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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資本主經營的企業統治類型中資本主通常扮演極關鍵性的角色，因為其

對企業整體發展與未來有很深的影響力，尤其在人事任用上，而此類型之

企業用人通常趨於保守，使得企業規模發展受限，因此人員的晉升發展亦



有相當的限制；台灣企業深受中華文化儒家思想之影響，非常注重人情、

關係、倫理等，因此推測資本主與高階主管人員之互動情況將與高階主管

人員的晉升發展有很重要的關連性。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整理國內外有

關領導人與部屬間關係之文獻，以建構雙方互動關係與部屬之晉升發展之

初步分析架構。 (2) 歸納整理高階主管人員與資本主雙方互動關係類型之

描述構面。 (3) 發展高階主管人員與資本主之互動關係類型與高階主管人

員之晉升發展類型之相關命題。 (4) 提出學理研究上的實質管理意涵，並

對企業界提出建議。 本研究問題的形成是經由學理的探討，並且彙整國

內外學者曾提出的相關研究結果，及先驗之經驗等所彙總整理，並根據本

研究目的，發展出更具體之研究問題如下： (1) 不同職權類別之高階主管

人員與資本主之間的互動關係類型是否有顯著差異？情況為何？ (2) 高階

主管人員與資本主之互動關係可劃分成那幾種關係類型？ (3) 高階主管人

員之晉升發展可劃分成那幾種晉升發展類型？ (4) 高階主管人員與資本主

之互動關係類型與高階主管人員之晉升發展類型的配套關係為何？ 本研

究尚屬理論形成初期，故進行探索性之個案研究法。訪談問題之設計以研

究問題及由文獻整理歸納出的變項定義為基礎發展出非結構式之問題。本

訪談問卷分別針對資本主與高階主管人員設計成兩種問卷，並針對發散性

問卷設計成封閉式問卷，在訪談結束後由受訪者填寫，以確認與研究者之

認知是否相符，並修正初步訪談問卷之不合宜，或遺漏之問題，以提高本

研究之信度。本研究範圍是資本主控制型之企業，即資本主擁有股權 3%

以上且參與經營管理。訪問對象為受訪企業中至少兩位高階主管(一位幕

僚、一位直線)及資本主，本研究共訪談五家企業，10 位高階主管，以個

人為分析單位，而資本主之訪談內容則做為分析之輔助。 本研究發展之

命題與其他發現如下： 1. 情感式互動關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與資本主

間的情感式互動關係，另一種是與組織間的互動關係。因為由基層晉升的

高階主管人員，通常與組織有更直接且更深厚的感情關係，因此在企業內

活動屬於情感式互動關係。 2. 情感式類型的高階主管對激勵物的形式需

求偏好傾向無形。功能式類型之高階主管通常較容易受到外界工作條件與

工作環境等因素的誘惑。 3. 情感式類型的高階主管與資本主私下交集範

圍較廣。 4. 情感式類型的高階主管與資本主談論工作相關話題，明顯地

較功能式者廣且深入，如一些決策性、政策性事宜的討論及意見徵求等。 

5. 功能式類型之高階主管通常將專業知識排序在職務能力的首位。 6. 功

能式類型之高階主管通常為外聘的專業經理人。 7. 情感式類型的高階主

管之年資通常都較深。 8. 情感式互動關係者之退出障礙很高，且有較高

的進入障礙，而功能式互動關係者之進退障礙皆較低。 9. 情感式類型的

高階主管在面臨公司經營危機時，通常都有很堅定的絕心要留下來挽救公

司。 10. 傾向不與資本主共進退的高階主管只發生在該互動關係類型中。 

11. 情感式之高階主管的晉升速度較快且晉升頻率也較頻繁。 12. 情感式

互動關係之高階主管有較多的職務歷練經驗，及較廣的晉升空間。 13. 功

能式互動關係之高階主管人員的晉升方向皆為單軌的晉升；而情感式互動

關係之高階主管人員的晉升方向最後通常會到達公司本業之重點部門中。 

14. 不同職權類別之高階主管人員與資本主之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

異，但不同功能別之高階主管與資本主之互動關係類型有差異。 15. 傳統

型產業之資本主較傾向任用與自己有非工作關係外之其他角色關係者為主



管人員。 16. 新興型產業中基層人員較有機會可晉升至高階主管之職位，

而傳統型基層人員之晉升發展階梯通常有限。 建議企業根據高階主管之

互動類型給予有效的激勵獎酬辦法，並多利用家庭聚會有助於高階主管與

資本主的合作關係，而晉升發展之評估標準亦應根據互動類型而彈性運

用。情感式互動類型者雖有多元快速的晉升發展，但皆有高度的退出與轉

換障礙，相反的功能式互動類型者之退出與進入障礙皆低。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1 第二

節 研究動機…………………………………………..2 第三節 研究目

的…………………………………………..3 第四節 論文結

構…………………………………………..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家族企

業…………………………………………..5 第二節 互動關

係…………………………………………..8 第三節 晉升發

展…………………………………………..1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分析

架構…………………………………………..22 第二節 研究設

計…………………………………………..23 第三節 變項定

義…………………………………………..29 第四節 研究限

制…………………………………………..31 第四章 個案公司介紹 第一節 

A 公司……………………………………………..32 第二節 B 公

司……………………………………………..48 第三節 C 公

司……………………………………………..60 第四節 D 公

司……………………………………………..75 第五節 E 公

司……………………………………………..94 第五章 研究命題與其他發現 

第一節 個案分析…………………………………………..109 第二節 研究命

題發展與其他發現………………………..11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

究結論…………………………………………..128 第二節 管理意涵與建

議…………………………………..135 參考文

獻……………………………………………………….138 附 錄 附錄一 個人

基本資料(高階主管人員)………………………..142 附錄二 高階主管人員訪

談大綱……………………………….143 附錄三 資本主訪談大

綱……………………………………….145 附錄四 高階主管人員封閉式問

卷…………………………….147 附錄五 資本主封閉式問

卷…………………………………...149  

參考

文獻 

一、 中文部分 林行宜，「企業高階主管之親信關係暨親信角色之研

究」，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林秀芬，

「企業統治類型與高階主管職能角色及企業經營策略關係之研究」，國立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九年六月。 吳秉恩，「員

工晉昇發展之理論實務分析」，企業策略與人力發展，中華經濟研究所，

民國 81 年。 高承恕，中國企業的社會制度基礎，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

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九年。 許士軍，「家族企、專業主義與創業─以華

人企業為背景的探討」，管理評論，第十六卷，民國八十六年一月，pp.1-

9。 許士軍，「談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從家族企業走向專業化管理」，



華商經貿，民國八十年十月。 費孝通，「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民

國 37 年)，取自周陽山編，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時

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年，pp.343-356。 陳介玄，「台灣中

小企業之經濟結構及社會特質---以紡織、製鞋、機械及資訊為探討對

象」，民國八十年五月。 陳明璋，「家族文化與企業管理」，企銀季

刊，民國七十三年七月。 陳其南，「中國人的家族企業與企業經營」，

中國人：觀念與行為，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九年，pp.129-142。 黃光

國，「中國人的權力遊戲」，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七年。 黃信程，

「家族企業主對專業經理人專業能力與信任關係之評估研究」，中原大學

企業管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彭懷真，「台灣企業業主的

關係及其轉變---一個社會學的分析」，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民國 78 年。 楊國樞，「中國人的社會取向」，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

科技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 鄭伯壎，

「長權威與領導行為關係初探」，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遠流

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 磨大偉，「家族企業組織類型、組織結構特

徵與組織現象關係之研究」，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八十

四年七月。 嚴奇峰，「臺灣傳統家族企業極端共存組織現象之探討」，

管理評論，第十三卷，民國八十三年一月，pp.1-22。 嚴奇峰，「台灣家

族企業組織成長問題之研究---社會文化基礎與自發性規模抑制現象」，中

山管理評論，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二、 英文部分 Andrew Crouch, and 

Philip Yetton, "Manager-Subordinate Dyads: Relationship among Task and Social 

Contact, Manager Friendliness and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in Management 

Groups"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 41, 1988, pages 65-82 

Campion, Michael A., Lisa Cheraskin, and Michael J. Stevens, "Career-Related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Job Ro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Vol.37,No.6, pages 1518~1542 Crouch Andrew, & Yetton Philip, "Manager-

Subordinate Dyads: Relationship among Task and Social Contact, Manager 

Friendliness and Subordinate Performance in Managemnet Groups",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 41,1988, pages 65-82 Dennis Duchon, 

Stephen G. Green & Thomas D. Taber, "Vertical Dyad Linkage :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Antecedents, Measur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6, Vol.71, No.1, pages 56-60 Deutsch,M.,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5, Vol.31, 137-150 George Bearnard Graen & 

Terri A. Scandura, "To-ward A psychology of Dyadic Organizing",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7, Vol. 9 George Graen and Michael A. Novak, "The 

effect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Job Design of Productivity and 

Satisfaction: Testing a Dual Attachment Model",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34, 1982, Vol. 30, pages 109-131 Lawrence,T. Pinfield and Michelle 

F. Berner, "Employment System: Toward a Coher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994, 

Vol.12, pages 41-78 Markham William T., Sharon L. Harlan, & Edward J. Hackett, 

"Promotion Opportunity In Organiz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992, Vol. 5, pages 223-287 



Mitsuru Wakabayashi and George B. Graen, "The Japanese Career Progress Study : 

A 7-Year Follow -up" ,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69, No. 4, 1984, Pages 

603-614 Robert C. Liden, and George Graen,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Vertical Dyad 

Linage Model of Leade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0, Vol. 23, 

No. 3, Pages 451-465 Richard M. Deinesch, and Robert C. Liden, "Leader-Member 

Exchange Model of Leadership: A critiqu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6, Vol. 11, No. 3, pages 618-634 Robert P. Vecchio and 

Bruce C. Gobdel, "The Vertical Dyad Linkage Model of Leadership :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 1984, pages 5-20 

Sampson, E. E., "On justice as e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5, Vol.31, 

pages 45-64  

論文

頁數 
150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