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理論背景 

第一節 連鎖加盟理論 

當加盟已經對於商業界具有能見度和影響力時，同時也吸引了許多學者的

注意，大部分有關加盟的理論，不外乎資源稀少理論、代理理論…等等，以下則

是各理論之介紹： 

資源稀少理論（Resource Scarcity） 

Oxenfeldt and Kelly（1969）提議了加盟的出現是為了能夠去取得稀少的資

源，尤其是管理和財務的資源（例如：決策過程或是市場知識），進而快速去擴

展市場。當公司非常年輕而且規模不大時，它是很難從股市去籌措到資金去發展

的，因此它也很難去發展必要的管理技能和市場知識（Katz and Owen 1992）。儘

管如此，快速的擴展仍然是必要的，這樣公司才能在採購或廣告上獲得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如此一來才能去和已經在市場踏穩腳步的公司去競爭

（Caves and Murphy 1967；Combs and Castrogiovanni 1994）。因此，當公司建立

和管理通路時，他們可以從加盟者的身上獲得資本和管理的資源（Oxenfeldt and 

Kelly 1969）。 

更明確的說，Oxenfeldt and Kelly（1969）所提出的資源稀少架構中，當公

司需要規模經濟的力量去拓展市場時，公司的經營就會轉換成加盟的模式。一旦

規模經濟達成時，快速擴展也不再那麼重要了，此時公司追求的是報酬率極大。

因為由公司直接經營的績效會比加盟還要來的好，所以加盟主（franchisor）屆時

會把那些利潤最好的通路之經營權給收回，Oxenfeldt and Kelly（1969）點出一

個成熟的通路系統最後逐漸停止加盟並且最後都變成直營的狀態。其他之後的研

究也使用加盟主的年齡、通路規模和成長率等幾項變數來衡量資源稀少理論並同

時調查這些變數是如何去影響加盟的比例。 

 

 



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 

只要委託人（principal）委託授權給代理人（agent），則代理關係就會存在。

假設代理人是為自身利益著想並且和委託人的目標是不同的，所以委託人必須花

費資源（稱作代理成本）去確保代理人會依照彼此共同的利益去執行（Eisenhardt 

1989；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在連鎖體系中，公司會選擇員工或是加盟者

去任命通路的管理者，在這兩種情況下，代理問題就會產生，因為加盟主把決策

的權力授予這些通路管理者，可是這些管理者的利益可能不會和加盟主一致

（Rubin 1978）。而代理問題又可以分成兩種：垂直代理和水平代理。 

垂直代理（Vertical agency） 

這個問題是來自於公司和通路管理者之間的衝突關係。Rubin（1978）說明

公司選擇開啟連鎖體系時，選擇加盟者（frnachisee）當通路管理者會比僱用旗

下員工當作管理者還要來的好，因為加盟者的利益都是來自於自己的努力，所以

他們更有動機去管理好通路，相對的，如果是員工來當管理者，則由於沒有其他

的誘因，所以員工會怠惰職責，使得績效變差。因此，如果是利用員工來當管理

者，則公司必須花費許多監督的成本（Bradach 1997），所以，解決垂直代理問題

的兩難就在於公司要選擇增加監督成本或是其他獎勵機制。總的來說，如果監督

成本對於公司來說是相當龐大的話，則選擇加盟是比較好的方式。 

雖然加盟減少了監督成本，可是仍然有一些代理問題會產生，因為加盟主

和加盟者都會有投機性的行為產生。Storholm and Scheuing（1994）的研究說明

了各自可能的投機行為。既然雙方都可能會去投機性地從事對自己有利的事項，

學者則把焦點放在加盟契約的訂定之上，希望可以透過契約的詳細條款來增加效

率和減少投機主義。 

水平代理（Horizontal agency） 

這個問題是關於加盟者彼此之間搭便車（free-rider）的潛在可能。因為所有

的通路都是運用同一個品牌名稱來經營，消費者對於該品牌的商譽會在這些通路

中移轉（Brickley and Dark 1987；Caves and Murphy 1976；Gal-Or 1995）。也就是



說，某些加盟商店較好的表現會外溢到其他加盟商店之上。例如：某一家通路的

店面乾淨程度會影響消費者對於該品牌所有的店面，由於利益是共享的，所以就

有搭便車的問題產生，導致有些的加盟店可能就不會這麼盡力去執行公司的方針

或策略。解決方法就是加強監督，但這樣做卻有違加盟的精神，因為加盟的涵義

就是希望可以減少監督成本（Rubin 1978）。於是，如果水平代理的問題產生時，

公司改成自營是比較好的方式。 

 

 

 

第二節 通路領導與整體滿意度  

通路領導 

在早期的研究中，領導行為（leadership behavior）往往都是在一般的行銷文

章中討論，著墨於通路領導對於其他成員影響之文獻並不多，即使是有關通路的

文獻，但其學者通常乃是研究探討出哪些特質符合領導行為（Etgar 1977）或者

是哪些才是促成領導的重要因素（Hunt and Nevin 1973; Lusch 1976）。 

不過通路的領導行為（channel leadership）其實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所謂

的通路領導乃是指通路的某一成員對其他成員在行銷政策和策略上有所影響，其

目的是希望可以控制通路其他成員有關營運的各種方面（El-Ansary and 

Robicheaux 1974; Little 1970; Stern 1967），換言之，通路的成功與否都與成員的

領導行為具有相當大的關聯（Etgar 1977; Speh and Bonfield 1978）。  

Schul et al.（1983）整理出了通路領導乃是有三種不同的方式： 

1.參與性領導（participative leadership）（House and Mitchell 1974）：參與式領導 

乃是指領導者會和成員商量，並且徵求其建議，最後做決定的時候都會把建議 

納入考量之中。 

2.支援性領導（supportive leadership）（Ivancevich, Szilagyi and Wallace 1977）： 

支援性領導乃是指領導者會考量成員的需求、關心他們的福利，並且創造一個 



友善和愉快的工作環境。 

3.指導性領導（directive leadership）（Ivancevich, Szilagyi and Wallace 1977）： 

指導性領導乃是指領導者會組織和定義工作環境，並且指派必要的職責去執行 

，最後則是建立溝通網絡和評估團隊績效。 

如果通路領導可以順利執行，那麼就可以大幅降低通路之間的不愉快或是

意見不和，同時，也可以促進通路成員之間的滿意度。 

 

整體滿意度 

滿意度是顧客對於產品服務所表達願意繼續持續購買或是展現忠誠的一個

面向，因此要使得顧客擁有高滿意度一直是所有企業的指標（Fornell, Johnson, 

Anderson, Cha, and Bryant 1996；Oliver 1997）。 

在以往的研究之中，滿意度可以分為兩個層面—特質滿意度（attribute 

satisfaction）和整體滿意度（overall satisfaction）（Bitner and Hubbert 1994；Jones 

and Suh 2000），前者乃是指顧客對於某一項產品或是服務所親身感受到的滿足

感；而後者則是在長期的交易關係之下，累積而成的滿足感。另外整體滿意度

Oliver（1999）也認為是一種令人愉悅的滿足感（pleasurable fulfillment），同時

也是一種情感上的回應。Chiou and Droge（2006）則驗證了特質滿意度和整體滿

意度為正相關，也就是若是特質滿意度越高，則整體滿意度也會越高。 

另外，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通路成員之間的滿意關係，Ruekert and 

Churchill（1984）也定義了通路成員滿意度（channel member satisfaction）為存

在通路成員之間的許多特色：包括獎賞、利潤、指導、問題解決…等等，最後而

集合而成的最終關係。同時，亦驗證了領導和通路成員滿意度成正相關。 

因此，筆者認為通路成員滿意乃是屬於一種特質滿意度，主要代表在通路

關係上的滿意度，而經過時間的累積，會逐漸轉化成整體滿意度之一。所以，再

經過上述的假設，可以得到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H1：加盟總部透過參與性的領導，可以促進加盟者對總部的整體滿意度。 

H2：加盟總部透過支援性的領導，可以促進加盟者對總部的整體滿意度。 

H3：加盟總部透過指導性的領導，可以促進加盟者對總部的整體滿意度。 

 

 

 

第三節 競爭優勢、績效與整體滿意度  

競爭優勢 

對於一個加盟體系來說，成員之間的關係建立包含許多要素，但是對於加

盟者來說，他們非常需要能夠在市場上是具有競爭力的（competitive）（Chiou et 

al. 2004）。競爭優勢的定義早在 Barney（1991）就提過，他說競爭優勢乃是一個

公司在執行價值創造的策略時，其他不管是現存或是潛在的競爭者，在此時都不

會去執行同樣的策略。而總部若擁有競爭優勢則不只能夠吸引新的加盟者加入，

亦可以提昇成員的忠誠，當然，競爭優勢的來源可能是品牌、規模經濟以及加盟

體系中對於策略的有效執行（Falbe and Welsh 1998）。 

品牌、規模經濟和策略有效執行的競爭優勢可以使加盟者較容易在市場上

成功，或者是說在市場上的績效較其他業者好，同時也會使加盟者的整體滿意程

度提高，Chiou et al.（2004）已經驗證過總部的競爭優勢可以使得加盟者的整體

滿意度提高。因此，根據上述，可以得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4：加盟總部的競爭優勢較其他業者顯著，則加盟者的整體滿意度會上升。 

 

 

 

 

 



績效 

現存的理論都顯示加盟主和加盟者選擇加盟就是希望可以透過此來改善自

己在市場上的競爭力，所以，加盟當然是會直接影響其績效（performance）。 

績效可以拿來作為判斷組織營運表現的良窳，而其衡量標準通常可以由營

業額、收益或是市場佔有率…等等（Hise et al. 1983）。 

有不少的研究都是關於加盟者的財務績效，Krueger（1991）就說明如果通

路是由加盟者經營，則其人事成本較低，因為監督的工作都會落在加盟者身上。

Williams（1999）比較了獨立的經營者與加盟者之間的績效，發現後者的績效都

會比前者來的好。 

在本研究中，加盟店績效的好壞代表著與總部的合作關係是否良好，或是

總部的競爭優勢是否有所發揮。所以，可以藉以發展其研究假設： 

 

H5：加盟總部的競爭優勢較其他業者顯著，則加盟者的營運績效會比其他加盟

體系好。 

 

 

至於整體滿意度與績效的關係，Hurley and Estelami（1998）說明服務品質

與滿意度有一個互相影響的效果，然後再直接影響顧客的購買意願和其績效。 

另外，Robicheaux and El-Ansary（1976）指出滿意度與績效是同時互相影響的結

果。所以，據此可以建立以下研究假設： 

 

H6：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整體滿意度越高，則其加盟店之營運績效會越好。 

 

 

 

 



第四節 信任、整體滿意度與專屬資產 

信任 

信任（trust）是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以來就是學術研究所廣泛討論

的範疇，並且被應用到許多層面之中（Das and Teng 2004）。信任為某一方對於

交易的另一方之可靠程度和誠實具有很大的信心（Morgan and Hunt 1994; 

Moorman, Deshpande, and Zaltman 1993）。Moorman et al.（1993）說明信任一直

被視為一種行為意圖，其中會牽涉自願性（vulnerability）以及不確定性

（uncertainty），因此將會去影響夥伴或另一方，如果缺乏自願，則這樣信任所帶

來的結果也不重要；而不確定性也是重要的，就是因為信任所以才可以克服這些

不確定性。而 Anderson and Narus（1990） 則認為信任為是某一方相信另一方會

為自己帶來良好的結果而非負面的結果。 

因此，Singh and Sirdeshmukh（2000）也提出了信任有兩種意含，分成『買

前信任』與『買後信任』，前者乃是指顧客在消費產品或服務之前，會先對商品

作一評估，而所產生的信任；而後者乃是指顧客在消費產品或服務之後，對於此

所產生的體驗，進而產生信任。本研究探討的是加盟者與加盟總部事後關係，也

可以認為是『買後信任』。 

再者，Gwinner et al.（1998）說明了信任會影響滿意度的理論基礎，他們發

現消費者在長期與廠商交易的觀點下，會經歷三種利益：1.信心利益 2.社會利

益 3.專屬待遇利益。其中，第一種信心利益其實和信任之觀念是非常相近的，

並且也是消費者所感覺到最重要的利益，信心利益包含了焦慮感的減少、產品提

供之後的保證、風險的降低以及對於未來的期待。當消費者感受到這些利益是和

信任相關時，他們的整體滿意度就會提高。最後，本研究定義信任乃是一種在雙

方契約簽立之後，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行為認知而言，非牽涉情感層面。所以，

如果應用到本研究之中，可以得到其研究假設： 

 

H7：當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信任越深，則加盟者的整體滿意度就會越高。 



專屬資產 

早在 1975 年，Williamson 就提出了交易經濟學，主要的緣由則是來自交易

成本理論（transaction cost theory），而這樣的理論也開始被大量應用到管理學界，

來解決或探討一些策略或是行銷的議題。 

Williamson（1975）認為人是有限理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再加上環

境的不確定和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形之下，導致交易關係

可能產生投機主義（opportunism），所以一項交易就可能產生了交易成本。 

不同的學者對於交易成本的定義有所不同，有的學者把交易成本分成事前

成本與事後成本。事前成本是指交易之前，買方會先蒐集相關的資訊以瞭解，而

後與賣方成立交易所產生的成本；事後成本是指買方防止賣方不會依照事前的契

約行事，所產生出來的成本，而後學界又分成監督成本和相關執行的成本（邱志

聖 2006）。 

Williamson（1985）說明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city）乃是對於特定的供給

商或是其他交易關係所投入的資產，如果轉換交易關係，這些資產將變成轉換成

本（switching cost）。 

而邱志聖（2006）在『策略行銷分析』一書中，利用 4C 的架構來解釋行銷

的議題。所謂的 4C 乃是由一個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和三個內隱交換成本所組成：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買者取得產品或服務所需支付的總成本除以買者從該產品或服務本身所得

到的總效益。其中，產品或服務取得的總成本包含成交價格、運費、安裝、服務、

手續費等等，而產品或服務的總效益可能包含有形或無形，但不包含其他的內隱

交換成本。對買者而言，此成本越低越好 

買者資訊搜尋成本 

因為買方對交換標的物不熟悉，因此需投入時間及金錢蒐集資訊，以減少

交換的資訊不對稱，也就是一個買者在購買一項物品或服務之前，為了瞭解此一

標的物，必須花費一段時間與成本來蒐集產品與服務的資訊，以確保該標的物是



否符合需求。對買者而言，此成本越低越好。 

買者道德危機成本 

此成本為一種風險成本，指的是買方懷疑賣方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真正能達

到交換完成前所宣稱的功能，也就是說，即使交易之前買賣雙方對交易標的物的

內容都已經訂定得十分清楚，但是在交易完成之前，買方還是會懷疑賣方是否能

夠遵守原先承諾的功能、規格、服務或其他約定。對買方而言，此成本越低越好。 

買者專屬陷入成本 

買方因為交易形成後所產生的專屬資產之成本。買方的專屬資產是指交易

形成後買方會因為此交易關係而投入特有的無形或有形資產，當此特定的交易不

存在時，此特有的無形或有形資產的價值將會消失或變得較無價值，因此，為保

持專屬資產的價值性，買方只好繼續與該特定賣方交易。對買方而言，此成本越

低越好，不過對賣方而言，如果它的顧客投入越多的專屬資產在該賣方的產品或

服務上面，則越有利於守住顧客。【表 2-1】專屬資產分類表則是他所加以區分的： 

資產專屬性 業界常用方法 

 

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 

 

公司特有的產品使用方法、公司特有軟體、

公司特有產品系列分類方法與使用方法、公

司特有互補品使用方法、特有使用專利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 

 

系統 DIY 產品、特有耗材、特有公司規格、

特有資訊系統結合、特有配方、特有設備專

利、特有軟體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里程數累積優惠、集點紅利、累計金額優惠、

紅標與綠標的定價策略 

無形的專屬資產 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識、特有人際關

係、特有溝通效率、特有生活依歸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特有的品牌經驗、特有的品牌回饋、特有的

品牌心理意義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 特有的品牌群體壓力、特有的意見領袖吸引

力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則是加盟者與加盟總部的關係，在專屬資產方面，加盟

者在特有實體設備方面，可能就會有店面裝潢的成本、製作和存放飲料的儀器設

備；在特有使用知識方面，加盟者可能必須要花時間去學習該體系的飲料作法；

在無形的專屬資產方面，加盟者必須要和總部人員溝通、協商，要花時間去適應

公司文化和產品線，最後也可能面臨總部的績效考核…等等。當然，有的加盟者

可能在心理層面也會產生認同的專屬資產。 

接著，根據之前對於信任的定義，為某一方對於交易另一方的行為產生期

待，或者是相信他們會帶來好的結果。而本研究中，是把信任當作外生變數，所

以當雙方簽約之後，再經過之後的互動關係，彼此雙方就會有不同的信任關係。

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越信任，則加盟者也會越放心地和加盟總

部建立專屬資產，因為專屬資產的特性是具有陷入（hold up）的特色，如果加盟

者擔心總部的行事會危害其利益，則加盟者當然就不願意投入這些有形或無形的

專屬資產，所以建立其研究假設如下： 

 

H8：當加盟者越相信加盟總部，則加盟者更願意和其建立專屬資產。 

 

另外，一個消費者如果對於某產品或服務有投入專屬資產，則代表著供應

商對於此消費者有某程度的控制（Jap and Ganesan 2000），這也就是 hold up 的意

含；如果是在 B2B 的關係中，解決陷入的方法在於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Williamson 1985），不過對於消費者來說這樣是相當困難的！同樣的，如果應

用到本研究中，雖然彼此關係是屬於 B2B 的層次，但是加盟者也很難向前整合！

所以，一個理性的消費者（加盟者）應該在不滿意的關係中減少專屬資產的投入，

換句話說，消費者（加盟者）應該在一個交易滿意的情況下增加專屬資產的投入

（Chiou and Droge 2006）。所以，據此可以建立其研究假設如下： 

H9：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關係越滿意時，加盟者會願意與總部建立更多的專

屬資產。 



第五節 整體滿意度、績效、信任與衝突 

衝突 

通路內的衝突（intrachannel conflict）為當某一成員發現有一成員的行為會

影響自身目標的達成或是利益的損失，此時就會發生衝突（Stern and Gorman 

1969），而這些衝突可能會帶來利與弊（Rosenbloom 1978）。 

當加盟主試著去調和所有的加盟者時，也可能會產生衝突，因為加盟者並

不像一般的員工，可以因為績效不佳就給予開除，加盟者都是合法且獨立的經營

者（Bradach 1997；Stanworth 1995）。此外，只要有合作的關係，就會必然產生

衝突，因為加盟主的利潤是來自他旗下通路給予他的權利金或是相關的原物料費

用，而加盟者的利潤則是來自商店的業績，如果加盟主想要增加自己的利潤，勢

必會增加加盟者的負擔（Dant and Nasr, 1998；Spinelli and Birley 1998）。而 Spinelli 

and Birley（1998）也指出衝突的持續在於加盟契約的本質之中，舉例來說，如

果加盟主想要擴大整個加盟體系的業績，那麼勢必去增加在外的店家，也就是必

須跟更多的加盟者簽約，但是這樣就會導致瓜分到其他加盟者的店家利潤。總的

來說，Hoy（1994）認為衝突之所以會持續存在探究結果仍然是出在整個加盟關

係的結果之中。 

在許多的研究中，都明確地指出衝突和滿意度是負相關的影響（Geyskens et 

al.1999；Anderson and Narus 1990；Brown and Day 1981）。Anderson and Narus 

（1990）說明負相關的原因在於成員意見不和會導致阻礙公司目標的達成、招致

彼此的挫折並且對於夥伴關係產生不愉快…等等。所以，可以建立以下之研究假

設： 

 

H10：當加盟者的整體滿意度越高時，則加盟者和加盟總部彼此之間的衝突會下

降。 

 

 



另外，Pondy（1967）指出衝突對於組織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任何組織

都會發生衝突，而衝突的來源也往往跟其組織績效有很大的關聯。所以，也可以

據此建立其研究假設： 

 

H11：當加盟者的營運績效越好時，則加盟者和加盟總部的衝突會下降。 

 

 

最後，在 Anderson and Narus（1990）提出了批發商對於製造商的信任可以

彼此的合作和減少衝突，也就是說，較少的衝突和較多的合作，就可以增加批發

商對於製造商的整體滿意度。另外，Chiou et al.（2004）也說明加盟的體系是相

當複雜且充滿衝突，而且有時候加盟主所提供的服務和協助並不能清楚地被加盟

者所正確評估，所以加盟者必須對於加盟主要信任，去相信他們會為加盟者著

想，而如此一來就可以減少衝突並增加滿意。根據此段所述，可以建立本研究假

設如下： 

 

H12：當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越信任時，則彼此之間的衝突會降低。 

 

 

 

 

 

 

 

 

 

 



第六節 整體滿意度、績效、衝突、專屬資產與忠誠度  

忠誠度 

既然獲得一個新消費者的成本非常高，並且一個忠誠的消費者會隨著時間

的更迭更願意與賣方建立專屬資產，瞭解忠誠度的培養是長期獲利的關鍵因素

（Bolton, Kannan, and Bramlett 2000；Bolton, Lemon, and Verhoef 2004；Reichheld 

1996）。關於交換關係上的忠誠度探討，不論是B2C抑或是B2B，都已經有相當

廣泛的研究（Chiou and Droge 2006）。在B2C，研究主題通常是滿意度或是消費

者的終身價值…等等；而B2B或是服務行銷裡，往往是屬於關係行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或是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的研究為主。 

Oliver（1997）對於忠誠度的定義乃是不管市場上是否有其他相關產品的促

銷、折扣或是可能影響消費者轉向其他品牌的因素，消費者都會對原來偏好的那

個產品或服務有一種承諾，這種承諾就是會讓消費者對於該產品或服務或其相關

的組合持續性地購買。而這種定義可以分成兩種層面的忠誠度—行為忠誠

（behavioral）和態度忠誠（attitudinal）（Chaudhuri and Holbrook 2001；Dick and 

Basu 1994；Pritchard, Havitz and Howard 1999），行為忠誠就是消費者對於同一

品牌有重複購買的行為，藉此代表對於該品牌的忠誠度；而態度忠誠就是消費者

對於該品牌在情感上的承諾，例如偏好或是滿意，而產生的忠誠度。 

本研究對於態度和行為的忠誠都相當在乎，因為邱志聖（2006）提到如果

一個廠商只能創造良好的產品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可能只會創造『態度的忠

誠』，而如果將三個內隱交換成本都處理得宜，則可能只會創造『行為的忠誠』，

換句話說，加盟總部應該都要把4C的關係運用得當，才可以讓加盟者對總部產

生真正的『顧客忠誠』。 

關於滿意度和忠誠度的關係，滿意的消費者越可能去重複購買而不管其他

的產品或服務是否對自己更划算、有益，並且會對該品牌產生口碑（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Bolton 1998；Bolton and Lemon 1999；Cronin and Taylor 1992；

Hennig-Thurau, Gwinner, and Gremler 2002；Zeithaml, Berry, and Parasuraman 



1996）。Morrison（1997）也提到加盟者的工作滿意對於維持和加盟主的關係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並且同時也是影響加盟承諾的前置變數；因此，可以合理

地預測滿意的加盟者會更願意留在原本的加盟體系之中。因此，根據上述可以建

立本研究假設： 

 

H13：當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整體滿意度越高，則加盟者對總部的忠誠度就越

高。 

 

至於績效和忠誠度的關係，在前面提過 Chiou et al.（2004）中加盟主的競

爭優勢會影響績效，也就是可以帶給加盟主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上的優勢。相對

的，如果加盟者的產品具有競爭優勢，則可以使得消費者對於該加盟體系的產品

感到滿意並且產生忠誠（Carver and Scheier 1990），所以加盟者可以感受到整個

業績的上升，對於加盟總部則是更加滿意，進而產生忠誠。所以，可以建立本研

究假設如下： 

 

H14：當加盟者的營運績效越好，則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忠誠度就越高。 

 

 

 

 

 

 

 

 

 

 



再者，談到衝突和忠誠度的關係，吾可以運用 4C 的架構來說明，如果一個

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衝突或意見不和情形越少時，代表加盟總部可能在外顯單

位效益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和專屬資產等方面有良好的處理，例如：總部的教育

訓練相當良好、利潤分攤得宜、品質的維護、簽約前後行為的一致...等等，最

後對加盟總部感到滿意，進而會投入許多的專屬資產，包括：特有的溝通經驗、

適應特有的公司文化、特有的營運流程…等等，另外 Heide and John （1988）&Joshi 

and Stump （1999）也提到若買方對賣方投資了許多專屬資產，則代表買方對賣

方有高度依賴性，所以買方會因為高轉換成本而不願意和其他的賣方進行交易，

導致買方願意再繼續和其交易。所以，根據上述可以建立本研究假設如下： 

 

H15：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衝突越低時，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忠誠度越高。 

H16：加盟者對加盟總部投入越多的專屬資產，則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忠誠度就

越高。 

 

 

 

 

 

 

 

 

 

 

 

 

 



第七節 其他研究假設 

總部取代能力 

在本研究中，考量到研究的產業為一般的市售連鎖飲料店，因此特別再加

入一個外生變數—總部取代能力，而這個變數的意含類似於過去的資源基礎論

（Resourced-Based View），因此，就先對資源基礎論作一說明。 

在過去策略管理的文獻中，學者就提出要瞭解如何在市場上具有優勢的方

式在於對於外部環境的分析（機會與威脅）與內部公司的分析（長處與弱勢）

（Ansoff 1965；Andrews 1971），其中，資源基礎論（RBV）的觀點就是在於對

於內部公司的分析（Barney 1986）。 

Barney（1991）特別定義了公司資源（Firm Resource），它包括所有財產、

能力、公司特質、資訊與知識…等等，而公司可以透過控制與利用這些資源來建

立策略，以提高公司的效率與效能。他同時並把資源分成實體資本資源、人力資

本資源以及組織資本資源三種。 

本研究利用過去的資源基礎概念來發展總部取代能力，總部取代能力的定

義乃是總部是否在資源、服務以及財務能力上是否有足夠的能力來經營加盟者所

處的商圈。如果總部能力夠好，則加盟者對於總部的能力也能夠較信任，對於總

部的指導與命令也會比較聽從，比較不會產生自己獨大就不管總部的指示，因為

如果加盟者沒有根據契約或是指示行事，則總部可以隨時自己來經營此商圈，所

以，根據上述推論，可以知道總部能力的強大與否會影響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整

體滿意度、衝突與忠誠度。據此建立本研究假設如下： 

 

H17：當加盟總部的取代能力越好時，則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整體滿意度會提高。 

H18：當加盟總部的取代能力越好時，則加盟者和加盟總部之間的衝突會下降。 

H19：當加盟總部的取代能力越好時，則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忠誠度會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