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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這一篇paper試著去解釋公司如何在擁有權 (ownership) 和管理權 (managent) 

分離的情形下達到較高的經營效率。本篇paper大致將公司組織分為擁有權和管理

權兩個部分，藉著此一概念修正傳統對於公司權力認知的偏差，進一步了解公司

在競爭下如何對公司內部的群體、個體特別是所謂的管理者 (manager) 進行有效

的控管。 

 

Introduction 
    對於公司的觀念，首先我們要釐清管理權和擁有權，排除一人同時管理兼擁

有資產的情形，經濟學家 Baumol(1959)、Simon (1959)、Cyert and March (1963)、

Williamson (1964) 都有提出所謂的manager是類似經濟人的角色，只擁有管理權而

非全部資產永有人。 

   更近一點的經濟學家 Alchian and Demsetz (1972)、Jesen and Meckling (1976) 

提出公司可視為一個由各種生產要素藉著契約的方式結合的群體 (set of 

contracts)，公司中的成員都為了創造自我的利益而努力，而公司在競爭中的成敗

也將影響公司成員的利益，但是在此一理論中，公司成員的雇用者仍然同時間扮

演了管理人和擁有人的角色，因此也就無法有效的解釋近代一些大公司中，擁有

權和管理權之間更多更複雜的關係。 

  這一篇paper主要的論點是利用公司是一個 set of contracts 的基調，解說如何

在管理權和擁有權分離的情況下，使公司這樣的組織成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

織。 

    公司在和其他公司的競爭中自然面臨著一股進步的壓力，迫使公司必須發展

出一套有效的內部控制的方法。除此之外，公司的成員也面對著不論是公司內部

或外部市場，對於他們工作表現所提供的制約和機會，表現好的人將獲得獎勵，

表現不佳的人將受到制約。 

 

The Irrelevance of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of the 

Firm 
    首先，我們先概述一下在公司中 managent 和 risk bearing 所扮演的角色。 

  Managent 可以說是一種勞力的形式，但是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角色，因為

他負責協調整合各生產要素和公司的成員，大致上視之為公司的決策者 (decision 

making) 。 

  為了解說 risk bearers，我們先假設公司在契約的協議中，在各個生產期的期

出投入成本並在生產期帶來報償，而 risk bearer 就是在生產期終了時，接受報償



扣除成本的人，因為最後的報償扣除成本不見的是正的，也就是有不確定性存

在，是故稱為風險承擔者 ( risk bearers) 。 

    由於不論風險成者是否投入任何資本，公司的其他成員都會在期末獲得薪資

給付，因為如此，通常風險承擔者都會在事前用契約的方式和公司的成員達成協

定，用來保證公司成員在生產期間的工作表現和確保投資的效率。 

  公司在生產期的期初，必須投入資金來購買、租借、雇用生產過程所需要的

要素和人員，以現在的大公司來講，通常透過發行証券的方式以募集需投入的資

金，例如透過債券和股票的方式由市場上募集資金，同時投資的風險也藉由此一

方式分散在市場上的投資人身上。我們知道，當公司有盈餘的時候，對於債權人 

(bonds holder) 只需支付契約所訂的本金和利息，對股東 (stock holder) 則可能必

須進一步發放股利，但是除非投資是完全無風險的，否則全部由舉債組成的資本

結構幾乎不可能產生，因為當公司產生虧損的時候，對股東沒有義務給予任何給

付，但是對債務任則必須照常給付利息和償還本金。所以一般而言，目前的公司

組織中，公司的產權通常分攤在股東和債權人的身上。 

  由上述概念可以知道，公司的每一分資產都有他個別的擁有人，因此談論公

司究竟屬於誰甚至屬於哪個小群體是一種偏差的說法，我們常聽到公司是屬於證

券擁有人，但這不完全是正確的，因為證券擁有人只有公司的產權，而真正控制

公司運作的未必是公司的證券擁有人，也就是管理者不一定握有公司的產權，但

他卻擁有支配公司行事的權力。再者我們要屏除傳統的企業家觀念(entrepreneur):

也就是公司的組織中不存在同時擁有產權和管理權的角色，也就是所謂的企業

家。 

 

Management and Risk Bearering 
根據 Alchian-Demsetz 理論公司組織通常被形容有下列特點： 

   1.集合公司所需的生產要素 

   2.有一些生產要素的擁有人 

   3.有一個部門可以統合和各生產要素之前的契約關係 

   4.第三點中的部門同時又擁有對各生產要素擁有人重新協議和分配的獨立權

力。 

   5.公司中有另外一些人擁有對公司剩餘價值的索取權力 

   6.第五點中的角色同時用有可以將他對公司價值索取的地位出售予他人的權

力 

在上述的幾個特點之中我們可以看出3和4兩點所形容的如我們之前定義的 

management的部分，而5和6兩點所敘述的則和我們之前所論述的 Risk bearer 相

似。 

  由上面可以看出，最直接面臨公司團隊的經營成效和投資的成敗所造成的損

益的人，即是所謂的風險承擔人，因為是風險的承擔者，通常他們的投資組合會



包和各種多元的投資標的，使得風險承擔人本身的資金不會因為單一公司的損益

而造成太大變化，但是也因此證券持有人不會有太大的利益來自於對其中某家公

司的控管，所以單一投資人不會有太大的動機對公司內部進行控管。 

   就管理人來說，人力資本市場會根據管理人的表現對管理人本身作出評價，

而如何評價管理人的表現呢?除了管理人本身在相關方面所擁有的學經歷之外，

還有對曾經有經營經驗的管理者，根據他過去經營的公司的成敗來衡量一個管理

者在人力資本市場上的定位和價值，由於一個管理者就像是一個公司的領航者，

公司的成敗往往來自於他的決策，雖然經營者本身的短期報酬例如薪資不會因為

公司在一段期間內的經營成效而受到太大波及，但是長期而言不論是薪資的調整

或者管理者本身在人力資本市場的評價，和他所經營的公司的成敗是息息相關

的。 

  風險承擔者期望他所持有的證券在未來能代表更大的價值，雖然他不會從對

特定的公司的控管的到太顯著的利益，但是整個效率市場對公司有效率的評價會

對風險承擔者帶來利益，因為當市場對公司的評價高，意味著公司的價值會上

升，則風險承擔者手上的證券價值也會隨之增加。 

  對於管理者而言，公司內部和外部市場都存在著規範管理者的力量。接下來

將討論在一些假設的情況下如何在擁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情況之下，解決潛在的 

incentive problems。 

 

The Viability of Separation of Security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Firm: General Comments   
  外部的人力市場會根據管理者過去所經營的公司的表現衡量管理者本身的

經營能力，間接對管理者產生績效的壓力。 

  外部市場所形成的壓力的形式其中一種是：持續經營的公司總是在市場中尋

找新的管理者。風險承擔者總是希望公司能夠有更好的經營效率，創造更大的公

司價值，所以總是希望能在市場上找到更有才能的管理者來管理公司。相對來

說，潛在的新管理者也不停的在觀察各公司如何衡量管理者的表現，並且對管理

者的表現有什麼獎懲的制度，所以當公司無法有效的衡量管理者的表現時，表現

好的管理者若有更好的出路，往往就會選擇跳槽，而能力越好的管理者也因為在

市場上更搶手，出走的情形也越容易發生。 

  除了外部市場的機能之外 ，公司內部也存在的管理者和其他管理者之間的

控管機制，如何使低階的管理者發揮更大的才能，追求更高的經營效率是高階管

理者的能力被評量的指標之一，所以對於低階的人員來說，來自於高階管理者的

控管是自然就會存在的。相同的，低階的人員也察覺，他們可以從高階管理者的

無能或者無效率的控管中獲取自身的利益。簡言之，在公司內部的高低階人員會

形成一種上下互相監控的機能。 



  雖然一些非最終決策者的公司成員都在觀察高階管理者的表現，但是誰來對

這些高階管理者的表現作出回應呢？照理來說，公司的產權擁有人應該是對管理

者作評價的人，但是近代公司型態公司產權多分佈在數以萬計的證券擁有人手

上，要求每個證券擁有人來監督管理者的表現是相當花費成本又不經濟的方法，

但是當證券持有人其中有人出來對管理者作監督和控管時，其他的證券持有人又

會在沒付出代價的情況下享受到控管管理者所帶來的好處，就目前的公司來看，

通常都是有證券持有人中選出數位董事組成董事會，對公司的管理者的經營效率

作出反應，但是董事畢竟也不是所有資產的擁有人，不免令人懷疑董事會有串通

管理者對其他證券持有人的資產有吞沒的情形，所以一般公司都會設置甚至政府

也會規定必須設置相當比例獨立於管理者之外的外部董事，以避免部分不肖人員

侵吞公司資產的情形發生，而外部董事自然必須是和管理者於是前事後沒有任何

利益的關係，也就是管理者無法用任何形式承諾利益給外部董事，外部董事除了

超然的立場外，相關應具備的產業管理知識也是要考慮的條件。 

 

 The Viability of Separation of Security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Firm: Details 
  討論過有哪些力量在制約管理者之後，我們先假設一些情況來說明。 

1. 當管理者同時是唯一產權擁有人: 
這位管理者或許會在管理公司的方面怠惰或者挪用公司的資源支應

其他的事情，雖然這樣子的行為會對公司的價值造成傷害，但是這些被管

理者從公司挪出的資源不論是人力或物質，會在別的地方為這位管理者兼

唯一產權擁有人帶來其他的效用，公司價值的減損和從事其他事情所帶來

的效用，都由這位管理者兼唯一產權擁有人所承擔，並且在期末他將必須

以產權擁有人的角度衡量自己扮演管理者時的績效如何，並了解花多少時

間和資金在公司，花多少時間和資金在其他地方會為他帶來最大的效用，

並且在下一期進行對自己有利的調整，他自己和自己之間利不存在利益衝

突，也就不形成所謂的incentive problems。 

2. 當管理者不再是唯一的產權擁有人: 
他將會有機會管理不屬於他自己的資產的範圍，所以當他減少花在公

司上的時間或者挪用公司的資源為己用時，所帶來的效用是屬於個人的，

但是對公司的價值造成的耗損則是由所有公司資產擁有人所分攤，也就形

成了所謂的 agency problems，當管理者和公司整體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

問題產生，也演化出各種防堵問題的方法，要解決 agency problems 也就

是必須有效的控管管理人的行為，大致上可分為事前 (ex ante) 和事後 

( ex post) 事後的評價制度，事後的評價制度也就是根據管理者過去表現，

針對好的表現給予獎勵，不佳的表現給予督促，當然獎懲的方式必須要足



以影響到管理者的行為模式，例如在期末根據管理者的表現調整下一期的

薪資來影響管理者。 

  而事前的措施則不外乎在其出和管理者訂立契約，明白規定管理者的薪資，

工作內容，管理者應達到的績效等等，但是契約的內容該如何訂定呢？最終依舊

要根據對於管理者過去的表現和行為模式進行評估來決定契約內容，所以對於管

理者的有效控管,必須建立在有效的事後評價制度上。 

而利用薪資的調整足以影響管理者的行為必須建立在幾個假設之下： 

1.管理者的表現必須是可變的，不論是隨著時間環境，管理者的嗜好和工作態度

習慣等等必須是會改變的。 

2.外部市場必須能夠有效率的利用過去一直到最新的相關資訊更新對於管理者

的表現的評估。 

3.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透過薪資的調整，必須要足以影響管理

人，也就是管理人對於薪資的起伏有相當的敏感度。  

若上述的假設成立則透過薪資的調整將可以解決代理問題。 

 

EX1: Marketable Human Capital 

◎假設 

1.manager的人力資本是可市場化，的也就是說存在一個manager的勞動市場，而
manager的人力資本可以買賣。 

2.manager了解:因為未來薪資會重新評定，所以他現在的人力資本價值會隨著他
對合約履行的程度來改變。 

◎ 資訊 

若人力資本市場沒有 manager的才能和喜好的詳細資訊，則沒有辦法確定
manager的人力市場對 manager未來工資的調整過程可以反應多少在他現在衡量
的邊際產出。 
若 manager的人力資本市場能夠合理的利用資訊 
→manager的工資將會被完整且公平的調整。 

◎ 其它公司 

manager未來工資的高低有可能是取決於其它的公司 
EX: 
1. 其它公司挖角所願意出的錢:當 manager準備換到另一間公司時，另一間公司  
願意花多少錢來雇用他。 

2. 別的公司願意付多少薪資給能力相當的 manager。 



◎ Manager的個人財富 

Manager個人財富的變動可能會因為對合約履行的程度或一些其它的因素。 
EX:景氣 

景氣好的時候，可能 manager的績效很好，但是 manager個人可能並沒有很
努力，只是單純因為景氣好所以才績效好。 

◎ 結論 

這個例子是一個比較敘述性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 manager會了解到他現在
的表現會影響他未來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所以人力資本市場對 manager的工資
重新評定會形成一種控制 manager會不會努力工作的機制。 
 

EX2: Stochastic Process of Marginal Products 
在此，將建立”manager marginal product”隨機過程的明確假設及 manager的

勞動市場如何利用這個隨機過程的資訊去調整 manager的未來工資。 

◎ 假設 

1.任何時點”t”的 measured marginal product可以由兩個部分組成 
a.一個”期望值”，這個期望值是來自於 manager的能力及對工作的喜好等的期
望。 

b.干擾項:一部分原因是起因於衡量的誤差，因為公司是一個團隊的生產，所以
衡量單一的一個 manager會有誤差。 

2.manager邊際產出的期望值是一個隨機過程，因為對 manager的能力和對工資
的偏好是不確定的。 

3.簡化假設: 
a. manager的邊際產出是在最近的雇用所衡量的。 
b. manager是處在他最佳選擇的雇用,也就是排除了跳槽的可能性。 

4.風險承擔者全為風險中立者:因為風險中立者只在乎期望值，所以他的衡量的邊
際產出才會是線性的 

5.一期利率等於零 
6.manager的工資會等於期望的邊際產出 

◎目標 

建立一個 manager的勞動市場可使用的工資重新評定過程來解決”security 
ownership”和”control”分開時的 incentive problem。 
可以推得方程式 
 



 
 
 衡量的邊際產出 
 期望的邊際產出 
 隨機項 
 
這個情況下對風險中立者才是最適當的，若風險趨避的manager則會想將風

險轉移到其他人身上→簽訂長期的合約→道德危機 

◎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例子:腳踏車失竊險 
1.Adverse Selection: 

當保險公司推出了腳踏車失竊險時，存在兩個區域，一個為高失竊率地

區，一個為低失竊率地區，若保險公司以公平保費計算保費，則可以想見來投

保的一定都是高失竊率地區的車主，結果，保險公司一定賠錢，這是保險公司

對來投保人的型態(type)的不確定。 
2.Moral Hazard: 

在投保之前，腳踏車車主用一個大鎖將腳踏車好好上鎖，但是當投保了失

竊險之後，因為就算失竊了也有保費可以領取，所以車主就有可能疏忽沒上

鎖，這就是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的行為(action)的不確定。 
套用到 manager的身上，就是我們對 manager是否會真的按合約行事的不

確定。 

◎Muth(1960) 

未來的邊際產出將隨著過去的邊際產出的偏差而做調整，所以可以得到下列

方程式: 
 
 
 t時的期望邊際產出 
 t-1時的期望邊際產出 
 介於 0和 1之間的參數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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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ted form of the model 

由 
 
 
兩式可以推得: 
 
 
  
 
推導過程: 
  (1) 
 
  (2) 

 
(2)代入(1) 

  (3) 
  

由(1) 
 代入(3) 
  
 
 
  
  
  

重複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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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個式子我們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 
上式可寫成: 
 
 
  
  
 
一直加到無限多期,則 的係數恰好等於 “1” 
 
 
 
 
 
→ 
 

表示當 zt 1− 變動一個單位則 zzt ∞
++ .. 也變動一個單位。 

意義: 
若利率=0，風險承擔者會讓 manager去 smooth他未來的邊際產出，也就是

說，如果 manager在 t-1時少努力一單位，則這一單位會一點一點的反應到 t~∞
期的工資上。 
結果: 

manager就不會掩飾他的偷懶或一些在工作上的額外消費，因為他知道他現
在的偷懶會在他未來的工資上慢慢一點點的被討回去，因此，如果 manager的勞
動市場了解這個工資的重新評定過程，則 incentive problem被解決了，manager
將採行最適合的工作量及休息(偷懶) 。 

◎其它 

 
 
上式中包含了無限多期的情形，而現實生活中 manager的工作生涯是有限期

的，但是，只要 manager現在的邊際產出可以完全反應在他未來的工資上則，這
個事後評價 manager工資的機制仍可以實行。  

→上式中的φ要很靠近 0( zz tt 1varvar
+

< ) 

若φ靠近 0，則 zz tt 1varvar
+

< ，表示現在衡量的邊際產出對未來的期望邊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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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說是一個強力的指標 

→ zz tt 1−→  

→表示現在期望的邊際產出可以由過去的衡量邊際產出反應出來 

◎結論 

這種 manager工資重新評定的過程是一個公平的工資評定，manager將會採
取最適的工作量及休息，進而解決了 incentive problem。 

Some Extensions 
在前面已解釋定義了一些分析後，為了滿足那些分析，我們將指出一些在模

型細節難以改變的性質。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for the Manager’s Marginal Product 

1.The marginal product Zt and its expected value are expressed in inverted form 
in  

 
      
 

透過對 expected marginal product 重新評價後的薪資，可以強制事後的結
算，也就是說marginal product 和 expected value 是過去所有marginal product 的

總合。 
2.The sum of the weight on past marginal products is exactly 1.0 

並且我們希望經由一個 standerlize 的過程，將過去的marginal product 的

權數做整理，使權數和等於一。 
3.ARMA(mixed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process 
4.Stationary and nonstationary process 

我們先簡短的介紹自我迴歸(AR)，移動平均(MR)，ARMA，定態過程
(Stationary process) 和非定態過程(nonstationary process) 。 

AR(Autoregressive): 
 
 
即 Yt-p與 Yt是線性相關 
MR(Moving Average): 
 
 
則 ARMA為: 
 

εφ φφφφ
ttttt zzzz ++−+−+−=

−−−
...)1()1()1( 3

2

21

...)1()1()1( 3

2

21 +−+−+−=
−−−⇒ zzzz tttt

φφφφ φ

εεϕεϕεϕ tqtqttty ++++=
−−−

...2211

εϕϕϕ tptpttt yyyy +++++=
−−−

......
2211

εεφεφϕϕϕ tqtqtptpttt yyyy +++++++=
−−−−−

...... 112211



 
ARMA(1): 
 
AR(1): 
 
                      當   趨近於 1時,會使 Yt無窮發散 
Stationary(定態) Nonstationary(非定態) 
Constant mean 
平均值為一常數 

Mean grows linearly with t  
平均值隨時間成線性成長 

Constant variance 
變異數為一常數 

Variance grows linearly with t  
變異數隨時間成線性成長 

Cov(Yt,Yt-i)=f(j) 
各期共變異為一函數 

T=∞,Var=∞ 
當時間至無窮時，圖形成巨幅振盪 

例如:stock price 例如:stock price return 
ARMA/邊際產量的改變量 Random walk/邊際產量 

 
依據這樣的觀念，manager的邊際產量(marginal product)是符合在非定態過

程，但每一期邊際產量的改變量卻是一個定態過程中的ARMA，這是一個很特別

的情形，邊際產量的期望值是 random walk，以致於邊際產量的差是定態過程和

一維的移動平均。所以，邊際產量的期望值將被允許在任何多複雜的非定態過

程，而其邊際產量差都將會是定態過程。 

These can be viewed as the general conditions for enforcing precise full expost 
settling through the wage revision process when the manager’s wage is equal to 
the current expected value of his product. 

經由薪資評估過程使薪資不斷的向期望值逼近，直至薪資和期望值相等

時，那麼 
 
 
 

這三式可被視為事後結算準確的一個一般性條件。 

◎Risk-Averse Risk bears 

如果 manager將轉換公司，或是我們所稱的跳槽，那麼情況會如何呢？現在
假設manager將從A公司跳槽至B公司。 

                               manager 

 Firm A   ---------------------------  Fir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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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 A: The risk bearers are left with the remains of his measured marginal 

products not absorbed into the expected value of his marginal product. 
之前我們談過，風險承擔者(risk bearer)會依據事後結算去調整manager 的薪

資，也就是manager期望邊際產量和測量到的邊際產量之間的差，即殘差項，由

於現在manager將跳槽至B公司，那麼這殘差項manager所為A公司帶來的效用

就會被A公司的風險承擔者所吸收掉了，這樣manager是否就有損失或是利得了

呢？因為付出不等於報酬，其實不然。 
Firm B: Next firm continues to set his wage according to the same stochastic 

process as the last firm. 
當他跳槽至 B 公司，B公司將會依循同樣的評估過程評定薪資，也就是由

他過去的表現。於是，manager又拿到他應該拿到的薪資。(               ) 
因此，事後的結算並無法讓公司限制住manager跳槽的動機。 
Total: On average, the switching of managers among firms does not result in 
gains or losses to risk bears. 
平均來說，manager跳槽這件事並不會使風險承擔者有利得或損失，因此，

manager跳槽對風險中立的風險承擔者而言沒有差別。 

◎風險承擔者為風險中立的情形下: 

Manager  (1)will switch firm  shirking  set up the contract in the next firm  by 
the past performance  殘差項為負  wage revision  lower 
Manager  (2)will switch firm  work hard  set up the contract in the next firm  
by the past performance  殘差項為正  wage revision  higher 
Manager  (3)not switch to the other firm  shirking wage revision at the end of 
every period  殘差項為負  wage revision  lower 
Manager  (4)not switch to the other firm  work hard wage revision at the end of 
every period  殘差項為正  wage revision  higher 
用這個表格總結 
Wage 
薪資 

Switch to other firms 
跳槽 

Switch to other firms 
不跳槽 

Work hard 
認真工作 

Higher 
(1)得到較高的薪資 

Higher 
(4) 得到較高的薪資 

Shirking 
偷懶 

Lower 
(2) 得到較低的薪資 

Lower 
(3) 得到較低的薪資 

 
但如果風險承擔者是個風險趨避者，那就有差別了!我們分幾個步驟來得出最後

的結果 :  

◎風險承擔者為風險趨避的情形下: 

ε ttt zz +=



1. 假設在風險承擔者僱用 manager是在簽訂條約的情況下。 
2. 因此，訂定manager的薪資時將依循他邊際產量的期望值。 
3. 但對於一個風險趨避的風險承擔者而言，因為 manager的行為無法確定，不

知他會不會確實履約或跳槽，帶給了風險承擔者許多不確定性的風險，於是，

風險承擔者便會將 manager的薪資先做一個折扣，扣下來作為風險承擔者承

擔此風險的補償。 
4. 如此滿足了風險承擔者。 
5. 但相對於 manager而言，他不會願意接受如此單方面的損失。 
6. 只要 manager 的邊際產值是依據像之前公式那樣推衍，那麼不論他在現在的
公司或是有更好的工作環境可選擇，manager都會選擇依照事後的結算來調整

薪資。 
7. 於是，manager將努力去避免掉風險承擔者將他的薪資做折扣以補償風險承擔

者，因為manager無法由那樣的損失得到任何補償。 
8. 經由跳槽，manager便可避免到折扣損失，在擁有完全的轉換公司自由中，選

取最適當的。如此的manager多半有三項特質: 
a. I don’t want to accept discount in my wage. 
我不想接受我的薪資上有任何不合理的折扣 

b. I can shift to another one firm. 
我可以換公司，此處不僱用我，我還可跳槽到別家公司 

c. I don’t like ex ante expected value  There is uncertainty between manager 
and the risk bearers 
我不喜歡事前用期望值的方式來評估我，那樣對於 manager和風險承擔

者而言雙方皆具有不確定性 
9. 於是，manager比較會願意接受在每期末做事後邊際產值的結算，而不是事前

用期望值來估算薪資。 
10. 因此，manager將自己承擔所有邊際產值和業績好壞的風險。 
11. 所以每一期的事後結算-這就是對於 manager最佳的契約模式。 
 
◎ Contractual settling up 

在風險承擔者和 manager訂定契約的方式下，既然manager的每期邊際產量

和期望值間具有殘差，而且manager實際上的表現又很難用一個明白徹底又低成

本的方式去衡量，因為我們無法清楚的知道manager的taste和talent，所以manager

可將他工作上表現的好壞和不確定性分攤給其他因素，如: 景氣好壞等，這樣就

變成所有風險承擔者和manager一起去分擔公司營運的結果。 

於是manager雖然同意事後的結算，但是他並不用自己承擔所有期末邊際產

量和期初風險承擔者預定的期望值之間的全部差額，這就造成了我們欲解決的

incentive problem。反正，manager即使表現不好也不用完全負責，公司也不是他

一個人的，甚至有時他工作努力，卻也無法完全的在業績上展露出來，如果真的



公司的表現良好，所有的功勞也不是歸屬於他一個人的，所以，如果事後結算不

夠完全或不夠徹底，便會造成這樣的incentive problem，如此manager就沒有足夠

的動機努力為公司打拼。所以，之後我們將利用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來作調整。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略提事後結算模型適用的條件: 

(1) 在一期模型(1-period model)中，無法在勞動市場(labor market)執行薪資評估的過

程，因為沒有過去邊際產量或產值的資料。 

(2) 在多期模型(multi-period model)中，事後結算的存在便會影響到manager工作的

意願，這是因為 

  
 

E(Yt)是在期初對manager邊際產量的預估，並且假設manager不會馬上在期

初就將業績的好壞分攤出去，因為還不知業績是好是壞，也就是殘差項未知，然

而事後結算出的邊際產量殘差值，便是反應了下一期的期望值,但要期末才知道。 

結果，每期當下測量出的邊際產量都將被配置在未來每期的邊際產量期望

值中的一部分。所以，事後結算的存在會影響到manager工作的意願。 
 
◎ Smoothing through the capital market 

透過資本市場機能的運作，manager在事後的結算可充分地被表示出。例如: 

在股票市場(stock market)觀察是否付出等於報酬，即由股價的高低走向來判定，

並再經由相關的勞動市場來決定manager是否有over paid或是under paid的情形。

於是，manager將會更容易傾向於用事後的結算來決定他的薪資。雖然事實上

manager的邊際產值也許上下波動很大，但那可能是因為受到了外部因素，如股

票市場和勞動市場中某因素的變動而受到牽連，如果將那些影響的因素一起考慮

進事後的結算，便可調整manager的邊際產值，使其較平滑，如此一來薪資也將

不會起伏太大而帶給manager和風險承擔者太大的不確定性。 

經由這樣的順滑(smoothing)過程，事後結算對manager而言是較有利的，如

此也可避免了薪資由事前的評估遭受折扣，而有所損失。 

我為大家做soma extension這一部分的小結: 

(1)當期的邊際產量將被配置在未來每一期邊際產量的期望值中。 
(2)由當期邊際產量的衡量和殘差項，將透露出未來邊際產量期望值的訊息。 
(3)manager可利用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降低衡量邊際產值時的誤差，使邊際產

值可趨近於一個平均數。 

(4)事後的結算和薪資的重新評估解決了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 

 

Conclusions 
總結: 
1. The weight of the wage revision process 

→+= ε ttt yy E )( )( 1Y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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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t least equivalent to full ex post settling up 
->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s which are the problems attributed to the 

separation of security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firm are resolved  
當薪資評估至少會等於事後結算邊際產值的水準，此薪資評估過程便可解

決了管理者的動機問題(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 。不過，總結1需要總結2

的成立，即 
2.A manager perceives that the value of his human capital changes by more than 

the wealth changes imposed on other factors, and especially the firm’s security 
holders, by his current deviations from the terms of his contract.  

Manager要清楚知道他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市場價值的改變主要是來
自於他對合約的履行程度。 
 

Questions 

1.Q:除了論文中所提及，利用調整管理人薪資的方式之外，我們知道，現在公司
通常都還有配股或配給選擇權等等的方式，是否會有比較好效果？ 

A:我們這一次所報告的內容主要是以調整薪資為主要討論中心,但是並不是否

認其他的方式，如問題所說，利用配股和選擇權的方式，對公司成員來說，

使得他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價值能夠更一致，因為手中的股票和選擇權的價

值將決定於市場對公司價值的評價，公司價值越高，股票和選擇權的持有人

的利益越大，而這樣的利益一但發生往往遠大於薪資上的調整，使得管理者

的決策會盡力使公司的價值提升，也是解決代理問題的一種對策。 

 

2.Q:為了防止經理人和董事勾結吞沒股東資產的情形發生，而設立了外部董事，
那外部董事的席次是否越多越好呢？ 
A:所謂的外部董事就是獨立於公司管理階層和大股東之外另外聘請的董事成

員，外部董事的比率至少要能夠影響到整個董事會的決定，台績電董事長張

忠謀先生也曾經建議公司的外部董事，應由現行的１／３調整到１／２我想

應該是這個原因，但是調高比率之虞，我們也要顧及到外部董事的素質，最

好有相關產業方面的素養或者管理經驗，當然外部董事的來源必須和管理階

層和大股東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3.Q:一般來說事後評價績效來調整manager的wage是解決incentive problem

的方法，那如果加入stock option來比較，是否stock option是一個更好

的方法? 

A: stock option比單單控管manager的wage要好，雖然以績效調整manager

的工資可以解決incentive problem，但是當給了manager stock option

後，公司的價值直接反應在manager手中stock option的價值，所以manager

會更努力的為公司工作，而若以wage控管manager，一方面manager的努



力難以量化，所以薪資可能只有一部分的波動，不如stock option的價值

來得直接且強烈。 

4.Q:例子二中的假設六，為什麼manager的邊際產出等於manager的wage? 
A:若以總經所教的來看，邊際利潤要等於邊際成本，而在這邊可以把邊際成本

視為manager的wage，邊際利潤等於manager的邊際產出，所以manager

的邊際產出等於w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