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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企業國際化過程中，基於開拓市場之需或生產要素之比較利益原則，因

而設立海外子公司從事國際分工的情形日益多見；另一方面，海外子公

司的建立方式則呈現獨資、合資、購併等多元型態。上述國際分工下的

子公司價值活動分化，以及子公司本身所有權型態差異等兩類因素，將

可能牽動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諸多活動，值得對此議題做一探究。 本研

究嘗試在學術上探討台灣本土國際企業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權型態，以及

海外子公司本身所擔負的業務功能角色差異等因素，與海外子公司相關

人力管理活動之間的關係，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透過對台灣企業在海

外設立子公司進行國際分工現況的觀察，瞭解子 公司所有權型態以及價



值活動之功能角色等兩項因素，在台灣企業國際化運作與佈局上的意

涵，以及對國際人力資源管理活動的影響。 2. 探討台灣企業為因應海外

子公司所有權型態以及子公司價值活動或功能角色上的差異現象，而相

對應採取的子公司人力管理活動做法以及人力資源控制配套措施。 本研

究採質化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Case Method），共擇取六家在海外地區

設有子公司等據點以從事國際分工營運，以及近年積極進行國際化且運

作有成的台灣企業做為個案研究對象，針對個案公司內從事人力資源管

理或負責海外事業管理的主管或資深人員，實地進行深入的面對面訪談

與書面資料之蒐集，以了解六家受訪企業針對不同價值活動及所有權型

態之海外子公司，所實際採行的人力管理措施與管控方式，主要研究發

現如下： 研究發現一 海外子公司的人力管理活動，與海外子公司係獨

資、合資或購併設立等所有權型態因素有關；但其實質內涵上的差異，

實則是受到子公司合資設立或購併取得之初的動機，以及合資對方或被

購併對方在特定經營關鍵資源之供應上的重要性程度等因素所影響。 研

究發現一之一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資子公

司，多由母公司選派人員前往擔任主導性要職；經營關鍵資源仰賴當地

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資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多委由當地合資者及原

有經營技術團隊主導，或是僅派駐一位資深主管或董事負責監督與協

調。 研究發現一之二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

資子公司，派外人員訓練以「派外任務所需知識」與「派駐地環境適

應」的派前訓練為主；經營關鍵資源仰賴當地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資

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不論是當地合資者、原有經營技術團隊或派外資

深主管，皆未安排正式訓練，而是以不定期來台考察及吸收新知為主。 

研究發現一之三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資子

公司，母公司多半希望派外人員到期續任，雖有返任安排，但多為消極

被動式的反應，且不保證返任後升遷或有合適職位；經營關鍵資源仰賴

當地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資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派外資深主管或董

事以長期駐外為主，無返任考量。 研究發現一之四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

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資子公司，最高負責人的績效多由台灣母

公司直接考評，其他派外人員績效則多由負責人與母公司共同考評；經

營關鍵活動仰賴當地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資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負

責人的績效多由台灣母公司考評，負責人以下人員的績效考評則由子公

司自行單獨為之。 研究發現一之五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

灣母公司的合資子公司，母公司同時重視對派外人員的行為態度考評與

工作成果考評；經營關鍵資源仰賴當地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資子公司

與購併子公司，母公司對負責人的績效考評則單以整體經營績效為主。 

研究發現一之六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資子

公司，派外人員薪資與福利辦法多依循母公司規定，派外期間薪資總額

約為同職階的 1.5~2 倍；經營關鍵資源仰賴當地合資者、被購併者的合

資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其負責人薪資係個別與母公司方面議定，或是

保留購併前的高水準薪資，較不受母公司薪酬福利規範之約束。 研究發

現一之七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公司的合資子公司，

多套用台灣母公司制度與作業程序，人力資源控制較嚴謹；經營關鍵活

動仰賴被購併者的購併子公司，多沿用購併前的制度與作業程序，人力



資源控制較寬鬆。至於經營關鍵活動仰賴當地合資者的合資子公司則無

法明確歸類。 研究發現一之八 獨資子公司或是經營關鍵資源仰賴台灣母

公司的合資子公司，在管理決策的互動關係上多是母公司主動、子公司

被動執行，經營階層獲較低授權；經營關鍵資源仰賴當地合資者、被購

併者的合資子公司與購併子公司，在管理決策的互動關係上多是子公司

在專長領域上主動，台灣母公司負責支援與監督，經營階層獲較高授

權。 研究發現二 海外子公司的人力管理活動作為與子公司所從事的價值

活動類型有關 研究發現二之一 製造加工（或製造加工為主、銷售為輔）

之據點多半派駐為數較多、資歷深淺不一的派外人員，等級分佈在中階

與高階；銷售及貿易轉運（或銷售為主、製造加工為輔）之據點派駐為

數較少、資歷較深的派外人員，以擔任最高階職位為主；技術供應及研

發（或技術研發重於製造銷售）之據點，以留用當地國籍的管理及技術

研發團隊為主，或是僅派駐極少數的資深人員。 研究發現二之二 製造加

工（或製造加工為主、銷售為輔）之據點，其管理階層之專長背景以生

產、工程、品管及銷售為主；銷售及貿易轉運（或銷售為主、製造加工

為輔）之據點，其管理階層之專長背景以銷售及財務為主；技術供應及

研發（或技術研發重於製造銷售）之據點，其管理階層之專長背景以研

發、製程、銷售為主。 研究發現二之三 派外人員的教育訓練傾向根據子

公司價值活動類型以及海外工作任務需求，以搭配不同的訓練內容，但

訓練方式與期間長短則無明顯差異。 研究發現二之四 製造加工（或製造

加工為主、銷售為輔）之據點，其管理階層之績效考評偏重生產面指

標；銷售及貿易轉運（或銷售為主、製造加工為輔）之據點，其管理階

層之績效考評偏重行銷面指標；技術供應及研發（或技術研發重於製造

銷售）之據點，其管理階層之績效考評偏重研發效率面、生產面及財務

績效面指標。但三種價值活動類型子公司的考評方式、頻次則無明顯差

異。 研究發現二之五 技術供應及研發（或技術研發重於製造銷售）據點

之管理階層薪資水準較高；製造加工（或製造加工為主、銷售為輔）與

銷售及貿易轉運（或銷售為主、製造加工為輔）兩類據點之管理階層薪

資水準則無明顯差異。 研究發現二之六 母公司傾向對製造加工（或製造

加工為主、銷售為輔）之據點採行嚴謹式的人力資源控制；銷售及貿易

轉運（銷售為主、製造加工為輔）、技術供應及研發（或技術研發重於

製造銷售）兩類據點的人力資源控制則較寬鬆。 研究發現三 其他發現：

部份台灣企業會根據海外當地市場規模大小、重要性及地理位置等因

素，將海外據點做等級上的劃分，以利母公司派外人力的重點式投入，

以及管控焦點的調整。  

摘要

(英)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the enterprises, the situation is 

estimated to be seen that they setup their subsidiaries to the oversea to do the 

business that based on developing the market or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production essenti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wnership style of these subsidiaries 

would include sole proprietor, joint venture, and the acquisition. As the above 

mentioned, it will involve many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at 

is related to the business value activities of the subsidiaries and its different 

ownership style. This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ownership style , 

different business value activities and the relate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the overseas subsidiaries of enterprises in Taiwan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below: 1. It affect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a corporation to stand on 

the stage of the world and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rough observing 

Taiwan’s enterprises to d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two main causes are that 

understand the ownership style and the business value activities. 2.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wnership style and the business value activities at the 

subsidiaries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nd control o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is adopted the Case method . The author 

choose six objections of Taiwan’s corporations that have the subsidiaries to the 

oversea and to d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ccording to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t 

value activities and the ownership style, we have the request to do the interview 

with their related leaders or supervisor and collect the details. Therefore, the main 

resoult of the research is a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Research Finding One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oversea subsidiaries is related to its ownership 

style, such as the sole proprietor, joint venture, and the acquisition. However, the 

real impact power is from the one who supply the key resources that is needed for 

the subsidiary’s operation. Research Finding Two It’s related betwee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oversea subsidiaries and the business value 

activities that they did in the subsidiaries . Research Finding Three Others 

finding : The part of Taiwan’s enterprises will grade their oversea subsidiarie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s scale, importance and location of every subsidiary . By 

doing this , It will be convenient for mother company to decide to invest how 

much human resource from the mother company in Taiwan , and adjust the style 

of human resource 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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