南與高屏區等)，k表示第 k家營業所，y表示第 y年度。 

YSUMBONUSM __ ：k營業所在第 y期，該營業所內員工月獎金之年合

計數。 

YCARQ _ ：k營業所在第 y年，該營業所當年度之新車銷售台數年合計

數。 

a1θ ：此係數值即為第 k家營業所(the piece rate of the k branch located 

in the Area in the CAR department)的個人績效酬勞(A_CAR_RATE)。 

(三) 以業務員之年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CAR_RATE)： 

利用業務員之年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其中應變數為業務員月獎金之年合

計數( YBONUSM __ )，自變數為該業務員當年新車銷售台數的合計數CARQ，
CARQ係數值 k3θ 作為個人績效酬勞之代理變數。個人績效酬勞估計模式列示如

下： 

pypykpy CARQYBONUSM µθθ ++= 30__      

其中，k表示第 k家營業所，y表示第 y 年。 
YBONUSM __ ：k營業所在第 y 年，p業務員年獎金合計數。 

MCARQ _ ：營業所之 p業務員在第 y 年新車銷售合計數。 

k3θ ：此係數值即為第 k家營業所個人績效酬勞(CAR_RATE)之代理變數。 

二.團體績效酬勞： 

類似影響個人績效酬勞的因素，在維修保養廠之團體績效酬勞方面，亦可

將影響團體績效酬勞因素，可區分為四個層級，包括：(1)總體經濟環境對維

修保養服務購買的影響；(2)同車系不同公司所經營的維修保養廠的競爭；(3)

同一車系同一經銷商，不同營業區的競爭；(4)同一營業區中不同維修保養廠

的競爭。與影響個人績效酬勞因素上最大的差異在於，維修保養廠的競爭缺少

「汽車製造商間之競爭」，主要理由是，當汽車一經銷售後，車主在選擇汽車

維修時，只會選擇回原廠維修或到小型保養廠維修，較少選擇到其他製造廠旗

下的保養廠維修，因此，公司在決定團體績效酬勞高低時，會因應其他四個因



素，較不會考量其他製造廠旗下的保養廠的狀況。利用同一營業區之維修保養

廠估計該營業區的團體績效酬勞，除了無法區別上述第(4)項「不同維修保養

廠的競爭」因素外，應能掌握其他三項影響團體績效酬勞的因素。以保養廠月

資料與以營業區年資料為衡量單位，所進行團體績效酬勞之估計，分別說明如

下： 

(一)以維修保養廠月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 

總公司依據維修保養廠各月績效，累計三個月，發放全廠的團體獎金，因此，

利用維修之月資料估計營業單位之團體績效酬勞時，應變數為維修廠季獎金之合

計數( MSUMBONUSS __ )，自變數為該維修廠當月進廠修車台數的合計數

( MSERVICEQ _ )，而 MSERVICEQ _ 係數值 k2θ 作為團體績效酬勞之代理變數。 

ktktkkt MSERVICEQMSUMBONUSS µθθ ++= ___ 20                   

其中，k表示第 k家維修保養廠，t表示第 t月份。 
MSUMBONUSS __ ：第 k家維修保養廠在第 t月份，該維修廠內當月提列

員工季獎金合計數。 
MSERVICEQ _ ：第 k家維修保養廠在第 t月份，該維修廠當月進廠修車台

數之合計數。 
k2θ ：此係數值即為第 k家維修廠(the piece rate of the k branch in the SERVICE 

department)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之代理變數。 

(二)以營業區之年資料估計團體績效酬勞(A_SER_RATE) 

以全廠的季獎金之全年合計數( YSUMBONUSS __ )作為應變數，以進廠修

車台數的年合計數( YSERVICEQ _ )為自變數， YSERVICEQ _ 之估計係數值

a2θ ，代表以營業區(AREA，以下標 a表示)為衡量基準，進行該修車廠所獲得之

團體績效酬勞(A_SER_RATE)之估計。團體績效酬勞之估計模式列示如下： 

kykyaky YSERVICEQYSUMBONUSS µθθ ++= ___ 20  

其中，a表示 a營業區(六大營業區分別為台北市、台北縣、桃竹苗、台中、

嘉南與高屏區等)，k表示第 k家維修保養廠，y表示第 y年度。 

YSUMBONUSS __ ：第 k家維修保養廠在第 t期，該維修廠內員工季獎金

合計數。 

YSERVICEQ _ ：第 k家維修保養廠在第 t期，該維修廠當年進廠修車台數

之合計數。 

a2θ ：此係數值即為第 k家維修廠(the piece rate of the k branch located 

in the area in the SERVICE department)的團體單位績效酬勞

(A_SER_RATE)。 



比較「以營業區年資料」與「以營業單位(營業所或保養廠)月資料」為衡量

單位可發現，兩種估計方式各有其優缺點。前者以營業區年資料為衡量單位，所

衡量之個人或團體績效酬勞(A_CAR_RATE 或 A_SER_RATE)，雖能捕捉總體經濟環

境、汽車製造商之間的競爭、汽車經銷商間之競爭與各營業區間之競爭，但無法

捕捉個別營業單位績效酬勞上的差異。然而，以年資料進行估計，其優點是不受

季節性或個別月份因素所影響，因此，估計係數會較精確而穩定。後者以營業單

位月資料為衡量單位，所估計個別營業單位之績效酬勞(B_CAR_RATE 或

B_SER_RATE)，較能精確捕捉個別營業單位在獲得績效酬勞上的差異，然而，因

為以月資料為分析單位，易受銷售淡旺季、各月促銷狀況不一、銷售或維修退回

獎金與扣款、季獎金與年終獎金發放月份等因素影響，使得估計係數較不精確。  

表 5-1 比較以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估計數之分配狀況。以「業務

員之年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CAR_RATE)，1%出現負數；以「營業單位之月

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B_CAR_RATE)，10%出現為負數；且以「營業單位之

月資料」估計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5%出現負數。相對的，以「營業區

表 5-1  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估計數之分配表  

  營業所  維修保養廠 

   SERVICE=0 SERVICE=1 

 個人績效酬勞 團體績效酬勞 

分配狀況  CAR_RATE B_CAR_RATE A_CAR_RATE
b  B_SER_RATE  A_SER_RATEb 

衡量單位  業務員年資料 營業所之月資料 營業區之年資料  保養廠之月資料  營業區之年資料

觀察值個數  86 343 24  325  24 

平均數  2,330 2,579  12,216   273   175  

100% Max 8,218  12,727  17,203  1,484   253  

99%  8,218 10,647  17,203   1,193   253  

95%  4,966 7,129  16,282   646   247  

90%  4,105 5,758  15,579   544   229  

75% Q3  3,250 4,123  14,898   414   209  

中位數  2,132 2,614  12,703   285   180  

25% Q1  1,256 645  10,398   132   139  

10%  573 -928  7,675   6   105  

5%  183 -1,392  4,740   -39   89  

1%  -1,029 -3,185  4,108   -554   85  

0% Min  -1,029 -3,345  4,108  -1,949   85  

a. 變數定義         

CAR_RATE=以業務員之年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B_CAR_RATE=以營業所月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A_CAR_RATE=以同一營業區內之營業所年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B_SER_RATE=以維修保養廠月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A_SER_RATE=以同一營業區內之維修保養廠年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b. 全國共計六區，包括 2001年至 2004年，因此有 24 個 觀察值。    



之年資料」估計個人績效酬勞(A_CAR_RATE)與團體績效酬勞(A_SER_RATE)的最

小值分別為 4,108 元與 85 元，兩者皆大於零。當個人績效酬勞(B_CAR_RATE)

與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出現負數時，意指每銷售或維修一部車，會被扣

除獎金，明顯與常理不符。再比較金額估計上之合理性，以業務員年資料估計

數落在$573 至$4,105(10 與 90 百分位數)，而以營業區之年資料估計數落在

$7,675 至$15,579(10 與 90 百分位數)，在金額合理性上，以營業區之年資料

估計數較貼近實際狀況。由此可見，以「營業單位之月資料」估計績效酬勞係

數較以「營業區之年資料」估計績效酬勞係數不穩定，在估計金額之合理性上，

亦以「營業區之年資料」較恰當。因此，後續實證分析以營業區年資料為衡量

單位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A_CAR_RATE)與團體績效酬勞(A_SER_RATE)分別

作為假說一與假說二之自變數。 

(二)營業收入變異係數(REV_CV)： 

營業收入變異係數=營業單位營業收入之標準差/營業收入平均數。 

以營業單位為計算基準，利用歷年的營業收入金額，計算每一營業單位的銷

貨收入變異係數，主要目的在於衡量營業單位所處環境的隨機因素(風險)。由於
標準差係衡量資料的絕對指標，而變異係數為衡量資料變異的相對指標(謝劍平 
1999)，因此，以變異係數衡量經營環境的隨機因素優於標準差。 

 (三)職務間之酬勞差距(COM_GAP) 

酬勞差距=主管總酬勞–員工酬勞平均數。 

本研究參考 Eriksson(1999)與 Henderson and Fredrickson (2001)的作法，

首先，計算當年度該營業單位員工總酬勞的平均數，作為員工酬勞平均數，營業

單位主管之酬勞不列入計算範圍內。並次，利用主管總酬勞扣除員工酬勞平均

數，可得酬勞差距。最後，將酬勞差距金額取自然對數，作為衡量主管與基層員

工在不同職務間之晉升誘因。酬勞之相關變數取自然對數，有助於舒緩變數出現

異質性(heterogeneity)的問題(Gibbsons and Murphy 1992)。 

依據個案公司的內部規定，給與各營業單位獎金總額後，單位主管可先保留

個人的獎金分配比例，不得超過總公司規定上限(例如 10%)，其餘獎金再由單位

主管分配給所屬員工(例如 90%)。當主管自己的獎金保留率愈高(例如 9.9%)，對
個人的私有財富愈有利，同時會擴大酬勞差距金額，使員工希望晉升為主管的誘

因增強。相反的，當主管自己的獎金保留率愈低(例如 2%)，對個人的私有財富
愈不利，酬勞差距金額愈縮小，降低晉升主管的誘因，但是員工的合作意願與未

來更努力提高團體績效的誘因會增加。單位主管獎金自我保留率的設計，不但會

影響酬勞差距的大小，也會影響以下酬勞變異係數的計算，因為當主管獎金自我

保留率愈大，象徵所屬員工的可分配獎金總額與每人平均獎金數會下降。 

(四) 酬勞變異係數(BONUS_CV) 



酬勞變異係數=員工的績效酬勞標準差/績效酬勞平均數。 

參考Main et al.(1993)的衡量方式，以酬勞變異係數作為「職務內同儕競賽

酬勞誘因」的代理變數，主要目的在於衡量同一營業單位內員工酬勞彼此的離散

程度，當酬勞變異係數愈大，代表同儕競賽的酬勞差距愈大6。由於個案公司之

酬勞誘因設計由個人績效酬勞、團體績效酬勞與競賽誘因三者所構成，因此，要

估計同儕競賽酬勞誘因，首先需要考量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對於酬勞變

異係數計算上之影響。 

由於個人績效酬勞屬於按件計酬式的獎金(屬於公式型獎金或非裁決型獎金)
形態，完全依據個人績效高低給付，與同儕績效無關，因此，在酬勞變異係數計

算時，應將此公式型獎酬予以排除在外。團體績效酬勞對於員工之影響應分為二

方面，第一是團體績效酬勞的總額，當總額愈高，預期該營業單位每位員工可分

配之金額愈高；第二是在團體績效酬勞總額已固定的情況下，每位員工獲得團體

績效酬勞分配數的高低，會反映於在酬勞變異係數上。例如，當單位主管採行平

分方式，則員工彼此間就不存在競爭性，酬勞變異係數為 0；當單位主管對於績
優與績差員工團體績效酬勞之分配上，金額懸殊，則象徵同儕間的競賽酬勞差距

大，酬勞變異係數亦會較大。因此，在估計酬勞變異係數時，應包括員工所分配

到之團體績效酬勞，排除個人績效酬勞。 

估計酬勞變異係數之分為二步驟進行，首先，以個別員工為計算單位，扣除

酬勞中屬於公式型獎酬的部分，可得到個別員工之裁決型績效酬勞。在營業所方

面，公式型酬勞包括汽車銷售台數獎金與銷售車型獎金，即屬於個人績效獎金的

部分；在維修保養廠中則沒有公式型的酬勞。其次，以營業單位為基準，分別計

算該年度該營業單位之績效酬勞標準差，再以該營業單位之績效酬勞標準差，除

以全公司當年績效酬勞平均數，取得酬勞變異係數(BONUS_CV)。 

比較職務間酬勞差距之代理變數(COM_GAP)與職務內酬勞變異係數

(BONUS_CV)，一項重要差異是職務間酬勞差距之代理變數(COM_GAP)包括固
定薪資(SALARY)；職務內酬勞變異係數(BONUS_CV)則不包括固定薪資。依據

Gibbs (1995)的定義，職務內獎酬(within-job reward)係指「在無升遷年度，員工

在原職位因工作表現所獲得之績效增加及紅利獎賞」；而職務間的獎酬

(promotion-based reward)則界定為，「因升遷所造成之當期薪資、紅利之增加

以及未來升遷至更高職位之升遷利益之總和乘上升遷機會」。由此可見，當員工

晉升為主管時，固定薪資會因職務異動而立即加薪效果，因此，職務間酬勞差距

包括固定薪資。職務內酬勞變異係數(BONUS_CV)係屬在無升遷年度，因績效而

                                                 
6
以維修保養廠為例，假設 A、B與 C等三個營業單位的員工人數皆為 2人，營業單位主管都決定

給所屬員工 3萬元的總額獎金。換言之，總額 3萬元的獎金如何發放給 2人，決定酬勞變異係

數的大小。假設 A單位主管希望同事和諧相處，或者認為二位員工對公司的貢獻都相同，全部

平分，每人各得 1.5 萬元，則 A單位的變異係數即為 0。B單位主管希望區別出績效好與壞，

所以分配給一人 2萬，另一人 1萬，則 B單位的變異係數為 0.33。C 單位主管希望區別出績效

好與壞，但二位員工彼此的酬勞差距擴大，分配給一人 3萬，另一人 0萬，則 C單位的變異係

數為 1。由上述例子中可見，當酬勞變異係數愈大時，則員工彼此酬勞差距愈大。 

 



造成的酬勞變異，而非升遷或年資等因素所造成之酬勞變異，故不宜將固定薪資

計入酬勞的計算中。 

(五) 工作特性與酬勞差距及酬勞變異係數之交乘項 (SERVICE*COM_GAP與
SERVICE*BONUS_CV) 

為檢定酬勞差距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否隨工作特性不同而有所差異，因

此，以兩個交乘項進行實證測試，分別為(1)部門別虛擬變數與酬勞差距之交乘

項(SERVICE*COM_GAP)；與(2)部門別虛擬變數與酬勞變異係數之交乘項

(SERVICE*BONUS_CV)，其中部門別虛擬變數係指，當 SERVICE=1，代表該營
業單位屬於維修保養廠；當 SERVICE=0，代表該營業單位屬於營業所。職務間
之酬勞差距(COM_GAP)與職務內之酬勞變異係數(BONUS_CV)與上述變數定義

相同，不再贅述。 



茲將酬勞相關變數應用於不同工作特性彙總如表 5-2所示。 
 

表 5-2 酬勞相關變數應用於不同工作特性之對照表 

依據理論 代理理論 競賽理論 

職務內(Within-job)之 
酬勞差距 

職務間(Beteen-job)之
酬勞差距 

工作特性 
個人 

績效酬勞 

團體 

績效酬勞 

同儕競賽 

酬勞誘因 
晉升誘因 

工作彼此獨立 

SERVICE=0 
A_CAR_RATE 無 BONUS_CV COM_GAP 

工作彼此需合作 

SERVICE=1 
無 A_SER_RATE BONUS_CV COM_GAP 

  

三、控制變數 

為了控制在酬勞誘因以外因素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本研究加入營業

單位之員工人數、平均年資與平均教育水準等營業單位特性變數。由於員工的教

育與經驗是人力資本的相關變數(Leonard 1990)，加入上述可能影響營業單位之

控制變數，有助於降低因外生變數造成「績效與酬勞誘因」間的虛擬相關。此外，

利用地區別與年度別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s)控制地區經營風險與整體經濟

因素對經營績效可能造成的影響。 

(一)員工人數(#EMPLOYEE) 

計算每一營業單位內的員工人數，再取自然對數。員工人數多，可能因營業

據點的規模較大，加入員工人數可排除因規模經濟而非酬勞政策，造成經營績效

上之不同。 

(二)平均年資(EXPERIENCE_M) 

先計算每一營業單位內的每位員工在個案公司任職之年資，再計算全營業單

位之平均年資。營業單位內的員工的平均年資。由於工作經驗之長短可衡量特定

人力資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的高低(Borjas 2000)，因此，為排除營業

單位因員工年資上的差異而造成經營績效之不同，以營業單位之平均年資作為控

制變數之一。 

(三)平均教育程度(EDUCATION_M) 

由於實證檢定以營業單位為衡量單位，因此，教育程度係以營業單位之平均

教育程度為控制變數。其計算方式如下，首先，先個別衡量每位員工的教育程度，



再計算全營業單位員工之平均教育程度。個別員工教育程度的衡量如下：小學畢

業以 6年計；國中畢業以 9年計；高中職畢業以 12年計；二專畢業以 14年計；

三專畢業以 15年計；大學畢業以 16年計。 

 (四)地區別虛擬變數(AREA1-AREA5) 

為了排除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受所在地區競爭程度或城鄉差距的影響，將六

大營業區(包括台北市、台北縣、桃竹苗、台中、嘉南與高屏區等六區)分別設置

五個地區別之虛擬變數，其中營業單位屬台北市者，AREA1=1，否則為 0；營業
單位屬台北縣者，AREA2=1，否則為 0；依此類推。為避免完全共線，六個區域

僅設 AREA1 至 AREA5 等五個虛擬變數。 

(五) 年度別虛擬變數(YEAR91-YEAR93) 

    營業單位的經營績效除了受獎酬制度設計影響，亦可能受總體與產業等其他

因素影響，因此，以年度虛擬變數予以控制，其中觀察值屬於 2002年者，

YEAR91=1，否則為 0；觀察值屬於 2003年者，YEAR92=1，否則為 0；觀察值屬於

2004年者，YEAR93=1，否則為 0。為避免完全共線，四個年度僅設三個虛擬變數。 



茲將各變數之代號、定義及衡量方式，分別彙總列示於表 5-3。 

表 5-3 變數定義表 
變數代號 變數定義 衡量方式 

一、應變數：經營績效之代理變數 

NI_per_employee 每人淨利 營業單位i在第t年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利除以營業單位員工人

數，再取自然對數。 

二、自變數       
(一)績效酬勞 

A_CAR_RATE 個人績效酬勞 以營業區為衡量單位，利用年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A_SER_RATE 團體績效酬勞 以營業區為衡量單位，利用年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二)營業收入變異係數 

REV_CV  收入變異係數 營業收入變異係數， 

即營業收入標準差/營業收入平均數。 

(三)酬勞差距 

COM_GAP 酬勞差距 主管酬勞-員工酬勞平均數，再取自然對數。 
(四)酬勞變異係數 

BONUS_CV 酬勞變異係數 員工的酬勞變異係數， 

即績效酬勞標準差/年度績效酬勞平均數。 

(五)工作特性與酬勞差距及酬勞變異係數之交乘項 

SERVICE*COM_GAP 部門別虛擬變

數與酬勞差距

之交乘項 

SERVICE=1 代表該營業單位屬於維修保養廠， 

SERVICE=0 代表該營業單位屬於營業所， 

COM_GAP 代表所(廠)長與員工平均酬勞差距之自然對數。 

SERVICE*BONUS_CV 部門別虛擬變

數與酬勞變異

係數之交乘項 

SERVICE=1 代表該營業單位屬於維修保養廠， 

SERVICE=0 代表該營業單位屬於營業所， 

BONUS_CV 代表績效酬勞標準差/年度績效酬勞平均數。 

三、控制變數 

#EMPLOYEE 員工人數 該營業單位之員工人數，再取自然對數 

EXPERIENCE_M 平均年資 員工的平均年資 

EDUCATION_M 平均教育程度 員工的平均教育程度。 

AREA1-AREA5 地區虛擬變數 營業單位所屬地區 

YEAR91-YEAR93 年度虛擬變數 觀察值所屬年度別 

四、殘差項   

ε 隨機誤差項  

 



第五節    實證模型 

 

本節擬配合第四章之研究假說，提出實證模型。本節首先介紹假說一至八的

實證模型與迴歸係數的預期符號，至於模型的資料分析方法，則於第六節中敍述。 

一、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個人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係數對營業單位經營

績效的影響(假說一與假說三) 

由於假說一與三皆在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情況下，因此，本研究建立迴歸模

型(M1)，同時檢測個人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係數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其

統計估計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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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代表第 i家營業所， 

t =2001，2002，2003，與 2004年度， 

NI_per_employeeit     =每人淨利，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分攤總公司費用

前淨利除以營業所人數後，再取自然對數， 

A_CAR_RATEit    =以第 i家營業所所在營業區為單位，利用年資料

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REV_CVi           =營業單位 i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數， 

#EMPLOYEE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人數，再取自然對數，

EXPERIENCE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年資， 

EDUCATION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教育程度， 

YEARy           =年度虛擬變數，即 YEAR91-YEAR93， 

εit                 =隨機誤差項 

 

根據假說一所述，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時，營業所員工之個人績效酬勞愈

高，預期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愈好。若假說一成立，則預期模型(M1)中個人績效

酬勞(A_CAR_RATE)之係數 1α 將顯著為正。此外，為檢定經營環境上的不確定性

對員工努力程度與營業單位績效之影響，以營業收入變異程度(REV_CV)作為隨
機因素的代理變數，若假說三成立，則模式(M1)中 REV_CV的係數 2α 預期為負，
代表當隨機因素太高時，會降低員工努力的誘因，進而使營業單位整體之經營績

效下降。 

由於一般認為年資增加可提高員工在該產業的技能，增加員工在該公司的

專屬人力資本，而教育程度則有利於員工一般人力資本的累積。為了控制因營業

單位因人力資本上之不同，而使營業單位的經營經效有所差異，因此，以全營業

單位員工的平均年資(EXPERIENCE_M)與平均教育程度(EDUCATION_M)，作為
控制變數。另外，營業單位可能因規模不同造成經營績效上的差異，因此，利用

該營業單位之員工人數(#EMPLOYEE)作為規模的控制變數。除了模式(M1)將平



均年資(EXPERIENCE_M)、平均教育程度(EDUCATION_M)與員工人數

(#EMPLOYEE)當作迴歸模式中的控制變數外，其他模式亦皆以此三個變數作為

控制變數，因此，不再贅述。 

二、員工工作彼此合作的情況下，團體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係數對營業單位經營

績效的影響(假說二與四) 

 

以下迴歸模型以員工工作需彼此合作的維修保養廠為測試對象，同時檢測團

體績效酬勞與收入變異程度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模式(M2)中團體績效酬

勞代理變數(A_SER_RATE)，係以每一保養廠所在的營業區為單位，利用全年季獎

金合計數與進廠維修台數年合計數進行估計。統計估計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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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代表第 i家維修保養廠， 

t =代表 2001，2002，2003，與 2004年度， 

NI_per_employeeit   =每人淨利，營業單位 i 在第 t年分攤總公司費用前

淨利除以營業所人數後，再取自然對數， 

A_SER_RATEit       =以第 i 家維修保養廠所在營業區為單位，利用年資

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REV_CVi           =營業單位 i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數， 

#EMPLOYEE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人數，再取自然對數， 

EXPERIENCE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年資， 

EDUCATION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教育程度， 

YEARy           =年度虛擬變數，即 YEAR91-YEAR93， 

εit               =隨機誤差項 

根據假說二所述，當員工工作彼此合作時，維修保養廠若團體績效獎酬較

高，不但可激勵員工個人努力工作，亦可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合作，預期營業單

位之經營績效愈好。若模式(M2)中之 3α 顯著為正，研究結果支持假說二。 

與假說三類似，為檢定經營環境上的不確定性對員工努力程度與營業單位績

效之影響，以營業收入變異程度(REV_CV)作為隨機因素的代理變數。當模式(M2)
中的 4α 顯著為負時，代表假說四成立，意指對於員工工作特性需彼此合作時，

隨機因素的增加，使員工努力後獲得酬勞的不確定性提高，因而降低營業單位之

經營績效。 

三、在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差距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假說五至假說八) 



本研究將競賽的層級分為「職務間」與「職務內」二種，第一，「職務間的

酬勞差距」代表，當員工由基層人員晉升為營業單位主管時，因為職務上的改變

所造成酬勞的差距，屬於晉升誘因。如同組織與心理學研究皆顯示:員工有許多

機會去比較自己與他人酬勞高低，特別是與同單位的上級主管進行比較(Andrews 
and Henry 1963；Dorstein 1988)。第二，「職務內的酬勞差距」代表，當員工職務

並未改變，因當年度的績效有別於同儕，而與同儕酬勞有所不同，屬於同儕競賽

的酬勞誘因。 

本研究以模式(M3)驗證假說五與假說七是否成立；以模式(M4)驗證假說六

與假說八是否獲得支持。模式(M3)與模式(M4)中的變數大致相同，唯一的差異在

於，模式(M3)係針對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的營業所進行測試，因此沒有部門別虛擬

變數(SERVICE)，而模式(M4)為了檢定不同工作特性下，酬勞差距對營業單位經

營績效影響上之不同，加入兩項交乘項，分別為(1)「部門別虛擬變數」與「職

務間酬勞差距」之交乘項(SERVICE*COM_GAP)；與(2)「部門別虛擬變數」與「職

務內酬勞差距」之交乘項(SERVICE*BONUS_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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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代表第 i家營業單位， 

t =代表 2001，2002，2003，與 2004年度， 

NI_per_employeeit  =每人淨利，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分攤總公司費用前淨利除

以營業單位人數後，再取自然對數， 

REV_CVi           =營業單位 i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數， 

COM_GAPit       =營業單位i在第t年主管(所長或廠長)與員工平均酬勞差

距再取自然對數， 

BONUS_CVit        = 營業單位i在第t年績效酬勞標準差/績效酬勞年平均數

SERVICEit    = 部門別虛擬變數，當 SERVICE=1 代表為維修保養廠，當

SERVICE=0 代表營業所。 

#EMPLOYEE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人數， 

EXPERIENCE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年資， 

EDUCATION_M it     =營業單位 i在第 t年員工的平均教育程度， 

AREAa    =地區別虛擬變數，即 AREA1-AREA5， 

YEARy           =年度虛擬變數，即 YEAR91-YEAR93， 

εit              =隨機誤差項 

 



假說五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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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激勵員工更努力工作以爭取晉升的機會，使得該營業單位的經營

績效愈好。以同一營業所的所長與員工平均酬勞差距(COM_GAP)作為衡量「職

務間的酬勞差距」之代理變數，進行假說五的測試，當模式(M3)中 COM_GAP
的係數 5α 顯著為正，則支持假說五。 

假說六主要目的在比較：不同工作特性下，主管酬勞與員工平均酬勞的酬

勞差距對經營績效之影響是否具有顯著不同。由於假說六預期：當員工工作需彼

此合作(SERVICE=1)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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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員工工作需彼此獨立(SERVICE=0)時，主管與員工平均酬勞之差距

對經營績效的提昇幅度較大。因此，若模式(M4)中部門別虛擬變數(SERVICE)與

酬勞差距(COM_GAP)交乘項之係數 6α 顯著為負，則假說六成立。  

   假說七欲檢測：當員工工作彼此獨立，營業單位內員工彼此的酬勞變異程度

對營業單位經營績效的影響。本研究以同一營業所的員工的酬勞變異係數

(BONUS_CV)作為衡量「職務內的酬勞差距」之代理變數，若模式(M3)中 7α 顯
著為正，則假說七成立。假說八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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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式(M4)中，當部門別虛擬變數(SERVICE)與酬勞變異係

數(BONUS_CV)交乘項的係數 8α 顯著為負，代表假說八成立。 

 



茲將各變數之定義、測試假說及實證模型之預期方向，分別彙總列示於表

5-4。 

表 5-4 研究假說及實證模型之預期方向彙總表 

變數代號 變數定義 工作獨立

(SERVICE=0)

工作合作

(SERVICE=1)

比較不同工作特性 

(SERVICE*COM_GAP) 

(SERVICE*BONUS_CV)

1.績效酬勞 

A_CAR_RATE 個人績效酬勞 H1(+)   

A_SER_RATE 團體績效酬勞  H2(+)  

2.營業收入變異程度 

REV_CV 收入變異係數 H3(-) H4(-)  

3.職務間之晉升誘因 

COM_GAP 酬勞差距 H5(+)  H6(-) 

4. 職務內同儕競賽酬勞誘因 

BONUS_CV 酬勞變異係數 H7(+)  H8(-) 

變數說明： 

A_CAR_RATE：以同一營業區內之營業所年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A_SER_RATE：以同一營業區內之保養廠年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REV_CV：營業收入標準差/收入平均數， 

COM_GAP：主管酬勞-員工酬勞平均數，再取自然對數。 

BONUS_CV：績效酬勞標準差/績效酬勞平均數。 

SERVICE：部門別之虛擬變數。 

 



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一、各項研究假說之統計檢定方法 

本文首先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迴歸分析(Ordinary Least Squares)檢測模式

整體的解釋力依調整後判定係數加以說明。再利用迴歸係數 t 值判斷各種迴歸係

數是否顯著，以驗證假說一至八成立與否。 

二、診斷性分析 

茲將本研究中進行的各項診斷性檢定，分別敍述如後。 

(一)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檢定 

當係數的標準誤很大，t值很小，而整個模型的 R2很高時，可合理懷疑自

變數間可能存在共線性。本研究利用變異膨脹因素(Variance-inflation 

factor，以下簡稱 VIF)，檢定自變數間是否存在嚴重共線性。若自變數之 VIF
值等於 1，則表示自變數間並無任何相關性；若各 VIF 值均未大於 10，則顯示

自變數間的線性重合無重大疑慮(Belsley et al. 1980；Hair et al.1998)。 

(二)序列相關檢定 

對於序列相關之問題，以 Durbin Watson Test 進行檢定。 

三、敏感性分析 

為檢測實證結果的穩定性(robustness)，擬對可能影響實證結果之可能因

素進行敏感性分析。茲將各研究主題之敏感性分析分析如後。 

(一)以經濟附加價值作為營業單位經營績效之代理變數，對研究結果穩定性的影

響 

經濟附加價值 (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 EVA)係由 Stern Stewart 公

司在 1991年發展的財務績效衡量方法，一般表達方式如下： 

EVA=稅後營業淨利- 資本投資*權益與負債之資金成本率 

=NOIAT (Net Operating Income after Taxes)–(Capital Employed*Cost of 

Capital) 

 Stern Stewart 公司認為在計算 EVA 時，應考慮不同公司特性進進行不同程

度的調整，包括：第一，NOIAT 應加回商譽攤銷與資本化研究發展成本等；第二，

應以帳面價值，而非市價作為衡量資本投資的基礎，以避免市價的過度波動。此



外，資本投資應扣除在建工程，加回非資本租賃資產現值，加回備抵壞帳與商譽

累計攤銷等項目。研究發展費用應予資本化，並作分期攤銷；第三，資金成本應

計算負債與權益加權平均資金成本率。其中負債應考量資金成本的省稅效果，而

權益資金成本率由資本資產訂價模式(CAPM)所決定。 

     EVA 雖源自傳統財務績效衡量，因三大特色而廣為企業所採行：第一，EVA

可比較不同類型決策真正為股東創造的利潤；第二，EVA 可應用於公司層次的決

策，也可應用於策略營運單位，其觀念更可推展至組織較低階層的經理人與員

工；第三，EVA 可作為經理人酬勞計畫的依據，因為 EVA 可同時連結經理人與股

東的長期與短期利益(Kang et al. 2002)。 

由於本研究以營業單位為分析對象，與一般以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之研

究，在 EVA 之計算上有幾項差異，包括(1)個案公司非上市公司，權益資金成本

無法利用資本資產訂價模式計算，改以中長期借款利率作為股東投資資金之機會

成本；(2)在個案公司中，研究發展成本、商譽的投資與攤銷、營業單位投資決

策與租賃決策皆由總公司決定，非屬個別營業單位主管裁量權，財產目錄的管理

與編製，亦由總公司負責，因此，研究發展成本、商譽的投資與攤銷與固定資產

等項目，不計入資本投資的基礎；(3)租稅規劃與負擔亦由公司作總體考量，因

此，評估營業單位績效係以稅前淨利，而非稅後淨利予以評估。 

此外，在計算營業單位的資本投資時，理論上應以各營業單位的資產帳面值

為計算基礎，由於個案公司只依營業單位編製損益表，未編製資產負債表，因此，

無法得知營業單位之資產投資金額。個案公司管理人員表示，營業所與維修保養

廠在資金運用上的重點不一樣。 

以營業所而言，由於汽車銷售涉及之應收帳款金額較大，易形成資金積壓與

週轉的問題，帳款收取之效率亦取決營業單位主管的管理能力，因此，應收帳款

之資金成本可作為計算 EVA 資金成本之代理變數。在存貨部分，營業所除了展示

車之外，鮮少屯積新車，不予計算資金成本。就維修保養廠而言，維修零件的庫

存管理是維修保養廠廠長管理上的重要議題。因為當維修零件庫存不足，可能會

喪失緊急維修的客戶或延誤維修交件時效；當維修零件庫存過多，會積壓大額資

金，並造成存貨的呆滯與損壞，因此，維修保養廠的存貨設算資金成本，可作為

計算 EVA 資金成本之代理變數。
7 

由於 EVA 除了考量各營業單位之淨利之外，更將營業單位資本投資之機會成

本納入考量，因此，本研究提利用 EVA 作為營業單位績效之代理變數，進行假說

一至假說八之敏感性分析。為了排除營業單位因規模不同，而非酬勞誘因，造成

EVA 上的差異，本研究以各營業單位之 EVA 除以營業單位之員工人數，獲得每人

EVA(EVA_per-employee)，再取自然對數，以衡量各營業單位之經營績效。 

                                                 
7營業所的經營模式是，客戶下訂單後才向汽車製造商下單訂單，並不會有存貨積壓資金的問題，

少許的新車存貨多為新車展示用，因此，不作為資本投資的計算基礎。保養廠的經營模式則是，

一經維修完成即收取現金，應收帳款的金額不高，因此，不作為資本投資的計算基礎，相對而

言，維修零件存貨的管理對維修廠而言，就相當重要。 



(二)以月資料分別估計個人績效酬勞(B_CAR_RATE)與團體績效酬勞

(B_SER_RATE)： 

本文假說一與假說二分別探討，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對營業單位經

營績效之影響。如前所述，實證檢定分二個階段進行，第一階段：先估計營業單

位之個人或團體績效酬勞；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所估計係數值作為個人或團體

績效酬勞之代理變數，以經營績效作為應變數，檢定個人績效酬勞或團體績效酬

勞對經營績效之影響。除了以同一營業區內之營業單位年資料，估計之個人績效

酬勞(A_CAR_RATE)與團體績效酬勞(A_SER_RATE)之外，本研究再以業務員之年資

料或營業單位之月資料，進行第一階段中個人績效酬勞與團體績效酬勞之估計，

以利後續之敏感性分析，分別為：(1)以業務員之年獎金或營業所的月獎金總額

作為應變數，以新車銷售台數為自變數，估計個別營業所的個人績效酬勞

(CAR_RATE 或 B_CAR_RATE)；(2)以維修廠季獎金總額作為應變數，以月進廠維修

台數為自變數，估計個別維修廠的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 

1.營業所個人績效酬勞： 

以業務員年資料或利用營業所之月資料，所估計個人績效酬勞代理變數，可

進一步進行假說一與假說三之敏感性分析。實證模式(M5)，除了將個人績效酬勞

由原來的 A_CAR_RATE，修改為 CAR_RATE 或 B_CAR_RATE 之外，其餘與前述模式

(M1)相同，以 B_CAR_RATE 為例，修改後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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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_CAR_RATEit  =以第 i家營業所月資料所估計之個人績效酬勞。 

2. 以維修保養廠月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B_SER_RATE)： 

 
假說二之實證模式，除了將團體績效酬勞由原來的 A_SER_RATE，修改為

B_SER_RATE 之外，其餘變數與前述模式(M2)相同，修改後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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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_SER_RATEit  =以第 i家維修保養廠月資料所估計之團體績效酬勞。 



為了檢測實證結果之穩定性，本研究以營業單位(營業所或保養廠)月資料所

估計之績效酬勞(B_CAR_RATE 或 B_SER_RATE)，對假說一與假說二進行敏感性分

析。 

(三) 各營業單位所(廠長)升遷機率不同的情況下，晉升酬勞誘因之敏感性分析 

由於當各營業單位所(廠)長升遷機率不同的情況下，可能影響晉升誘因與營業

單位績效之關係，在原先的論文中，未能將此一因素納入考量，擬透過兩種方式，

(1)以「職等間之酬勞差距」作為晉升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2)將依據各營業單位
更換所(廠)長之頻率高低，區分兩組子樣本，進行假說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分析。 

在採用營業單位之主管酬勞與員工酬勞平均數之差額，作為衡量晉升誘因之

代理變數時，由於各營業單位所(廠)長僅有一位，現任所(廠)長若長期無異動，

可能削弱該單位基層員工的晉升誘因，因為即使主管與員工酬勞差距大，員工也

可能因升遷機會渺茫，而削弱員工爭取晉升的動機，進而左右了晉升誘因對營業

單位績效之影響。在此利用「晉升較高職等」替代「晉升所(廠)長」來界定晉升誘

因，並以「不同職等間之酬勞差距」，作為衡量晉升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進行敏

感性分析。此一方法之優點在於，以「職等晉升」替代營業單位「所(廠)長晉升」，

可排除單位主管職位出缺程度各單位不一的情況，因為員工在職等上之升遷，較

沒有人數上的限制，可排除因升遷機率不同，而影響晉升誘因與營業單位績效關

係之疑慮。例如，在維修保養廠中，由基層技術員升遷為技師，再由技師升遷為

工程師，並無人數上的限制。同樣的，在營業所中，由基層業務員逐漸晉升為高

級專員或特級專員，亦無人數上的限制。因此，利用職等間之酬勞差距作為衡量

晉升誘因之方式，在排除升遷機率不同之疑慮後，進行假說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

測試。第二種方式則是以各營業單位更換所(廠)長之頻率，作為區隔樣本之標準，

直接控制各營業單位在升遷機會上之差異，進行假說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測試。 

1.以職等間之酬勞差距作為衡量晉升誘因之代理變數 

由於營業所與保養廠的職等劃分方式略有不同，表 5-5分別列示兩部門員工

職等分配表。如表 5-5所述，營業所與維修保養廠員工職等之中位數分別為職等 0
與職等 3；七十五分位數分別為職等 3與職等 4；九十分位數分別為職等 4與職等
5，以此三者作為分界標準。當營業所員工為職等 0或維修保養廠員工低於職等 3
時，屬於低階(LOW)員工；當營業所員工高於職等 4或維修廠員工高於職等 5時，
則屬於高階(HIGH)員工；其餘則屬中階員工。 

利用不同職等間之酬勞差距作為衡量晉升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可進行假說

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分析。實證模式(M7)為假說五敏感性分析之實證模式，除了

以 COM_HM 與 COM_ML 取代 COM_GAP，作為晉升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外，其餘與前

述模式(M3)相同。實證模式(M8)則為假說六敏感性分析之實證模式，除了同樣以

COM_HM 與 COM_ML 取代 COM_GAP，作為晉升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外，再增加部門別

虛擬變數與晉升酬勞誘因之交乘項(SERVICE*COM_HM 與 SERVICE*COM_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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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各營業單位依更換所(廠)長之頻率高低，進行假說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分析。 

為了區別各營業單位更換所(廠)長頻率高低，首先分析各營業單位更換主管頻

率之分配狀況，再進一步區隔高異動與低異動兩組子樣本，分別進行假說五與假

說六之敏感性分析。由於研究樣本期間為 2000 年至 2004 年，因此，以 1999 年為

基準年，計算各營業單位之更換所(廠)長之次數，統計結果如表 5-6所示： 

 

表5-5 各營業單位員工職等分配表 

 營業所 維修保養廠 職等高低之界定 

樣本數 6,525 7,438 

平均數 1.22 3.16 

標準差 2.23 1.21 

 

100% Max   9 8 

99%   9 8 

95%   6 5 

90% 4 5 

高階員工 

75% Q3 3 4 中階員工 

50% Median 0 3 

25% Q1 0 2 

10% 0 2 

5% 0 2 

1% 0 1 

0% Min 0 1 

低階員工 



 

 

由表 5-6中可清楚發現，營業所與維修保養廠在四年期間，更換單位主管次

數之中位數皆為 2。因此，以中位數區隔二組子樣本，當更換所(廠)長之次數超

過中位數者，界定虛擬變數 HIGHTURN為 1，屬於更換主管頻率較高之營業單

位，代表該營業單位所屬員工升遷機會較高；當更換所(廠)長之次數小於中位數

者，界定虛擬變數 HIGHTURN為 0，屬於更換主管頻率較低之營業單位，代表

該營業單位所屬員工升遷機會較低。利用更換所(廠)長頻率高低區分出兩組子樣

本後，再進行假說五與假說六之敏感性分析，以確定是否在不同更換主管頻率

下，會影響晉升酬勞誘因與績效間之關係。實證模式除了將樣本進行區隔外，其

餘與前述模式(M3)相同。 

 

 (四) 以「調整員工個人因素後之殘差」計算酬勞變異係數，進行酬勞差距對經營績效

影響之敏感性分析 

決定員工酬勞的因素，除了受員工績效高低影響外，還有許多個人背景因素

也會影響其酬勞，以致績效酬勞變異的成因可能來自個人背景因素上的差異，而

非因績效不同而給與的同儕競賽誘因。假設某位維修保養廠廠長認為，雖然無法

區別員工真正績效，但是技師的年資是獲得客戶信賴與客戶決定是否回廠維修之

主要關鍵，則可能依員工年資分配團體績效獎金，此時員工獲得酬勞不同，並非

因為同儕競賽後給與績優與績差酬勞不同所致，而僅是因員工彼此的年資不同。

因此，利用調整員工個人因素後之酬勞，計算殘差績效酬勞變異係數，作為同儕

競賽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進行假說七與假說八之敏感性分析，以增加實證結果

之可靠穩定性(robustness)。 

    對於可能影響酬勞之個人背景因素，依據 Baker et al. (1994)的研究發現，工
作職等與薪資間具有高度相關性；Chan (1996)認為員工在特定公司之年資愈久，

表5-6 各營業單位更換所(廠)長頻率分配表 

  營業所 維修保養廠 

樣本數  86 90 

平均數  2.56 2.14 

標準差  1.26 0.96 

99%    7 5 

95%    4 4 

90%  4 3 

75% Q3  3 3 

50% Median  2 2 

25% Q1  1 1 

10%  1 1 

5%  1 1 

1%  0 1 

註: 以1999年為基準年，計算2000年至2004年更換所(廠)長之次數。 



專屬的人力資本累積愈多；而Medoff and Abraham (1980)的研究中指出學歷愈高

之員工，酬勞顯著較高。因此，本研究利用三個步驟計算殘差績效酬勞變異係數

(ResBONUS_CV)，以作為同儕競賽酬勞誘因之代理變數。首先，以個別員工為

衡量單位，將酬勞中屬於公式型獎酬予以扣除，稱為「裁決型酬勞」；其次，以

「裁決型酬勞」為應變數，以個別員工之職等(LEVEL)、年資(EXPERIENCE)與
教育程度(EDUCATION)為自變數，計算每位員工扣除上述三項因素後之裁決型

績效酬勞殘差，以排除員工個人背景因素對於酬勞之影響；最後，以營業單位為

衡量單位，利用該營業單位內員工之裁決型績效酬勞殘差數，分別計算該年度該

營業單位之殘差績效酬勞標準差，再以該營業單位之殘差績效酬勞標準差，除以

全公司當年酬勞平均數，取得殘差績效酬勞變異係數(ResBONUS_C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