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基於國際新創事業日益普及，但文獻研究相對缺乏之現象，嘗試探

討影響國際新創事業績效之因素。本研究主要先以國際化理論之觀點，發展國

際化程度、研發投資及廣告投資等變數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影響之相關假說；

同時另以創業觀點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進行市場進入策略之分類，檢驗各種策

略型態的報酬/風險關係，以及描繪廠商脫離創業期之後的策略演化。量化分析

樣本資料擷取自政府維持之大型統計資料庫，各項統計分析結果大致支持本研

究之各項假說。除統計實證分析外，本研究另進行四家深度訪談之個案研究，

一方面與量化分析中之相關假說對照比較，同時也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

化歷程及策略演化動態，進行更完整的觀察與描繪。本章擬先對全篇研究進行

彙整與歸納，提出最後之研究結論，並與第一章所列之研究問題與目的相互對

映，次則說明本研究在理論發展及管理實務上之意涵，最後提出後續研究方向

的規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 

本研究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顯著較差，不論是與同為國

際企業的低度國際化廠商比較或是與同為創業廠商的本土新創事業比較皆

然。高研發投入也是國際新創事業極顯著的特徵，此特徵使得國際新創事業出

現於知識技術密集產業 (資訊電子產業) 之比例，顯著高於在其它產業出現之

比例。在廣告的投資上，採國際代工及出口導向的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之廣告支

出水準顯得偏低，僅達 0.5%；支出水準雖較本土新創事業為高，但與低度國

際化廠商則無差異。 

先前研究一般認為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較小，本研究證實在同為國際企業

的基礎上，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確實如先前文獻所預期的較低度國際化廠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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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為小；但在同為創業廠商的基礎上，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又顯著較本土新創

事業為大。本研究認為這是國際化需要較多資源，而創業廠商資源又相對稀少

兩種因素交錯影響的結果。國際新創事業運用財務槓桿的程度也有類似的狀

況，國際化需要挹注較多的資金，但新創事業的舉債能力通常較為受限，因此

使得國際新創事業的負債比例也同樣介於低度國際化廠商與本土新創事業之

間。先前文獻認為國際新創事業傾向採用混合結構，本研究發現國際新創事業

的外資入股比例顯著高於本土新創事業，故間接支持先前文獻之論點。最後在

產業差異上，本研究發現跨產業間的廠商同形適用於設立年限相當短的國際新

創事業，因為跨產業間的廠商差異幾乎不存在，此迥異於設立已有相當年數之

低度國際化廠商。  

除橫斷面的深度剖析之外，本研究另以二種跨期分析之方式，分別檢驗不

同時期創業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屬性是否有異，以及國際新創事業在脫離創

業期之後的特徵屬性是否穩定。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屬性

並不因為創業時點不同，而有不一致之現象，在橫斷面分析所得之結果具有高

度之穩定性 (robustness)。此外，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期間及脫離創業期之後

的各項屬性，除國際化程度顯著下降外，其餘皆表現出高度的一致，路徑突破

之現象並不明顯。 

本研究對於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屬性已進行具體描繪，各項發現大致

符合先前文獻對國際新創事業的認知，而由於本研究係同時以實證資料及個案

方式進行驗證，而非先前文獻所慣用的個案研究或質性描述，同時本研究也將

國際新創事業分別與低度國際化廠商及本土新創事業進行比較，更進行文獻少

見的縱斷面分析，因此更能清楚描繪國際新創事業的輪廓特徵及演化軌跡。基

此，本研究已然完成第一項研究問題之探討。 

二、國際化、廠商優勢及市場進入策略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之意涵 

本研究根據理論及相關文獻，共發展九項假說，包括國際化程度 (假說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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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b)、研發投資 (假說 2及假說 3a與 3b) 、廣告投資 (假說 4a與 4b) 與績效間

的關係型態，以及兩項關於市場進入策略的報酬 (假說 5) 與風險 (假說 6) 之

假說，其中七項假說獲得實證支持，假說 4a及 4b則未獲得支持。茲將所有假說

及實證結果，彙整列示如表 6.1。 

表 6.1 研究假說與實證結果之比較 

假說 假說內容 假說關係 實證關係 結果 

1a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與績

效間，呈先增後減的∩型曲線關係。

  
顯著 

 
支持 

1b
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與

績效間，呈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

  
顯著 

 
支持 

2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高於

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研發密集度。 

 
＞ 

 
＞ 

 
支持 

3a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與其

績效間，呈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

  
顯著 

 
支持 

3b
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研發密集度與

其績效間，呈正向的線性關係。 

 
 

 
顯著 

 
支持 

4a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廣告密集度其與

績效間，呈負向的線性關係。 

  
 

不顯著 

 
不支持 

4b
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廣告密集度與

其績效間，呈負向的線性關係。 

  
   
邊際顯著 

 
不支持 

5 
採取不同市場進入策略的台灣國際新

創事業，在績效上無顯著之差異。 
報酬無差異

 
無差異 

 
支持 

 
 

6 

採取不同市場進入策略的台灣國際新

創事業，在事業風險上有顯著之差

異，「技術創業」廠商的風險最高，「後

進模仿創業」廠商的風險最低。 

 
 

風險有差異

 
 

有差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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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雖已廣泛探討國際化的績效意涵，惟結論分歧而呈現多種關係型

態 (正斜率直線、負斜率直線、∪型曲線及∩型曲線)。本研究首度嘗試運用整

合性的S曲線架構，區辨不同的國際化策略與國際企業績效間之關係型態。實

證結果顯示國際化程度較高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績效與其國際化程度間，呈先增

再減的∩型曲線關係；而國際化程度較低的低度國際化廠商之績效與其國際化

程度間，則逆向呈先減再增的∪型曲線關係。此結果意味著國際化對於不同類

型之國際企業有完全不同的意涵，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國際化程度的過與不

及，都將無法使績效達到最佳化。假說 1a與 1b的實證支持，使得本研究達成第

二項研究問題之探討。 

在研發投資與績效間的關係上，本文所強調的投資門檻概念同時獲得實證

資料及個案廠商的支持。國際新創事業有較高比例存在於高技術密集的產業

中，其研發投資可能與競爭者的研發投資產生互抵 (counteract) 現象，使得研

發投資必須達到一定水準以上，才能開始對績效產生助益，故其研發投資與績

效間呈現出先減再增的∪型曲線關係。低度國際化廠商因為不具備國際新創事

業小規模、產業知識密集度高、國際技術競爭較激烈等特性，使其研發績效的

門檻效果並不明顯。加以其所從事之研發活動的內涵 (例如製程創新) 固然可

能較易直接反映在研發績效上，但因為處於知識密集度低、發展相對成熟的產

業中，面臨技術發展之極限，過度的研發投資因缺乏效率，反不利其績效，使

得研發投資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績效產生先增後減的∩型曲線關係。 

根據文獻，本研究在概念上認為廣告投資也同樣存在門檻效果，但因為台

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代工及高度出口導向，使其廣告支出水準偏低，高廣告

支出樣本的不可得，使得實證結果不易呈現出完整的∪型曲線關係，而僅能部

分呈現出前半段的負斜率關係。實證結果未能支持本研究之推論，國際新創事

業的廣告支出與企業績效間的關係呈現不顯著的負向關係。然而針對低度國際

化廠商所進行的分析中，廣告投資與績效間的關係呈現出較為分歧的結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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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線性關係與∪型曲線關係同時獲得邊際支持，使得有關低度國際化廠商廣告

支出的假說未能獲得驗證。整體而言，廣告支出與績效間的實證關係相當分

歧，本研究引用 Rugman and Verbeke (2004) 對於廠商在下游的優勢不易跨國移

轉之論點，提出可能的解釋。綜合研發投資與廣告投資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意

涵之發現，本研究俱已完成探討廠商自擁優勢對國際新創事業經營績效影響的

第三項研究問題。 

除國際化及廠商優勢之探討外，本研究另採創業觀點探討創業策略對國際

新創事業績效之影響。本研究先以市場成長潛力及廠商優勢兩構面，類型化台

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除討論各種策略型態的內涵之外，並發展各

式進入策略的報酬差異與風險承擔之假說。實證結果證實不同進入策略的平均

報酬雖無顯著之差異，但在風險水準上則高低有別，透過調整風險後之指標則

反映出各種市場進入策略的投資效率。 

過去研究受限於資料可及性，對於創業廠商脫離創業期之後的績效議題及

演化動態，探討較為有限。本研究利用國際新創事業的跨期資料，對其創業期

間及脫離創業期之後的市場進入策略進行動態觀察。結果發現大部分廠商因循

路徑相依採取策略複製之形式，延續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然亦有少數廠商

突破過去路徑，在脫離創業期之後發生策略改變。在各種策略改變的軌跡中，

由「利基策略」移向「後進模仿策略」為最主要的策略改變型態，實證結果亦

證實這種策略改變型態能顯著提升廠商之績效。至於策略改變發生原因之探

討，本研究證實可能與研發投資及廠商規模有關。根據以上，本文已然完成國

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及策略改變型態之描繪、改變原因之探索以及策略改變績

效意涵之探討，第五項研究問題于焉完成。 

綜合上述，本研究有關國際新創事業國際化、研發、市場進入策略的報酬

與風險等五項假說 (1a, 2, 3a, 5, 6) 獲得實證之支持，僅關於廣告投資的假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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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驗證。做為對照樣本的低度國際化廠商之三項假說中，國際化與研發投

資顯著的呈現出完全迥異於其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影響的關係型態，更加突顯

出國際新創事業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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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與實務意涵 

一、理論意涵 

稍早的學者 (例如：Welch and Loustarinen, 1988) 傾向將國際新創事業視

為特例 (exceptional)，而非一般普及之現象；但九O年之後，諸多學者 (例如：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認為隨著國際環境加速

變遷、科技進步及創業家等因素作用下，國際新創事業的現象日益普及，而且

所扮演之角色越來越重要。在學界開始認知國際新創事業之普及與重要性的十

餘年後，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瞭解程度是否已達到對其他類型組織的瞭解程

度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提出其對組織研究的

文獻分類，如次頁圖 6.1所示。兩位學者認為過去文獻探討的組織類型多數著

重在成立已久的國內廠商或國際企業，對國內的新創事業也已多所著墨，唯獨

對圖中區塊II的國際新創事業瞭解仍相當有限。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一些著

名期刊仍針對國際創業主題發行特刊  (special issue) ，例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及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3)，甚至出現專注

探討國際創業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議題的新創期刊 (如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這些證據都說明「國際化」與「創業」領域結

合的研究議題在學界正方興未艾，同時也顯示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的認識仍存

有落差 (Zahra et al., 2000)，因此對國際新創事業做更進一步的探討實有其必要

與價值。本研究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研究對象，嘗試驗證國際新創事業的特

徵並探討其績效意涵，企圖彌補過去文獻在理論、樣本及研究方法上的缺口，

以下茲分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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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範疇  

國內 國際 

新設 I II  
組織年齡 

成立已久 III IV 

圖 6.1 組織研究的分類 

資料來源: 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1994),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5(1), p.48. 

在國際企業理論的平台上，進程模式 (stage model) 無法解釋國際新創事

業已普遍被學界認知而接受，但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卻也指出學界事實

上並不需要全新的理論來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存在，或許再從其他理論觀點加

以補充，就可以充分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成因。此似宣告著對國際新創事業的

探討，應可從過去以描述及解釋國際新創事業成因為主的研究層次，繼續向上

提升至具有規範性價值 (normative value) 的研究議題上。本研究立於理論發展

至此的基礎上，企圖能將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瞭解從「似何」 (what?) 的層

次提升至「為何與該如何」 (why and how?) 的層次上，故而捨棄延續先前文

獻所關注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現象 (phenomenon)、形成的前因 (antecedents) 及

成型的過程 (process) 等議題，轉而探討具有規範價值及管理意涵的績效主

題。而本研究關於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六項假說中，有五項獲得實證資料之支

持，使本研究得以對國際新創事業做出規範性的管理建議。 

其次，即使是在描述 (descriptive) 的層次上，過去文獻對於國際新創事業

的描述主要以個案研究方式來報導國際新創事業的產業現象與廠商特徵，以樣

本進行實證來確認國際新創事業特徵的研究為數極少。Harveston et al. (2000; 

2001) 雖是少數以統計檢定方式鑑別國際新創事業特徵的研究，但其皆以漸進

式國際化廠商 (gradual global) 為比較對照之對象，此作法使得該研究無法推

論國際新創事業所表現出來的特徵，究竟是快速國際化所造成的影響，抑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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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因素使然。本研究一方面採取大樣本的統計檢定方式來確認國際新創事業

的特徵，另一方面也進行兩種不同基礎 (國際化與創業) 的比較，此不僅讓國

際新創事業的輪廓更為清晰，知其然之外，也能知其所以然。除此之外，本研

究與過去相關文獻差異最大之處，還在於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徵屬性進行不同

角度下的縱斷面分析，驗證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徵屬性具有高度之穩定

性，不與時俱變，此項研究發現或許也適用於可能存在許多國際新創事業的亞

洲新興國家。  

雖然論及國際化對廠商績效影響之文獻相當豐富，對樣本廠商也有多種分

類型態 (例如：規模、地理區域、產業等變數)，但仍未見有針對國際新創事業

績效進行探討之研究，使得學界對國際化如何影響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所知極

為有限。本研究採取晚近 Contractor et al., (2003) 提出的整合性 S曲線架構，

同時針對國際化程度較低的低度國際化廠商、國際化程度較高的國際新創事業

及合併樣本三者，交互驗證 (triangulate) 國際化與績效間的關係型態，所得結

果合乎邏輯，亦符合本研究之預期。因此，在理論的推展上本研究除成功驗證

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與績效間之關係型態外，也確認 S曲線架構在新興工業

化國家的適用性，因而拓展了國際化與績效關係理論的外部效度。 

本研究的另一特色是導入門檻概念於解釋變數與績效的關係型態之中，國

際化與績效的關係及研發投資與績效的關係皆如此，廣告投資雖受限於樣本而

未能呈現完整門檻現象，但在概念上亦復如此。門檻概念在過去文獻中雖已有

學者提出，但此概念的一般化能力 (generalizability) 並未受到嚴格的檢視，因

而可能被認為是一體適用。然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卻顯示門檻概念對不同類型

廠商的意涵並不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例如：研發投資門檻對國際新創事業

的意義是投資「需達一定程度」 (最低門檻)，但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的意義卻是

投資「有最適值，不宜過度」 (最適門檻) 的概念。此在理論上的意義是後續

研究在門檻概念的推導、解釋與運用上，宜先對樣本進行適當分群，因為樣本

 9



若未適當分群，結果可能無法有效驗證門檻現象是否存在以及門檻存在的型態

為何。 

過去研究受限於資料及研究能量，多數僅能以橫斷面分析方式呈現出現象

的橫切面，即使在多數學者的疾呼之下，動態研究仍為管理學域較為缺乏的研

究類型。本研究透過橫跨 1986-1996 年的跨時追蹤，得以具體呈現台灣國際新

創事業在特徵屬性、市場進入方式及成長策略上的演化動態，並據以檢驗這些

因素的演化型態與廠商績效間之關係，提供學界一個關於國際新創事業更加完

整的形態 (posture) 與勢態 (strategic move) (司徒達賢，2000) 的描繪。 

本研究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研究樣本，此對於拓展過去研究發現的外部

效度具有正面之意義。Etemad and Lee (2003) 針對國際創業研究領域進行文獻

統計，發現在 1992至 2000 年的 SSCI資料庫中與國際創業相關的著作有 46.7%

為來自美國機構的作者所發表，14%源自英國。亞洲國家中僅南韓與新加坡的

機構各發表一篇，所佔比例不及 1%。發表機構所處國家或許不足以代表研究

中的樣本國家，但兩者間應存在高度相關。本文在第二章回顧國際新創事業的

相關文獻後，也發現大部分相關研究仍慣以美、英兩國廠商為主要探討對象，

部分研究則以北歐國家 (如：挪威、丹麥、瑞典) 或太平洋島國 (如：澳洲、

紐西蘭) 的廠商來說明國際新創事業之現象。儘管先前研究多以出口活動來定

義國際新創事業或用以衡量其國際化程度，但在先前文獻所探討的眾多樣本國

家中，卻又唯獨缺乏高出口導向的亞洲新興國家，如：台灣及香港。因此，先

前相關研究所獲致的結論是否適用亞洲新興國家中的國際新創事業，仍未獲得

實證的支持。本研究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樣本，台灣不僅屬於亞洲新興經濟

體中的一員，高出口密集的島國經濟型態也與先前研究 (如：北歐島國) 的背

景相似，而且台灣樣本廠商所表現出的特徵也高度呼應先前西方相關研究的論

點。因此，透過對台灣廠商的實際驗證，本研究得以彌補過去文獻發展中所遺

漏的重要樣本，而研究發現也強化了相關理論的外部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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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Roth and Kostova (2003) 針對五十篇發表於一級期刊1，並以國際企

業做為研究主體或背景的研究，提出其對這些文獻的研究貢獻之分類架構。本

論文最後以此貢獻分類架構，重新彙整本論文之研究貢獻，詳如表 6.2所示。 

表 6.2  國際企業研究之貢獻分類及本論文之研究貢獻 

貢獻類別 研究貢獻 例舉文獻 本論文貢獻 

由現象連結回現有理

論 

Reuer & Leiblein (2000) 發現

並非所有 FDI 狀況都適合以實

質選擇權 (real options) 理論

來加以解釋 

區辨傳統的國際化－績

效及廠商優勢理論對不

同類型國際企業的適用

狀況 

對國際企業特定

現象的研究 

對現象特殊性的屬性

說明與運用 

Zaheer (1995) 提出海外不利

因素的四種來源 

以國際企業中相當特殊

的國際新創事業做為研

究主體，探討其各項特

徵屬性及績效意涵  

背景的異質性 Bae & Lawler (2000) 研究

MNC 位於新興經濟體中的子

公司之人力資源管理問題，與

西方文獻進行對照 

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

研究背景，與西方文獻

進行對照，對於類似的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也

可能具有管理意涵 

組織內的複雜性 多國企業內母子公司的策略目

標與導向問題 (Birkinshaw & 

Hood, 1998; 2000) 

國際新創事的國際化、

廠商優勢及市場策略之

調整動態 (個案研究) 

現有理論之驗證

與拓展 

個人層次之變異 研究處在不同國家的跨國企業

員工，在管理信仰上的差異

(Markoczy, 1997) 

 

新的解釋架構 Earley & Mosakowski (2000) 

提出跨國團隊多樣化程度與績

效間的∪型曲線關係 

全新的 S 型國際化-績

效解釋架構；研發投資

的門檻效果之驗證 

組織的全新概念化 Bearlett & Ghoshal (1989) 將

MNC視為一種差異化的網絡

 

發展新理論 

新的理論模型 Kostova & Roth (2002) 以

MNC 子公司組織實務，來發

展在機構理論上的新想法 

 

                                                 
1 包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等，五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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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意涵 

由於本研究跳脫描述性的研究架構，對影響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因素進行

探討，實證結果證實某些因素對國際新創事業具有重要之意涵，茲闡述如后。 

先單純的就績效差異來看，國際新創事業選擇在創業初期採取快速且高度

國際化的策略，然而不論是橫斷面分析或是縱斷面分析的結果皆顯示其績效確

實顯著較差。績效較差衍生出兩個重要問題：導致績效較差的原因為何？一般

「平均」績效較差，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管理意涵又為何？第一個問題其實正是

本研究探討的重心，本研究嘗試探討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廠商優勢、市場

進入及後續成長等各項策略對其績效之影響，各章節之探討大致實證出這些因

素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影響型態，從這些因素進行評估，或能從中獲得部分

線索。例如：國際新創事業的較差績效可能導因於過度的國際化、處於技術密

集產業中而對研發活動之投資又未能跨越門檻、採取了投資效率較差的市場進

入策略，以及不當的後續成長策略改變…等。第二項問題在於所謂「平均」績

效較差，並不代表所有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全數較差；換言之，考慮國際新創

事業間的異質性，也能帶來一些績效管理上的啟發。例如雖然同為國際新創事

業，但本研究有關市場進入策略的分析顯示出，採取不同的研發策略及選擇進

入不同成長潛力的產業，將會面臨不同水準的獲利潛力及風險承擔，國際新創

事業尋求本身優勢條件與市場機會間的配適，並在脫離草創期之後進行正確之

策略動態調整，都將有助於績效之提升。例如個案研究中的 K公司雖屬於傳統

五金加工業，但其透過適合的研發策略，在國際安全標準所建構的進入障礙

下，成功建立起本身的利基優勢，使得獲利能一直維持相當不錯的水準，說明

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即使平均績效較一般國際企業為差，但成功的國際化、優

勢建立及市場選擇與移動，應能有效改善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 

其次，由於國際新創事業之績效與國際化程度呈現∩型曲線關係，亦即初

期的國際化可以正向提升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而根據本研究之定義，此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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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初期」的國際化程度實則已達 30%以上；但隨著國際化程度的不斷提高而

超越某一水準之後，繼續提升國際化的單位成本會超過其所帶來的單位利益，

因而對績效產生負面影響。以整體樣本觀之，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平均國際化程

度高達 76%以上，顯著較差的績效即很可能是過度國際化的後果。至於此曲線

對個別廠商的意涵是：當每增加一單位的出口密集度所帶來的邊際績效利益仍

大於邊際成本時，廠商應持續加深其國際化的程度，直到邊際利益等於邊際成

本之處才停止。反之，當廠商衡量其每增加一單位的出口密集度之邊際成本已

超過邊際利益時，即應弱化其國際涉入程度，直到邊際利益等於邊際成本之處

才停止。換言之，出口的邊際利益等於邊際成本之處，就是能使國際新創事業

績效達到最佳的最適國際化程度。至於邊際成本與邊際利益的衡量，本研究建

議可參考本文的表 2.2 (詳本文第 25頁)，該表已根據理論具體列示處於不同國

際化階段的國際企業，所可能面對的各項成本及享有的各種經濟利益。廠商在

綜合俱判之後，應可尋得一最適的國際化水準。從廠商的實際經驗上來看，本

研究從 T、K、R 三家個案公司的國際化歷程中發現，廠商國際化由出口轉化

為海外直接投資之處，很可能是績效面臨考驗的重要轉折點之一，畢竟出口業

務與海外直接投資對廠商跨國管理及協調能力的要求，是有所不同的。 

國際化對國際新創事業的意涵，並不適用於低度國際化廠商。對循序漸進

的國際化廠商而言，其國際化程度必須超越某一門檻值之後，國際化才能帶來

正面的效益。此門檻背後的意義並非建議這類廠商加速其國際化的程度，以快

速通過該門檻；而是建議廠商除非選擇完全專注經營國內市場，一旦決定跨足

國際市場，就應迅速累積國際化的經驗，從中加速學習以消弭成本。因為單純

的加速國際化但漏失國際化過程的學習效果，會使得加速國際化失去意義。 

高研發投資是國際新創事業的重要特徵，但是研發投資卻不保證能帶給國

際新創事業績效正向的影響，因為兩者間先減再增的∪型曲線關係意味著國際

新創事業必須將研發投資支出提升至相當水準之後，研發投資才會對績效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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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貢獻。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與產業環境及國際競爭因素

較為攸關，因此對身處激烈競爭環境的國際新創事業 (例如：資訊電子廠商) 而

言，持續不斷的投入研發，方能維持企業績效於不墜；反之，對屬於低技術密

集產業或國際競爭程度較低的國際新創事業 (例如：民生、化學、金屬機械廠

商) 而言，應對研發支出做精準的分配，因為過度的研發經費可能有虛擲之

虞，反而有損績效，例如個案研究中的 K公司即為一例證。研發投資對低度國

際化廠商的意涵則異於對國際新創事業的意涵，少量及適度的研發投資都能替

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績效帶來正面助益，但重度的研發投資則可能發生規模不經

濟 (概念似於 S曲線上的研發瓶頸)，反而有損其績效。 

在市場進入策略上，本研究區辨國際新創事業四種不同策略型態，實證結

果顯示採取這四種進入策略的廠商之平均報酬並無顯著差異，但在隱含風險上

則高低有別。此結果並非意味風險最低的「後進模仿創業」為最佳之策略選擇，

一如圖 4.5 (詳本文第 97頁) 所顯示的：每一種策略型態的風險/報酬都形成一

個分配，風險最低僅意味著選擇此種進入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績效，不容易

劇烈起伏，而比較可能是在一個穩定的區間內波動。反之，風險最高的「技術

創業」策略，也僅代表採取此種進入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績效，高低起伏較

大，績效極好或極差的機率較高。因此，如何在不同進入策略間進行選擇，可

能仍決定於廠商追逐高績效的企圖以及對風險承擔的能力與意願。對於績效企

圖較強、願意承擔高風險的國際新創事業而言，「技術創業」是比較可能達成

高績效目標的策略途徑；反之，對創業期目標為穩健生存、風險承擔意願與能

力皆不高的國際新創事業而言，「後進模仿」策略可能是較適合的策略選擇。

個案廠商 H公司採取的創業策略即為「後進模仿」，其剛創業時選擇進入市場

規模較大，但附加價值較低的市場區隔，立意即在追求創業期的生存及成長。

至於欲意採取「早期追隨」或「利基創業」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其必須具備

特定的能力或優勢，方能在市場中獲取較佳之績效。例如：「早期追隨」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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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必須具備快速調整來回應顧客需求的能力，而「利基創業」廠商則必須具備

在高度國際競爭的環境下，建構起進入障礙的優勢能力。 

本研究證實國際新創事業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採取某些特定方向的策略移

動，可以顯著改善廠商之績效。然而此並非建議所有廠商皆應採取策略移動，

關鍵問題是策略移動方向的合適與否。何謂「合適」的策略改變？本研究從「利

基創業」轉向「後進模仿」的移動途徑中，觀察到廠商成功地改善自身績效，

此對廠商應具有某些管理意涵。由「利基創業」轉向「後進模仿」策略的主要

調整並非產業範疇的改變，而是研發投資的調整，本研究認為這種策略調整是

一種針對產業環境與特質調適的過程。這些廠商原先採取高研發支出的優勢策

略，然其一旦發現在成熟產業中技術發展已達瓶頸或自身對研發的投資不足以

建立起全球利基障礙時，透過對研發策略的調整來移向更適合產業環境特質的

策略位置，便提供其改善績效的機會。這種成功調整過程中所隱含的重要關鍵

可能是廠商自身條件  (優勢或能力 ) 與產業環境特質間的「配適」 (fit) 

(Venkatraman and Camillus, 1984)。因此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策略的變或不變

雖不必然會造成廠商在脫離創業期之後的績效差異2，但符合環境與策略配適 

(stratregic fit) 的改變，應可提升廠商之績效。 

                                                 
2 本研究針對 282 家國際新創事業的「策略複製」與「策略改變」二群組在 1991 年的平均績

效進行檢定，未發現有顯著差異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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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研究主體，分別探討國際化、廠商優勢、市

場進入及後續成長策略對其績效之影響，各項假說雖多數獲得支持，但受限於

第一章所述之各項研究限制，對部分議題無法深入探討，同時由於國際新創事

業的文獻發展相對較為不足，在理論及實證上仍有諸多發展空間，因此以下提

出本研究之建議，供後續研究做為參考。 

一、本研究針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提出市場進入策略的分類型態架構中，係以

「市場成長性」及「廠商優勢」做為區隔之變數。由於本研究探討的國際

新創事業屬於高度國際化之廠商，因此本研究的分類型態並無法反映「國

際化」因素對不同策略型態的影響作用。此外，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也發

現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歷程中，由出口轉為海外直接投資可能是影響績

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將國際化區分為出口及海外直接投資，重新檢

視國際化程度與國際創事業績效間的關係，以及在市場進入策略分類型態

中，納入「出口/海外直接投資」的國際化構面，對於國際新創事業的探討

應能產生更為精緻的研究成果。 

二、本研究雖已跨期追蹤台灣國際新創事業脫離創業期之後市場進入策略的演

化動態，但仍遺有二項尚待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議題： 

(一) 發生策略改變原因之深入探討 

Hung, Liu, and Chang (2003) 在提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策略分類

型態後，認為釐清各種策略移動背後的邏輯及原因，對於技術策略分類型

態的文獻發展而言，將具有重要的貢獻。本研究僅證實廠商規模及研發投

資可能是觸發國際新創事業進行策略移動的可能原因，但策略發生改變的

原由當不盡於此，嘗試探索策略發生改變的前因後果，對國際新創事業具

有相當重要的策略意涵。由於此議題之探討已逾越本研究之範疇，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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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仍在前章討論部分嘗試與可能提供解釋的理論進行連結，後續研究或可

針對此議題進一步發展可能的理論解釋，並進行實證。 

(二) 策略改變及移動方向的績效意涵 

如果特定的策略移動軌跡會導致績效有所差異，則導致績效差異的真

正原因及背後的理論邏輯為何？本研究由於觀察樣本數不足，無法對所有

各種策略移動方向進行績效檢定，而僅能針對特定之策略移動方向進行觀

察。後續研究可依環境－策略－結構的邏輯進行延伸，例如探討國際新創

事業策略移動與環境 (產業) 變遷間的配適 (fit) 狀況 (Venkatraman and 

Camillus, 1984)，可能對國際新創事業具有重要的績效意涵。 

三、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屬於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研究背

景，至於本研究的結論是否適用於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國際新創事

業，亟需後續研究進一步拓展相關發現的外部效度。此外，因為受限於資

料庫中可及之變數，使得本研究在變數衡量上，較為受限。例如在國際化

的衡量上，本研究係以出口比例做為國際化之衡量指標，此對海外直接投

資 (FDI) 廠商的意涵可能不完全一樣。對於績效的衡量，也僅採用銷售報

酬率，後續研究或可採取更為廣泛的構面衡量方式 (例如國際新創事業的

生存與成長)，探討不同衡量下的因果關係。 

四、有關廠商優勢的探討上，廣告投資一如過去文獻至為分歧之結果般未獲定

論，晚進學者 Rugman and Verbeke (2004) 因而認為這種優勢在跨國移轉

上似無法與研發投資相提並論。然而本研究在實證過程之中，發現廣告投

資的產業差異頗為明顯，本研究雖已將廣告密集度進行產業調整，可惜仍

未能證實廣告的績效意涵。本研究認為後續研究在探討廣告投資的優勢效

果時，將產業範疇縮小，例如僅針對民生工業或服務業，或許能有較為一

致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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