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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投機主義在交易成本理論的研究中早已被視為相當重要的概念，但此概念

有值得再加以深入思考之處。本研究認為傳統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在處理投機

主義時確有不足，故綜合其他理論觀點，提出 VIP 模型將影響投機行為的因

素加以整合。VIP模型包含三個主要構念：價值差距、資訊差距以及潛在懲罰

力。當交易雙方的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愈大時，廠商對交易對象所知覺到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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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行為機率就愈高，但是當廠商潛在懲罰力愈大時，就可以降低投機行為的發

生機率。VIP模型對過去理論提到的相關因素，可以做有系統的與邏輯的歸納

（包括技術面、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與管理面等因素），以瞭解各因素對

投機行為所扮演的角色。對於投機行為的管理，本研究主張廠商會同時考量投

機行為的機率、管理成本與經濟效益，採取適當程度的管理行動。 

關鍵字：投機行為、價值差距、資訊差距、潛在懲罰力 

Abstract 

    Researches and studies have long regarded opportunism to be a significant concept in 

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 However, further thought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al 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 is insufficient in dealing with this complicated concept. After coming up with a 

combination of other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VIP Model, which integrates th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ere are three core constructs in the VIP Model: 

value gap, information gap, and 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The larger the value gap and 

information gap get between transaction partie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e firm perceives the 

occurring of opportunistic behavior of its transaction partn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eater the 

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the firm possesses,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its partne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Literatures have identified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and since the VIP Model classifies them in a systematic and logical manner（including 

technical,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managerial factors）, it help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of each of the factors. A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firm consider the probability of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e 

cost of management, and related economic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they manage 

transactions on appropriate levels. 

Keyword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Value Gap, Information Gap, 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壹、緒 論 

過去二十年間，交易成本理論在管理學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企

業統治、技術移轉、國際企業進入模式、策略聯盟管理等議題上帶來許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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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論主張，在交易環境不確定或少數交易（資產專屬性高）等情況下，

經濟行動者受限於他本身的有限理性以及面臨交易對象可能有的投機傾向，使

得經濟行動者在交易前後需要花費許多交易成本（如搜尋、訂約、協商、監督、

爭議處理等）（Williamson, 1985）。廠商為處理交易會採取某種統治模式，而

每一種統治模式會有相對應的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為達到效率的目標，廠商

應該選擇總成本最小的一種統治模式。 

交易成本理論的基本邏輯雖已廣被學界熟知，但其中一些理論構念引發了

不少爭議，其中又以「投機主義（opportunism）」這個人性假定為最（Williamson, 

1993; Ghoshal & Moran, 1996; Moschandreas, 1997; Rindfleisch & Heide, 

1997）。根據 Williamson（1975, p.6）的定義，投機主義是指經濟行動者「狡

猾地追求自利（self-interest seeking with guile）」。投機行為在實務上的例子很

多，例如：賣方隱藏產品品質資訊而使客戶買到劣質的商品；被授權者私下移

轉專利知識而違反授權協議；零售商收取了促銷津貼但卻沒有如實陳列商品

等。 

投機行為並非在每項交易中都會發生，但此現象的重要性在於一旦發生了

這樣的行為，就會使廠商面臨許多麻煩，這可能包括了金錢損失、聲譽損失、

策略執行失敗等。在特別重要的交易中，對投機行為更可能有「不怕一萬，只

怕萬一」的擔憂，只因為擔心少部分交易對象有投機主義傾向，就必須花費許

多成本來防範。 

但是用這樣的概念來描述人性是適當的嗎？對投機主義採取的防範舉動

是否為過度反應？過去幾年學界對此曾有熱烈討論。Ghoshal與Moran（1996）

認為對人類持這樣的負面看法，會使得管理產生惡性循環，而無法促成共同目

標與共同利益的達成。此外，他們認為投機主義本身不該單獨用來決定人的行

為或統治模式，因為人性包含多種重要特質，而非僅有投機主義而已。但依

Williamson（1993, 1996）的看法，交易成本理論並不是假定所有的社會行動

者都有投機主義傾向，而僅部分人有，但是事前很難確認出誰是投機主義行動

者。訴諸投機主義的目的是要避免訂約時的天真，並且用以確認、闡明與降低

危險。 

除了上述對人性看法的爭議，亦有學者將交易成本理論與網絡研究視為對

立的典範而加以比較（Johanson & Mattson, 1987; Nooteboom, 1993）。交易成

本理論強調投機主義、效率，而網絡研究強調信任、能力建構以及社會交換。

近年信任研究大幅增加，也反映出學界可能愈來愈偏好以「信任」來描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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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之間的行為，或者以信任為中介變數或調節變數來影響交易成本與統治模

式。 

對投機主義的相關批評或許可分為兩類來討論：第一，投機主義此概念可

能會誤導管理方向（Ghoshal & Moran, 1996）；第二，交易成本理論對投機主

義的角色界定或處理方式值得商榷（Moschandreas, 1997）。本文在此將簡略提

出對這些批評的看法，一方面是有必要表明對這些重要爭議所持的立場，另一

方面也有助於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投機主義無疑是一項對人類行為或屬性的負面假定，但如 Williamson

（1996）所言，提出此概念並非要大家把經濟行動者都當作是卑鄙或不受道德

約束的。也許大部分人不會在交易中採取投機行為，但是即使僅有一小部人

有，就可能影響大多數交易方式的進行。可是投機主義值得重視的原因，並不

只在於發生的人多人少，而在於這樣的現象的的確確存在，而且造成許多實務

問題。相對於投機主義，「信任」此概念所隱含的人性看法是比較正面的，但

人與人之間有互信，並不能表示人與人之間沒有投機主義。此外，信任與投機

主義兩者間雖具有密切關聯，但這兩者並非全然的對立，「信任」本身所具備

的特殊與豐富意涵，絕對不等於「沒有投機主義」。故信任的研究與投機主義

的研究，是無法也不應該互相取代的。因此，投機主義的研究有其獨特價值與

必要性；對投機主義有更深入的瞭解後，在管理上也才能有更正確的作法。 

此外，本研究認為，投機主義這個概念作為交易成本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

是相當合理的。但是交易成本理論對投機主義的處理方式確實有所不足。與投

機主義相關的研究雖多，但大部分並未深究投機主義的內涵，這與過去很長一

段時間交易成本學者把投機主義當做外生變數處理有關。以內在傾向與動機來

說，人與人之間存有差異的，以外在行為表現來說，人在不同情境下所表現出

來的行為也是各式各樣的。從理論發展的角度觀之，實有必要對「投機主義」

如此重要的構念進一步分析與了解，而不能單純地看做是一種「假定」

（assumption）。 

過去學者批評交易成本理論未考慮到人類動機的複雜與多樣性，以致於過

度偏重投機主義，簡化了統治模式與管理機制的決策（Ghoshal & Moran, 1996; 

Moschandreas, 1997）。但最近交易成本的相關研究中已逐漸將投機主義當作一

項內生的變數，而非不變的或固定的條件（Rindfleisch & Heide, 1997）。然而

將其當作內生變數或者被解釋的變數，意味了什麼？本研究認為投機主義應該

放在人類眾多屬性與整體交易情境的脈絡下來理解，亦即投機主義的程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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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易者本身的內在動機脫離，也無法與交易對象本身的特質、交易所處的社

會與經濟情境脫離。然而，如何有系統地了解眾多因素之間的互動而同時達到

理論的精簡性呢？對此，本研究將提出一 VIP模型來分析投機主義，VIP分別

為英文中價值（Value）、資訊（Information）、與懲罰（Punishment）的縮寫。 

在理解投機主義之後，接下來便應該思索管理的問題。本研究認為傳統交

易成本理論中的「效率」原則實有不足之處。近年有些學者提出「交易價值」

的概念（Dyer, 1997; Madhok & Tallman, 1998; Zajac & Olsen, 1993），指出廠商

進行合作時並不只是關心成本問題，也關心合作的潛在利益。因此對於投機行

為要「如何管理」，以及「管理到什麼程度」，本研究認為除了要考慮成本外，

也應該考慮到交易或合作所帶來的多項利益，以便能更貼近實務之現象。 

本文分為以下幾部分。除了本部分的緒論用以說明研究動機外，第二部分

將對交易成本研究中與投機主義相關的內容進行介紹，第三部分說明以價值、

資訊、潛在懲罰力為基礎的 VIP模型，並分析交易過程中的技術面、經濟面、

社會面、環境面因素與管理機制，對投機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第四部分則應用

VIP模型，並考量管理成本與交易價值，提出對投機行為管理的建議。最後則

總結本研究的論點，且指出 VIP模型的未來應用方向。 

貳、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的部分，首先將先介紹可能引發投機行為的交易情境，以及投機

主義對統治決策造成的影響。其次是現有實證研究中與投機主義相關之因素與

結果。然後是說明投機行為的不同型態。 

一、交易情境與統治決策 

交易成本理論中，市場失靈是由交易情境因素與人性因素結合而成的。主

要的交易情境因素有「不確定性」、「資產專屬性」與「交易頻率」等交易構面。

人性因素包括投機主義、有限理性與風險中立等三項行為假定。這三項關於人

類行為的假定，在理論中並不是扮演平等的角色。從理論的重要性來看，投機

主義可說是位居第一，因為投機主義是交易成本產生的必要條件。如果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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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誠實可靠的話，即使在交易環境不確定、資產專屬程度高、以及有限理性

之情況下，也不會發生額外的問題，交易成本將會為零（Moschandreas, 1997）。 

可惜的是，並非所有人都是誠實可靠的，為了處理因少數人投機所產生的

問題，就不得不花費搜尋、訂約、監督等事前或事後的交易成本以避免危險。

由於傳統交易成本理論認為事前難以得知誰有投機主義傾向，故診斷出有危險

的交易情境或者改變交易情境就成為關注的重點。在過去研究中，資產專屬性

是最受到重視的一項交易情境因素（Anderson, 1988; Liberman, 1991; Teece, 

1980, 1982）。資產專屬性是指某一資產具有特定用途，無法輕易移轉到其他交

易關係中而保有同樣價值。在資產具有專屬性的情況下，做出投資的一方容易

被「套牢」（lock-in）在此交易關係中，因而可能受到另一方的剝削，難以自

由與公平地協商，也較難更換交易對象。 

另外，如知識移轉外部性（Teece, 1980）、資產不可分割性（Teece, 1982）、

不確定性（Casson, 1987）、資源依賴（Chi, 1994）等情況下也可能有投機行為

的問題。例如強調研發的多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可能傾向以內部化方

式移轉知識，因為知識具有公共財特性，與當地企業合資容易造成知識外溢風

險，或形成新的競爭者，故內部化能夠以較低的交易成本來保護企業的知識。 

內部化不僅可以保護知識，在交易成本理論中，內部化（層級統治）具有

幾項優點。第一，組織相對市場具有較強的控制與監督機制，因為具有衡量與

獎酬行為和產出的能力，因此廠商偵測投機主義與促進適應的能力可以提高。

第二，組織可以提供長期的酬賞，如升遷機會。這類酬賞的效果可降低投機行

為。第三，組織氣候具有潛在的效果，組織文化與社會化歷程可以使兩造產生

共同目標以事先降低投機主義（Rindfleisch & Heide, 1997）。 

當投機主義的威脅增加時，層級統治將是一個有效率的選擇。但是層級統

治可能必須付出大量的購併成本，並且層級統治所給予人們的誘因比較薄弱

（Hennart, 1988; Williamson, 1991），因此在純粹的市場統治與層級統治之間，

尚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混合型統治結構可供選擇，如長期契約、合資、授權、加

盟等。而各種統治結構的選擇，都會附帶設計出各種管理機制以處理投機主義

問題，一般而言，剩餘求償權分配（如改變雙方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報酬結構）、

剩餘控制權分配（如股權與董事席次分配）、以及剩餘風險分擔（如交易有利

的一方交給另一方重要抵押物）等是常見的管理原則與手段（Buckley & Casson, 

1988; Ch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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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研究 

與投機主義的相關實證研究中，將投機主義作為依變數（被解釋變數）的

研究似乎比作為自變數（解釋變數）的研究要來得多（Rindfleisch & Heide, 

1997）。但這些研究中，所採取的理論基礎往往並不只有交易成本理論。如

Deeds 與 Hill（1999）就綜合交易成本理論與關係契約觀點（ relational 

contract），對美國生物科技業的研究聯盟進行研究。關係契約觀點強調經濟交

易所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若夥伴之間具備了相似文化、能夠經常溝通、參與

的聯盟數目多，則雙方比較容易建立起穩固、長期的關係，而此關係可以抑制

投機主義。 

以投機主義為依變數的研究中發現，助長投機主義的因素中，包括了資產

專屬性（Anderson, 1988）、行為不確定（Anderson, 1988）、強制權（John, 1984）、

依賴（Joshi & Arnold, 1997）等。降低投機主義的因素中，包括了參考權（John, 

1984）、內部化、目標一致性（Anderson, 1988）、合作歷史（Parkhe, 1993）、

關係規範（Joshi & Arnold, 1997）、背景、接觸頻率、互動經驗（Deeds & Hill, 

1999）、長期取向（Joshi & Stump, 1999）等。這些與投機主義相關的因素，有

些是經濟面的，有些是社會面的。 

傳統交易成本理論中，對於投機行為所採取的管理手段是屬於比較經濟性

與正式化的，例如：垂直整合、股權分派、契約協議等。受到網絡研究的影響，

社會控制機制對投機行為的影響也日益受到重視，這可說是對交易成本理論的

重要互補。Ouchi（1979）指出，在行為與績效難以精確衡量的時候，理性控

制會失去作用，而社會控制才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因此，有時容易發生投機行

為的情況，反而難以用明顯而具體的方式來控制，而必須依賴所處情境的氛圍

（atmosphere），以及社會關係與結構鑲嵌（embeddedness）所產生的行為規範

力量。 

三、投機行為的類型 

投機主義被定義為「狡猾地追求自利」，此定義內的「狡猾」一詞，使得

投機主義與經濟學中一般性的追求自利行為有了差別。但何謂狡猾？投機主義

簡而言之，就是做不完全的或扭曲的資訊揭露，特別是有心機地去誤導、扭曲、

偽裝、造成混淆（Williamson, 1985, p.47）。這些行為顯然是被人所不喜而視為

不正當的。但「狡猾」與「不正當」有時仍有區別，例如同業廠商形成聯合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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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以壟斷價格，在現代社會中這是不正當的行為，消費者可以明確地察覺這樣

的行為，但這種剝削並不屬於投機主義的範疇。外顯的與涉及公眾的不當行

為，是比較容易由政府加以規範與制止的，但是對所謂的狡猾行為，廠商就必

須靠自己做小心審慎的管理。 

    投機行為是對上述所謂「狡猾」且「自利」行為的統稱，但細究起來可繼

續再做分類。有些投機行為是明顯的（如說謊、偷竊、詐騙等），有些是隱微

的（如一些詭計）。有些是主動的（如刻意地傳遞假資訊），有些是被動的（如

隱瞞重要資訊不說）。另外，投機行為也可以分為事前的（如逆選擇）或事後

的（如道德風險）。本研究根據 Chi（1994）的分類方式，對重要的投機行為

做一簡單說明。 

1.逆選擇：是指買方與賣方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買方因為對品質無法確定，

因此投標時會給予一接近低標的價格，但是品質好的產品其價格可能高於此

而無法成交，使得真正能夠成交的反而是品質差的產品。著名的例子如

Akerlof（1970）所說的二手車之「檸檬市場」。 

2.道德風險：是指當績效評估愈不完善時，則人的偷懶傾向就愈高。例如在購

併後，被購併公司的管理者失去了相關的股價責任與誘因，因此工作績效會

下降。 

3.欺騙：欺騙是對於明確界定之義務的違反，特別是故意給與錯誤資訊。例如

在技術移轉協議中，被授權者偽造銷售數字以降低權利金給付（Chi, 1994）；

或者製造商告訴某上游供應商其他潛在供應商的零件價格，但此價格是捏造

的（Wathne & Heide, 2000）。 

4.套牢（holdup）：當協商雙方的策略不相配、對情境的資訊不對稱、對彼此

偏好不確定時，投機行為者會運用威脅、延遲、模糊化與歪曲等方式來提高

自己的地位，而犧牲對方的利益。在稀少或獨特的資源交易中，以及資產專

屬性高的情況下，套牢的問題會比較嚴重（Chi, 1994; Wathne & Heide, 2000）。 

上述投機行為之表現形式各異，但從中可發現投機行為具有明顯的共同特

性— 資訊不對稱的存在。而資訊不對稱可說為投機行為提供了「機會」，如果

資訊是完全公開透明的，則廠商就不會去從事一項不公平的或有問題的交易，

除非是被迫的，或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例如獨占的情況。而「獨占」在先前已

提到，並未歸類在投機行為的範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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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項投機行為的重要特性可回歸於Williamson（1975）對投機主義的

定義—「狡猾地」追求自利。逆選擇、道德風險、欺騙、套牢等投機行為可說

皆為「損人利己」，而非「利人利己」的。利己不一定非要透過狡猾的行為，

但有時候狡猾的行為可能比正當的行為更能滿足人的自利需求。人的自利需求

有多重要，以及如何選擇行為方式以達到需求，背後皆有「價值」做為依據，

人類依此來評估一些「值不值得」與「應不應當」的問題。 

參、VIP 模型 

經由對不同投機行為的觀察與歸納，本研究認為投機行為的發生，必須同

時有兩個要件存在：第一，行為人具有投機主義的動機，而這與「價值（value）」

有關；第二，行為人具有投機主義的空間或機會，而這與「資訊（Information）」

有關。這兩個要件各自單獨存在時就不會有所謂的投機行為。由於交易是需要

雙方互動的活動，因此本研究引入「差距（gap）」的概念來描述。「價值差距

（Value Gap，縮寫為 Vg）」與「資訊差距（Information Gap，縮寫為 Ig）」是

做為引發投機行為的因素，為了抑制投機行為，必須要有「潛在懲罰力

（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縮寫為 P）」做為後盾。為了使以下的說明簡潔

明確，因此交易關係的兩造，將分別以甲方和乙方來代表，甲方為投機行為的

潛在受害者，而乙方為可能採取投機行為的人。而整個分析模式，是以甲方的

立場為出發點。 

一、投機行為的發生：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 

價值一詞無論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有兩種意義的解釋，較低層次或較經

濟層面的意義是指事物可帶來的利益、益處等；但另有一較高層次與心理層面

的意義，即人內在對世事的終極評價，也就是所謂的「價值觀」。前者一般屬

於比較具體的事物，後者則比較像是人的理念。在本研究中，這兩種層次的價

值都包含在內。經濟行為者的一些理念或較高層次的價值，如公平、成就動機、

願景等，往往會投射在交易雙方實際的利益分配和交易條件之中。因此，高層

次價值的矛盾經常轉換為低層次事物的衝突。在重要的交易中，若僅注意到具

體之物的表面價值而忽略了雙方基本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就難以掌握交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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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在。 

在交易進行時，一方如何評估另一方具有投機主義的動機存在？本研究認

為雙方價值不一致的程度，也就是「價值差距」，可用以說明投機主義動機的

強度。甲（可能受害的一方）在評估乙（可能採取投機行為的一方）的動機時，

如果甲認為雙方對此交易之目的和對事情的看法有愈大的不一致和衝突時，乙

就愈不可能採取合作的行為，而愈可能採取符合乙自己價值達成，但是有損甲

之價值達成的行動。 

「價值差距」如何能形成「投機主義動機」？此看法的成立必須先以兩個

假定為前提。第一，甲認為自己的所持的價值標準是優先且正面的。由於本研

究以甲方的立場為主，因此是以甲為基準點來觀察乙方。若乙方所持有的價值

觀和甲愈不同，則乙就愈值得懷疑。第二，人有自利傾向，所以當甲乙二者有

價值衝突（包括利益與目標）時，乙會優先選擇可以滿足乙自己價值的行為。 

投機行為的產生，除了要有動機，還需要有機會。而機會是來自於交易雙

方的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是眾多投機行為的必要條件，這方面過去已有許

多研究提及，例如逆選擇是由於事前的資訊不對稱，而道德風險則為事後的資

訊不對稱（Williamson, 1985）。在本研究中，資訊不對稱的程度以「資訊差距」

來表示，這是為了語詞上的統一與便利。由於已假定乙為採取投機行為的一

方，故設定資訊差距為甲對於乙之實際行為表現及過去記錄的瞭解程度。當甲

愈不瞭解乙時，乙方就愈有機會從事誤導、欺騙、或者偷懶等行為。 

資訊對交易有許多正面的功能。首先，資訊有助於廠商直接明白交易或合

作中的作業狀態。Dubois與 Hakansson（1997）指出，當廠商對合作夥伴的資

源與能力有愈多的知識時，廠商愈容易探查出有效或無效的活動連結，以重塑

合作關係。其次，資訊帶來的瞭解，有助於避免誤解與衝突。對交易夥伴之溝

通方式、核心價值、或其他特色的熟悉，可以潤滑夥伴之間的社會互動（Parkhe, 

1991）。第三，資訊可以預防危險與降低不確定性，而這對交易來說是最重要

的功能。因為任何懲罰機制要有效執行，往往需先有資訊，例如若根本察覺不

到偷懶，那任何對偷懶所訂定的處罰規則都是無效的。此外，資訊可以使自己

提早具有應變的能力，而使得對方投機行為產生的負面影響降低。 

上述對於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之判斷，無疑是從一個潛在受害者（甲方）

之立場來看，若交易雙方的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愈大，則甲在交易中就愈容易

有風險。「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對投機行為的影響具有兩項特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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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是並存的；第二，兩者具有互補與替代的效果。而這樣的特色可以用下列

的公式一來表示。 

            OB = f（Vg×Ig）                      公式一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OB ：知覺到的投機行為發生機率 

Vg ：價值差距 （當價值差距愈大時，則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愈高。） 

Ig ：資訊差距 （當資訊差距愈大時，則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愈高。） 

 

甲方所知覺到的乙方投機行為機率，是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之相乘積的函

數。相乘在此表示兩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需要一起存

在才會有投機行為，因此不是「或者」（either…..or……）的關係，而是「並

且」（both…..and…..）的關係。當「價值差距」或「資訊差距」兩者任一為零

時，投機行為就不會發生。但是當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皆不為零的情況下，彼

此就會有助長的效果，因此當價值差距加倍與資訊差距加倍時，投機行為發生

機率的增長倍數可能更加嚴重，故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有互補的性質。 

但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也有替代的性質，若想要降低投機行為的機率，可

以在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兩者間擇一降低。在無法降低價值差距的情況下，就

要降低資訊差距；反之亦然。例如當廠商到國外投資設廠時，與當地員工之間

因為文化相異，價值差距可能是比較大的，為了減少投機行為，必須加強監督

並維持密切的溝通，以降低資訊差距。 

二、潛在懲罰力之必要 

由於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可能助長投機行為，因此需要另一股力量來抵銷

這樣的傾向，也就是潛在懲罰力。潛在懲罰力意指，當合作一方未能遵守合作

約定，甚至背信時，受損的一方能運用的報復手段的多寡及預期效果的高低（司

徒達賢，2001）。在一些組織研究中曾提及制裁、懲罰、威脅等可以促進合作

行為與產生信任（Dasgupta, 1988; Gulati, 1995; Shapiro, Sheppard, & Cheraskin, 

1992; Williams, 1988）。其背後的論述基礎主要在於制裁與懲罰是透過「降低

投機行為」，因而產生「信任」。然而制裁等方式所達到的效果能否稱之為「信

任」仍存有不少爭議（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但降低投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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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部分則無太大疑義。 

本研究所指「懲罰力」是比較廣義的，可以包含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機制。

懲罰力在真正執行之前，未必會造成交易對象的強烈負面感受，因為其性質與

效果是隱含或鑲嵌在整體交易情境與氛圍之中的，例如網絡的聲譽效果，或者

寡占談判優勢對懲罰力的塑造，可以說是自然或先天就構成的一種懲罰力。契

約的執行成效最終也需放在法律系統與雙方地位的背景中。故懲罰力在未確實

執行前的狀態，本研究以「潛在」一詞來描述。要抑制投機行為，依恃的並不

是已經具體落實的懲罰力，而是在真正投機行為還未發生前，交易雙方背後所

憑藉的各種可能懲罰工具與條件。 

由於潛在懲罰力對投機行為是抑制因子，故公式一可以進行修正，而改寫

成比較完整的公式二。當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固定時，若潛在懲罰力愈大，則

投機行為的機率就愈小。以整個公式二而言，倘若想將投機行為發生機率控制

在一定程度的話，當價值差距與資訊差距愈大時，就需要愈多潛在懲罰力，才

能抵銷前兩者的效果。 

            OB = f（Vg×Ig－P）                   公式二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OB ：知覺到的投機行為發生機率 

Vg ：價值差距 （當價值差距愈大時，則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愈

高。） 

Ig ：資訊差距 （當資訊差距愈大時，則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愈

高。） 

P ：潛在懲罰力 （當潛在懲罰力愈大時，則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愈

小。） 

 

在此模型中，Vg、Ig、P皆沒有負值，而最小值為零。在實際的交易情況

中，Vg與 Ig是不可能等於零的，除非交易雙方為同一人，但同一人是不需要

交易的。另外，Vg×Ig－P僅考慮大於零的部分，P若大於 Vg與 Ig的相乘積，

將視為無意義而不列入投機行為的討論範疇內。這可從以下兩點來說明。第

一，投機行為的機率沒有負值，對一個價值差距和資訊差距極小的對象施以大

量懲罰，這樣的舉動是不合理的，並可能造成交易對方的抗拒。第二，懲罰力

的使用是需要成本的，在價值差距和資訊差距皆小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刻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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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懲罰力，太多懲罰力反而形成管理的負擔，不合經濟原則。 

三、影響價值差距、資訊差距與潛在懲罰力的因素 

前述的討論中，是以價值差距、資訊差距與潛在懲罰力做為解釋變數，而

投機行為機率為被解釋變數。但 Vg、Ig、P 也可做為被解釋變數，亦即有某

些因素會影響它們。影響因素主要可分為幾類：技術面、經濟面、社會面、環

境面與管理面（參見表 1）。資源基礎理論與傳統交易成本理論所強調的資源

與技術特性，歸類為技術面因素；產業經濟學中較常談到的變數歸類為經濟面

因素；社會心理學、網絡研究中所談到的變數歸類為社會面因素；總體行政與

法律制度屬於環境面因素；廠商對此交易較容易操縱與主動改變的因素則屬於

管理面因素，也就是所謂的管理機制。 

表 1 影響 VIP 模型之因素 

 技術面 經濟面 社會面 環境面 管理面 

價值差距  ‧誘因分配 

‧策略目標相 

  容性 

‧認同 

‧關係 

‧文化 

 ‧認證與聲譽 

  評估 

‧股權持有 

資訊差距 ‧複雜性 

‧內隱性 

‧資產專屬性

 ‧網絡密集程

  度 

‧市場開放程

  度 

‧直接監督 

‧第三者監督 

‧溝通與互動 

‧學習 

潛在懲罰力 ‧資產專屬性 ‧產業地位 

‧供給與需求 

‧聲譽效果 ‧法律制度 

‧同業公會規

  範 

‧抵押 

‧契約 

 

 

在此必須對「管理」一詞做特別的說明。在交易關係上可以進行的管理工

作是非常廣泛的，包括直接或間接地改變雙方的各種條件與地位。例如：處理

資產專屬性所引發的投機行為，可以從技術面直接改變資產性質以減少移轉所

造成的損失（如：將原本客製化的生產設備變更為標準化的模組），也可以從

管理面降低資產專屬性的負面影響（如：運用交叉持股的方式，避免對方的投

機行為）。表 1最右一欄所指出的管理面因素，是指在實務與過去研究中較常

提及，且廠商比較能夠主動介入的管理機制，故其實屬於較為狹義的管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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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所有的管理機制，因為從技術上改變資產專屬狀態亦可稱為是一種廣義

的管理。雖然技術、經濟、社會與環境等因素的改變可能比較困難2，但若廠

商有能力改變的話，也代表其中含有管理的努力。 

(一) 影響價值差距的因素 

影響價值差距的經濟因素包含兩個層次，一為交易帶來的財務利益或誘

因，二為策略目標。相對而言，前者是比較短期的，後者是比較長期的。若一

項交易愈能夠有效滿足乙的利益或目標，且滿足的方法愈不需以甲的損失為代

價時，此時的「價值差距」愈小。而「滿足」有兩個條件，第一，此交易關係

是公平的。「滿足」要建立在「公平」的前提上，即「貢獻—誘因」之間的交

換必須公平（Simon, 1957），若任何一方覺得交易不公平時，可能會終止交易

或採取投機行為，採取「損人利己」的動作，以恢復內在的公平感。第二，此

交易不是「零和遊戲」。雙方交易目標是能否互補或相配合，也影響投機行為

的發生（Hart & Saunders, 1997）。在純粹的「零和遊戲」中，雙方的關係是競

爭的，亦即乙方愈能夠滿足自己的目標時，甲方就愈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故

雙方的行動無法相容互補，因此「價值差距」是很大的，因為乙實現價值的方

式恰好與甲所希望的相反。 

從社會面來說，對交易對象的價值觀評估會受到認同、關係與社會文化的

影響。社會歸類與社會認同理論指出，人與人之間的背景，會提供人們一手的

訊息，用來對人進行團體歸類，並形成不同的刻板印象。背景也是人用來形成

認同的元素，依此進行內團體（in-group）或外團體（out-group）的區分，對

內團體的人容易有正面的態度（Tsui & Farh, 1997; Turner, 1987）。因此，大部

分的人有一個傾向，認為與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人，比較容易是好人，而與自己

有許多相異之處的人，就較不可信。人際關係的親疏會影響彼此的對待方式，

特別是在華人社會中。黃光國（1985）指出，對待家人、熟人、陌生人往往會

運用不同的原則，對關係愈親近的人愈容易講責任，對不熟悉的人愈會講利

害。因此，即使人有自利動機，但會不會真的採取「損人利己」的投機行為，

仍受到關係的影響，因為經濟交易也許是暫時的，但關係卻有可能是長久的。 

上述社會面與經濟面的因素，彼此具有互補與替代的作用。社會因素薄弱

時，就必須在經濟因素做彌補，例如雙方的背景既不相似，關係也很疏遠時，

                                                        
2 例如契約的嚴格與詳盡程度是廠商可以比較能夠主動改變的，但是契約執行所涉及的法律環境則是較難

主動改變的。但廠商亦有可能透過聯合遊說等方式改變國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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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在誘因分配與交易目標上盡可能達到滿意與共識。股權投資或交互持

股，便是實務界經常用以塑造利益共同體的重要管理機制（Hennart, 1991）。

另外，當經濟因素難以改變時，透過建立關係、進行認證與聲譽評估等（Stump 

& Heide, 1996; Jones et al., 1997），也許事前就比較能確保對方的可靠與認真。

綜上所述，價值差距與其影響因素的關係可以公式三來表示3。 

            Vg = f（Ev1, Ev2, Sv1, Sv2, Sv3, Mv1, Mv2）          公式三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Vg ：價值差距  

Ev1 ：誘因分配 （當誘因分配愈公平時，則價值差距愈小。） 

Ev2 ：策略目標相容性 （當策略目標愈相容時，則價值差距愈小。） 

Sv1 ：認同 （對夥伴愈認同時，則價值差距愈小。） 

Sv2 ：關係 （人際關係愈密切時，則價值差距愈小。） 

Sv3 ：文化 （雙方文化愈相似時，則價值差距愈小。） 

Mv1 ：認證與聲譽評估 （夥伴經認證或聲譽評估愈好時，則價值差距

愈小。） 

Mv2 ：股權持有 （雙方股權持有程度愈高，則價值差距愈小。） 

 

(二) 影響資訊差距的因素 

    影響資訊差距的因素中，技術與資源特性是重要的資訊不對稱來源。內隱

性與專屬性的技術或知識，由於不容易被競爭者學習，因此會造成模仿障礙

（Erramilli & Rao; 1993;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Heide & John, 1990）。複雜

性的技術或知識，因為需要經過眾多作業或步驟的結合，故成功與失敗的原因

難以歸屬，且造成因果模糊，難以評估績效（Masten, 1984; Reed & DeFillippi, 

1990; Mosakowski, 1997）。若技術與資源具備此三種特性，會使得買方資訊缺

乏的情況更嚴重，在事前或事後會難以做出準確的產品或績效評估，所以投機

行為的機率會大增。 

                                                        
3 在實證研究時，此處的公式三可轉變為多元迴歸公式如： 

Vg = β0 + β1Ev1 + β2Ev2 + β3Sv1 + β4Sv2 + β5Sv3+ β6Mv1 +β7Mv2        

本文的理論公式未列出變數之間的線性組合關係，主要原因有二：(1)這些影響因素之間可能潛在一些交

互作用效果，未必純然是一次項的變數型態，然現有文獻對這些變數關係並無足夠的理論探討與實證證

據。(2)變數之間的關係，亦可經由後續實證資料與數據加以分析，藉由標準化迴歸係數與Ｒ2 解釋量的

計算，或許可得到比理論推演更深入的瞭解。故現階段本文對於變數關係採取較為保守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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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訊欠缺需要有管道加以補強。在公開市場中，資訊透明度高，交易

物也容易有客觀的評估，因此投機行為會比較少。在非公開市場中，也可以透

過一些管道增加自己的資訊。這些管道可以是正式的，如定期的會議、電子資

訊系統連線，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雙方人員的私下往來、網絡傳播等（Ebers, 

1997）。Gulati（1998）指出，網絡可以作為提供組織活動資訊的渠道，包括技

術資訊與社會資訊，因此可以促進行為的順從。在密集的社會網絡中，資訊傳

播的效果會更為明顯。因此，如同價值差距一般，資訊差距也可以透過某些社

會機制縮小。 

此外，甲所知覺到的資訊差距往往與甲本身對此交易物的知識能力有關。

為了克服資訊差距，可以透過主動學習，成為專家，則內隱性、複雜性與專屬

性的問題就比較不存在了。另一個方法是透過有知識的第三者或中介團體來監

督或進行評估（Williamson, 1979）。綜上所述，資訊差距與其影響因素的關係

可以公式四來表示。 

            Ig = f（Ti1, Ti2, Ti3, Si1, Ci1, Mi1, Mi2, Mi3）       公式四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Ig ：資訊差距  

Ti1 ：內隱性 （當知識內隱程度愈低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Ti2 ：複雜性 （當知識複雜程度愈低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Ti3 ：資產專屬性 （當資產專屬性愈低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Si1 ：網絡密集程度（當網絡密集程度愈高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C i1 ：市場開放程度（當市場開放程度愈高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Mi1 ：監督 （對夥伴監督愈多時，則資訊價值差距愈小。） 

Mi2 ：溝通與互動 （雙方溝通與互動愈多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Mi3 ：學習 （當己方學習愈多時，則資訊差距愈小。） 

 

 

(三) 影響潛在懲罰力的因素 

在潛在懲罰力方面，Buckley與 Casson（1988）指出合作關係可以有三種

懲罰策略：訴諸法律、自行採取的懲罰（Do-it-yourself punishment）、剩餘風

險承擔。在這三種策略的執行中，訴諸法律必須透過強而有力的第三者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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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即國家法律的公權力；自行採取的懲罰比較直接而快速，但是自己可能

付出的代價也比較高；剩餘風險承擔必須由交易對象自願做抵押的配合。 

契約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是較明確的，因此普遍用來做為保障交易的重要手

段，但實際產生的懲罰力有多少，一則與契約訂定的嚴格與仔細程度有關，二

則與國家法律體系的公正、完備、執行效率等有關。透過第三者來執行的懲罰

中，除了正式管道的法律訴訟，尚有非正式的同業公會規範或網絡聲譽制裁。

Lane與 Bachmann（1997）研究指出，德國的貿易與同業公會對於違反規範者

扮演了重要的監督與社會制裁力量，這可對弱勢廠商提供保護，以對抗不平等

的交易。另外，Jones、Hersterly與 Borgatti（1997）認為，社會網絡可以提供

集體制裁，特別是在比較緊密與封閉的社會系統中。違反群體規範、價值與目

標的成員，可能受到的制裁有閒話、謠言、排斥等，故成員的不良聲譽會妨礙

他本身未來交易的進行。 

自行可運用的懲罰動作有以牙還牙、終止採購與投資、更換交易對象等。

這些懲罰策略通常需要相當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因此若廠商在產業中為獨占或

寡占者時，談判力與懲罰力就可以比較高。資產專屬性除了可能影響資訊差距

外，也造成雙方地位的調整，形成單邊獨占或雙邊獨占的情形（Collis & 

Montgomery, 1998）。若廠商因為投資專屬資產而無法更換交易對象的話，就

會使得自己的懲罰力大為降低。 

剩餘風險承擔的形式包括投資資金、給予抵押等，使得交易對方也必須承

擔交易失敗的後果，因此對方就比較不會採取投機行為（Buckley & Casson, 

1988）。抵押物不一定非要金錢不可，只要是對方心理覺得重要之物即可產生

效果。因此，在某些交易中，地位有利的一方主動交出抵押物給易受傷害的一

方，往往可用來表示合作的誠意。綜上所述，潛在懲罰力與其影響因素的關係

可以公式五來表示。 

            P = f （Tp1, Ep1, Ep2, Sp1, Cp1, Cp2, Mp1, Mp2）       公式五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P ：潛在懲罰力  

Tp1 ：資產專屬性 （夥伴的資產專屬性愈高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

力愈大。） 

Ep1 ：產業地位 （己方的產業地位愈高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

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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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 ：供給與需求 （己方對供需的控制愈強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

力愈大。） 

Sp1 ：聲譽效果 （網絡聲譽效果愈強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愈

大。） 

Cp1 ：法律環境 （法律環境愈進步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愈

大。） 

Cp2 ：同業公會規範（同業工會規範愈強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愈

大。） 

Mp1 ：抵押 （夥伴抵押愈多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愈大。） 

Mp2 ：契約 （契約訂定愈嚴格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力愈

大。） 

 

公式三至公式五中所包含的各類影響因素雖多，但與投機行為相關的因素

也絕不只如此，畢竟人是身處於複雜的環境系統之中，因此實際影響人類行為

的原因可能極為眾多。公式三至公式五的內容是可以繼續增加的，但理論的作

用並非找出所有的解釋變數，而在於如何在複雜的現象中尋找最重要而攸關的

變數，並做出具有邏輯與系統的組合。本研究認為交易成本理論、網絡理論、

資源基礎理論等彼此在投機行為的解釋上具有互補的功能，但這幾派理論所提

出的變數對於投機行為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仍需要有另一整合型的理論來建

構這些變數間的關係。VIP模型的功用即在於將各種影響因素做歸類與定位，

以價值（value）、資訊（information）及潛在懲罰力（potential punishment power）

做為歸類與定位時的骨幹。交易成本理論、網絡理論、資源基礎理論雖然皆涉

及投機行為的討論，但其研究旨趣並不是以解決投機行為為核心，而同時兼顧

其他研究目的4，但 VIP模型則是針對投機行為本身而建構的理論。 

肆、投機行為的管理 

文獻中對於如何管理投機行為的討論不少，但其分析仍然不足。為了進一

                                                        
4 交易成本理論強調解決交易成本問題，但交易成本問題也同時包含適應、協調等部分，不全是為了解決

投機行為問題；網絡理論也類似此情況，關注適應、協調等問題。資源基礎理論強調資源取得、建構與

保護，並不是以解決投機行為為最重要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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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入這個主題，應該將管理區分為兩個角度來談：第一，用什麼方式來管理？

第二，要管理到什麼程度？針對第一個問題，管理投機行為必須首先瞭解其成

因與相關影響因素，以便採取適當的操作方向。公式二至公式五的解釋變數內

容，提供的就是廣義的「管理機制」。但各項直接與間接管理機制之間的替代

和互補關係，也是可加以探討的部分。針對第二個問題，過去這方面的研究相

對比較缺乏，本研究主張應同時考慮交易價值與成本，採取「適當」且「均衡」

管理。 

一、管理機制的替代與互補 

在公式二中，因為價值差距、資訊差距與潛在懲罰力共同決定了投機行為

的機率，故在管理時，可以採取降低價值差距、降低資訊差距、或增加潛在懲

罰力的作法。反映在表 1的分類架構中，是列與列之間可以具有互補和替代的

關係。在公式三至公式五中，經濟因素改變、社會因素改變、或者輔助管理機

制的改變，也可以分別使得價值差距、資訊差距和潛在懲罰力產生變化。反映

在表 1中，是欄與欄之間具有管理上的互補和替代。 

在處理交易或合作保障的文獻中，社會控制與經濟控制間的互補或替代關

係曾有不少學者提及。例如 Stump與 Heide（1996）認為對夥伴的認證、誘因

設計與監督之間具有功能上的替代關係。Das 與 Teng（1998）認為信任與控

制，是廠商對夥伴產生信心的來源，而信任與控制具有互補的關係，即信任愈

多，控制可以愈少。Ring與 Van de Ven（1992）、Noorderhaven（1996）等學

者也有相似意見，在資產專屬性高的時候，如果信任高的話，保障機制可以用

得少一點。此外，權力和信任對於合作關係也具有功能上的替代（Lane & 

Bachmann, 1997）。 

雖然互補和替代關係已被普遍注意到，但大部分的探討方式是簡略而局部

的。表 1的形式類似目錄與地圖，提供了各類管理機制所具備的屬性與影響方

向。不過表 1所列的並不周延，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種的交易與合作，其交易物

特性、交易對象、環境等都不同，管理機制類型也極多，並且可能持續創新，

因此很難全盤列出。但就投機行為的管理而言，掌握重要的元素之後就可以化

繁為簡，有效預測管理機制與環境變動產生的影響。而重要的元素就是價值差

距、資訊差距與潛在懲罰力。 

表 1所列的各項影響因素，理論上具有縱向或橫向的互補和替代，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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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時，有些其實是難以改變的因素，有些則是容易改變的因素。例如產業地

位、網絡的制裁力量、國家法律環境等，長期可以改變，但在單一的交易或合

作中，並不是可以立即做調整的。互動、認證、契約擬定等，則是廠商在能力

範圍內比較容易做到的。廠商對交易對象能否有足夠的監督力，有時也受限於

自己既有的權力。因此實務上這些因素的互補與替代，可能有許多限制、並涉

及複雜的互動，甚至某些因素必須做為其他因素的前提條件（例如：法律系統

的正常運作是契約有效的前提；股權投資與抵押可能需要有經濟利益為前

提）。此外，為了改變社會與經濟因素所採取的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管理機制，

本身會有成本的問題，邊際效率遞減的問題，例如：在某些地區想要建立深入

的人際關係是很麻煩的事，訂定周延的法律契約也許比較實際而簡便；反之，

在法律體系效果不彰的社會，人際網絡關係也許能發揮較大的功用。 

二、管理程度 

交易成本理論中提出以「交易成本與統治成本」最小化的原則，來作為選

擇統治結構的依據。但是「成本最小化」與「投機主義最小化」之間的關係，

則未曾有過明確說明。交易成本理論的看法似乎只考慮「效率」，而沒有考慮

到「效果」。但務實一點來說，有時候為了效果，必須要犧牲一些效率。以買

水果為例，如果水果品質都一樣，則以最低的價格買到水果可謂之「效率」。

但是若水果品質都不一樣時，就無法只用價格來做選擇，這時必須在「效果」

（如品質）與「效率」（如價錢）之間求取平衡。同理，為了使投機主義降低

到可以放心的程度，可能需要花費許多交易成本，而「求得放心」有時比「節

省成本」來得重要。 

「投機行為的程度」以及「對投機行為的管理程度」兩者都可看做變數。

就投機主義的程度而言，Dutta、Bergen與 John（1994）指出，對投機行為建

立起一個「容忍的界線」（tolerence limit），也許比完全消除投機行為要來得

好。Wathne與 Heide（2000）認為有時廠商容忍某種「非零」程度的投機主義，

可能是比較有利的。 

在「對投機行為的管理程度」方面，交易可帶來的價值愈大，對交易對象

與夥伴的管理也就更重要。Zajac與 Olsen（1993）認為，當雙方為了追求「交

易價值」時，可能會需要使用以交易成本觀點看來較無效率的統治結構。合作

可能使得各自的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卻為雙方帶來更多交易價值。另外，

Madhok 與 Tallman（1998）也主張，某些特定的交易支出可以改善關係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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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因而使得廠商可以實現更高的經濟租。因此，為管理關係所花費的交易成

本是高或低，值不值得，經常與交易價值或合作利益是分不開的。 

VIP模型一方面提供「投機行為程度」的說明，但一方面也隱含了「管理

程度」的思考線索。環境前提與交易條件預先對價值差距（Vg）、資訊差距

（Ig）、潛在懲罰力（P）給定了某種數值，但價值差距、資訊差距、與潛在懲

罰力在實際交易關係中是經常變動的，廠商可透過種種的管理行動來改變與調

整這些數值。 

管理程度主要受到兩類因素的影響，一為管理的需求面因素，一為管理的

供給面因素。在需求面因素中，投機行為的風險就是管理的驅動力，當廠商認

為交易對方的投機行為機率很高時，就愈覺得需要小心謹慎地處理管理交易關

係。管理行動便是設法降低雙方的價值差距、資訊差距，或者提高自己的潛在

懲罰力量。 

在供給面因素中，如交易價值說所言，當交易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愈高時，

廠商愈願意付出資源與心力在管理活動上。例如在東方社會中，不辭勞苦地培

養關係，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但這些成本背後是更大的經濟利益。廠商能否

改變對方投機行為的機率，除了能力問題外，也包含了意願的問題，而經濟利

益與成本就是影響意願的關鍵因子。在任何交易中，廠商固然希望對方投機行

為的機率為零，但這是難以達到的高標準，即便真有「能力」透過種種管理措

施而大幅降低價值差距和資訊差距，或者大幅增高潛在懲罰力，但所付出的管

理成本也將非常可觀。因此在實際交易中，廠商雖然會主動去管理投機行為，

但必然也會有某種程度的容忍。當經濟利益愈大時，管理成本相對可以變得比

較小。合適的管理與容忍，也就是廠商在同時考慮需求面與供給面之後所達到

的最適解（optimum solution）。本研究因此推論，管理程度主要受到「廠商知

覺到對方的投機行為機率」以及「對此交易所預期的利益」之影響，這可用公

式六來表示。 

            MS = f（OB, TB）                      公式六 

       符號與影響方向說明 

MS ：管理程度 

OB ：知覺到投機行為發生的機率 （廠商知覺到的夥伴投機行為發生

機率愈高時，對合作的管理程度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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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對此交易所預期的利益 （廠商對此交易所預期的利益愈大

時，對合作的管理程度愈高。） 

 

「管理程度」此概念代表了管理投機行為的需要及意願，因此反映在實際

的行動時，意味了管理程度愈高時，廠商所花費的管理成本就愈高。管理成本

包括了為了降低價值差距、資訊差距、以及增加潛在懲罰力所花費的成本。投

機主義的「管理成本」雖然與「交易成本」的內容有小部分重疊之處5（例如：

搜尋成本與訂約成本是屬於交易成本的範疇，但有效的夥伴搜尋可以降低價值

差距、訂約可以增加對對方的潛在懲罰力），但大部分內容與基本邏輯並不相

同（參見表 2的比較）。例如過去文獻中認為信任可以減少「交易成本」（Wicks, 

Berman, & Jones, 1999），因此信任不屬於「交易成本」，但是本研究認為與合

作對象建立信任關係、培養默契，這些都是需要花費時間與精神的，因此是屬

於為降低價值差距所產生的「管理成本」，亦即，VIP 模型的管理成本可能包

含了「減少交易成本所花費的成本」。因此，本研究的「管理成本」其出發點

與目的與「交易成本」是有所區別的。 

另外，傳統交易成本理論認為當合作夥伴不可靠時，可以透過垂直整合或

合資等方式，降低合作夥伴的投機主義傾向。但是如果以 VIP 模型來解釋的

話，不一定要透過垂直整合或合資，廠商可以有更多的方式以使夥伴表現出順

從、合作、互利的行為，例如：當廠商控制關鍵零組件時，對夥伴的潛在懲罰

力可以增加。因此透過降低價值差距、降低資訊差距或增加潛在懲罰力，廠商

同樣可以採取近似市場的機制，但卻可以達到交易安全的效果。然需注意的

是，這些廠商所採取的方式，目的在於降低夥伴的「投機主義傾向」，而不在

於降低「交易成本」，如果廠商需要花較高的價錢才能取得並控制關鍵零組件

的話，也就表示對投機行為付出了「管理成本」。 

 

 

                                                        
5 Williamson（1985, p20）所列出的交易成本內容中分為事前與事後成本。事前成本包括擬定、協商與保障

協議的成本；事後成本包括適應不良、爭論的成本、設置與運行統治結構的成本，以及為有效確保承諾

的連結成本（bonding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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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易成本理論與 VIP 模型對「成本」的看法比較 

 交易成本理論 VIP模型 

成本類型 交易成本：包括協商、訂約等事

前成本，與適應、設置與運行統

制結構等事後成本。 

管理成本：為降低價值差距、降低

資訊差距或增加潛在懲罰力所花

費的成本。 

理論邏輯 採取適當統制結構以降低交易成

本。 

採取多種並行的管理方式以降低

夥伴投機行為。 

成本管理目標 希望降低交易成本。 管理成本採最適化觀點（不一定要

降低管理成本，視需要而付出足夠

的管理成本）。 

信任的角色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建立信任需要花費管理成本。 

 

管理程度與管理成本之間有正相關存在，因此「管理成本」與「預期利益」、

「知覺到的投機行為機率」之間也可能會有正相關的存在。對於投機行為的管

理，「成本」的付出涉及廠商之需要與意願，廠商會在不同因素之間取得平衡，

故傳統交易成本理論中的「成本最小化」觀點其實太過簡化，以致未能解釋許

多例外現象。 

雖然管理程度與管理成本之間有正相關，但絕非百分之百的正相關。前述

曾提及各類管理機制，雖然可用來降低投機行為，但是各自所需要的環境、前

提條件都不同，所需要的成本高低也不同。例如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國家，契約

是一個低成本的管理機制，但在另一個國家則不然；在網絡結構密集的地方，

建立關係是一個低成本的管理機制，但在陌生的產業與地區，可能就事倍功

半。對於管理機制的選擇，理論上可以提出一些原則，但在複雜的實務中，如

何組合不同的管理機制以達到最好的「效果」以及最省成本的「效率」，其實

是很困難的藝術。 

三、實務應用 

VIP模型除了在理論上提供對投機行為的原因解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能

做為實務管理時的參考。組織網絡理論中認為信任可以降低投機主義與交易成

本，因此可以具有取代正式契約的功能（Aulakh, Kotabe, & Sahay, 1997; Wicks, 

Berman, & Jones, 1999），表示信任與契約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替代」

作用。VIP模型擴大此一思維，認為在實務上可以降低投機主義的方法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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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眾多，彼此間不只有替代的作用，有時也存在著互補（相輔相成）的效果。

潛在之投機行為導源於這些方法或工具運用總量之不足（存有差距），而解決

辦法也應該從這些工具中尋找。VIP模型除了明確指出這些方法間的互補與替

代關係外，也認為在選擇方法或工具時應利用這些互補與替代關係，來降低有

形與無形管理成本之加總成本。 

例如到海外合資，當地合作夥伴若出現投機行為，依 VIP 模型之架構，

可知潛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各項： 

在價值差距方面：可能是對方認為利益的分配不公平（Ev1：誘因分配），

可能是對方想利用此一合作機會壯大本身，甚至妨礙了合資公司的利益（Ev2：

策略目標相容性），可能是過去雙方互相沒有交往經驗（Sv2：關係），因而造

成雙方在想法上或目標上的不同。 

在資訊差距方面：可能是對對方經營之方式未能充分了解（Ti1：由於其

資訊具高度內隱性，或 Ti2：其運作方式過於複雜），也可能是與當地社會相當

隔閡，無法有效得知合作對象的信譽及作為（Si1：網絡密集程度）。這些資訊

上的不足，提升了對方採取投機行為的可能性。 

在潛在懲罰力方面：可能是當地法律公平性不佳，難以藉由訴訟來保障本

身權益（Cp1：法律環境），可能是本身地位太低，對方未將本公司之權益放在

心上（Ep1：產業地位），亦可能是資源條件與對方類似之廠商為數太少，令對

方居於談判之有利地位（Ep2：供給與需求）。 

從實務上的觀察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在不同的海外合資案例中，存在著各

式各樣的「替代」或「互補」現象。例如在比較落後的國家，由於法律環境較

差，就可能更需要靠密切的人際關係來維持彼此的信任，這就是「Sv2：關係」

與「Cp1：法律環境」二者間的替代作用。而在這些國家雖然法律環境不佳，

但對政商關係良好的跨國大公司而言，卻影響不大，但對缺乏國際實力的小企

業，法律環境之不佳，發生糾紛時則有哭訴無門之可能，這是「Ep1：產業地

位」與「Cp1：法律環境」二者間的替代。當地合作廠商對國際大公司通常忠

誠度更高，因為後者未來可能提供更多的合作機會；面對實力有限的中小企業

則表現出更多的投機行為，理由是這些中小企業未來已經沒有太多的合作資

源，此一現象說明了「Ev2：策略目標相容性」與「Ep1：產業地位」間的互補

關係。也就是說，廠商產業地位或條件愈高，對方的策略目標相容性愈高。 

針對這些潛在投機行為的解決辦法，大致上也都可以從 VIP 模型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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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在縮小價值差距方面，可以經由選擇策略目標未存在潛在衝突的合作對

象來減少投機行為的發生（Ev2：策略目標相容性），可以經由更密切的互動以

增加雙方的了解與感情（Sv1：認同，Sv2：關係），也可以提升對方股權之比例，

或投資對方之母公司來提高雙方目標的一致性，並從而減少投機行為之發生

（Mv2：股權持有）。 

在縮小資訊差距方面，如果本身對業務熟悉，則對方投機的可能性也低（降

低業務知識之 Ti1：內隱性與 Ti2：複雜性），掌握對方背後之網絡關係，也就

能掌握其意圖與行動（Si1：網絡密集程度）。而加強監督（Mi1）、加強雙方溝

通與互動（Mi2）、努力學習對方之專業知識（Mi3），也都可以縮小雙方的資訊

差距。 

在提高潛在懲罰力方面，可以選擇聲譽良好的合作對象，理由之一是因為

它愛習羽毛，較不會採取破壞自己形象（Sp1：聲譽效果），可以要求對方投入

專屬資產或在投資上做出具體承諾（Tp1：資產專屬性，Mp1：抵押），可以設

法創造社會規範的壓力（Cp2：同業公會規範），也可以依傳統交易成本理論的

建議，在法律合約上進行明確而嚴謹的訂定（Mp2：契約）。 

VIP模型不只是提供一系列的「問題與解決辦法」之對照表而已。此模型

更指出在採取管理行動時，應利用各因素間互補與替代之作用，而朝向「成本

最佳化」方向去努力。就以上述海外合資的例子，所有所列舉的管理工具或解

決辦法，都有其直接或潛在成本，企業沒有必要同時採取所有的防範措施。例

如建立密切的網絡關係（Sv2：關係）固然有其效果，但也必須付出相當成本，

如果在一法律環境良好（Cp1：法律環境）之國家，合作對方在未來發展上又

極依賴我方（Ev2：策略目標相容性），則在網絡關係之建立上即不必投入太多

心力，這是考慮了這些因素間的替代關係，加上總成本的考量，所進行的管理

抉擇。如果合作對方聲譽良好，或許不必再要求其進行專屬資產的投入，這是

「Sp1：聲譽效果」與「Tp1：資產專屬性」之間的替代性運用。此外，「Mv2：

股權持有」與「Mi1：監督」之間；「Sv2：關係」與「Mi2：溝通與互動」之間，

都有相輔相成的互補效果，也是採取管理行動，以及使管理成本合理化過程中

必須考慮的。 

實務應用方面，VIP模型可用以分析多種交易關係，在組織間的關係中，

可用來分析連鎖加盟、中衛體系、國際合資、代工關係、健保制度的管理；在

集團或公司之內，可用來分析總部與子公司關係、專業經理人的代理問題。這

些情境中的各種潛在投機原因及解決辦法都可歸納至「V」「I」「P」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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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從各因素間互補與替代的函數關係找出最適切的管理方法，其思維邏輯不

僅合於管理實務上的習慣，而且在學術研究上，也提供了相當廣闊的空間。 

伍、結 論 

一、研究貢獻 

    交易成本理論雖然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在投機行為的處理上仍有

許多可加強之處。本研究認為投機主義的確可作為一項重要的理論構念加以探

討，並不能因為有了其他構念（如信任）或因為傳統交易成本理論的缺失，而

否定投機主義在學術與實務上的意義。 

    雖然已有不少研究將投機主義視為一個可被解解釋的變數（Anderson, 

1988; Deeds & Hill, 1999; John, 1984; Joshi & Arnold, 1997; Joshi & Stump, 1999; 

Parkhe, 1993），而非固定的外生變數，但是目前所累積的成果其實相當片段且

不夠深入。本研究認為「投機行為」以及相對應的「管理行動」可都做為被解

釋的變數，其背後都有一系列的影響因素，並且彼此具有互動。 

    在投機行為的探討上，本研究以 VIP 模型進行分析，指出價值差距、資

訊差距與潛在懲罰力是構成投機行為的基本元素，並且這三者間對投機行為有

一定的影響方向。這樣的分析方式，有助於將眾多影響因素依照性質進行分

類，而較明確地瞭解其功能和角色。例如資產專屬性容易引發投機行為，是因

為投資專屬資產的廠商會喪失潛在懲罰力，以致於無法抑制投機行為。 

    傳統交易成本理論比較不重視「個別的」（unique）廠商或個人，而重視

的是「普遍的」（universal）廠商或個人，因此並沒有針對交易對象本身的特

性來調整統治結構與管理機制。此外，儘管Williamson（1985, 1991）曾提到

交易的「氛圍（atmosphere）」，但並沒有進一步深究氛圍的內容，網絡研究倒

是對此進行了許多探討。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一項交易的進行，交易對象與交

易的外在環境，都是具體的存在著，廠商必然會感受到不同交易對象之間的差

別，不同環境之間的差別。因此，管理一項交易時僅考慮經濟因素顯然是不夠

的，各類社會因素有時會構成交易的背景，但有時甚至直接改變了交易的本

質。以價值差距、資訊差距、潛在懲罰力作為投機行為的元素時，可以發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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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面、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與管理面因素間的互補或替代作用，而使得管

理可以有相當的權變性（contingency）。 

    對於投機行為，既有文獻已提出了眾多管理機制與各式各樣的統治結構，

但是對於管理程度與容忍程度的注意是比較少的。交易成本理論以相對觀點來

選擇統治結構，能夠使交易成本變得較小的統治結構是較有效率的。但是交易

成本理論忽略了「成本」的大小本身也是相對的——相對於交易可產生的「價

值」。Simon（1957）指出，目標的實現永遠是一個程度問題。同理，對投機

行為的管理目標也包含程度的問題，這需要廠商綜合考量交易的成本、效益、

本身能力等，以界定出管理的強度或容忍的程度。 

    綜合言之，本研究具有以下幾點貢獻：第一，VIP模型提供一個簡潔而有

系統的方法，對影響投機行為的因素進行歸類與互動效果的說明。第二，模型

影響因素中，除了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基礎理論所注意到的構念外，也包含了

網絡研究中的一些構念，如此可以考慮到交易對象與環境，而形成比較完整的

脈絡。第三，交易成本理論雖假定人有投機主義傾向，但並未分析不同對象投

機主義的高低或強弱，而 VIP 模型則認為投機主義是變動的概念，並且以函

數方式說明了評估準則。第四，對於投機行為的管理，做了管理機制與管理程

度方面的討論，而後者可以整合交易價值說的觀點，可說是投機主義研究中的

一項重要突破。 

 

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理論探討為主，但未來 VIP 模型可應用於一些較特定的管理情

境中，以實際地檢視各種投機行為與相關管理措施，並以量化研究驗證各影響

變數之間的交互作用與解釋力。目前的 VIP 模型屬於一個靜態的分析模型，

以投機行為之潛在受害者的認知為思考的出發點。但大部分交易事實上都是雙

向的動態過程，因此 VIP 模型未來亦可加入其他面向的考量以進行修正與延

伸應用，例如：時間階段、認知塑造、合作策略等。 

    在時間階段方面，影響價值差距、資訊差距、潛在懲罰力的各類因素也可

能在不同的時間點產生不同的作用。當環境有了新的變化或有了新的資訊加入

後，廠商的行為也會跟著調整。VIP模型未來或許可加入時間因素，以前期互

動的結果，做為影響下一期管理機制與管理強度調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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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雙向互動」與「知覺錯誤」其實是非常有現實感以及非常有策略

含意的議題，在真實的商業行為中，交易雙方都有可能刻意塑造自己的形象，

刻意誤導對方對事情的看法，或刻意呈現出虛張聲勢的懲罰力。因此認知與評

估能力或許可加入 VIP模型以進行特殊案例的解釋。 

    投機行為的管理方面，本研究主張管理程度、管理成本、經濟利益與投機

行為之間會呈現一種配適的狀態，這說明了管理工作需要兼顧不同要求而達到

系統性的平衡。但除了上述提到的變數外，管理程度本身亦可能是一種有意的

策略，例如：廠商為了測試對方的可靠性，而在交易初期刻意減少監督或潛在

懲罰力。這些不同目的或不同性質的管理行為，都是非常值得開拓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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