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影響因素之研究 

－國際化、廠商優勢、市場進入策略與成長策略 

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推波助瀾下，廠商跨越國界尋求拓展新的市場 (例如：

出口) 或建立新的生產基地 (例如：海外直接投資) 已蔚為趨勢。學界對於多國

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諸多議題也已進行廣泛之討論，並形成研究焦點。諸多議題

中，廠商涉入國際化的程度及廠商自身所擁有的優勢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一直

是學界關心的焦點之一。 

1980 年代晚期，全球經濟中出現一種特殊的國際企業，其在創業初期或在

創業很短的時間內 (例如：二年內) 就開始涉入國際市場，而且國際化的程度相

當高。此現象同時發生在全球各國，包括：美國、英國、北歐、澳洲、紐西蘭、

新加坡...等，許多文獻加以討論 (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同時證實

這種現象非但不是特例，甚至越來越為普及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93) (UNCTAD)。例如在澳洲的一項大型調查報告中顯示，這

類廠商的出口值佔澳洲製造業總出口值達 20% (Rennie, 1993)，而且比重仍在持

續增加中。不僅如此，這類廠商雖然通常規模較小，但卻能成功的在國際市場中

與設立已久的大型廠商成功競爭，顯示現象背後必然存在某些相當值得探討的管

理意涵。 

過去學界中對於廠商國際化時程的解釋，在廠商行為觀點下 (behavioral 

perspective)，主要存在兩種研究學派：「進程模式的國際化」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及「創新模式的國際化」 (Cavusgil, 1980)。Anderson (1993) 將前者稱之

為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簡稱 U-Model)；後者則稱為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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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Rel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簡稱 I-Model)。此二學派皆認為廠

商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加深其涉入國際化的程度。而主要原因是因為廠商

在國際化初期，缺乏海外市場的知識，在不確定程度很高的情況下，高度的風險

規避傾向會阻止廠商進行快速的國際化。此論點也獲得一些實證資料的支持，例

如 Bilkey and Tesar (1977) 及 Rhee and Cheng (2002)。 

儘管上述兩個模式相當程度的解釋了廠商涉入國際市場的決策行為，但有部

分學者卻發現此兩種模式並無法解釋所有廠商的國際化現象，例如：有些廠商在

創業初期即採取高度國際化的策略，此現象明顯悖離了進程模式對廠商國際化現

象的預測。這類廠商被學者們稱為  “Born Global”、  “Global Start-up” 或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INV)” 1，另外因為這種快速國際化的廠商也常見於高

科技事業之中，故有時亦被稱為 “High Technology Start-up” (Madsen and Servais, 

1997)。進程模式不僅在解釋此現象上有其限制，部分學者對此理論也持批判之

觀點。Andersen (1993) 從形成「理論」的準則來評估國際化的模型，認為 

“U-Model” 與 “I-Model” 二者皆不符合構成理論的準則。另有部分學者則認為

進程模式對國際化現象的預測過於命定 (deterministic) (Reid, 1983)，而且僅適用

於解釋廠商國際化初期的現象 (Forsgren, 1989)。 

除了廠商行為觀點的解釋外 (如：進程模式)，經濟觀點下解釋廠商國際化

現象的理論包括獨佔性優勢 (monopolistic advantages) (Hymer, 1976)、國際產品

生命週期 (IPLC) (Vernon, 1966)、寡占互動 (oligopolistic theory) (Knickerbocker, 

1973)、內部化理論 (internalization theory)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等，都對

廠商國際化的現象提出各種不同的解釋觀點，然而學者們 (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 依然認為上述各理論在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現象時，皆各有其

限制。雖然Madsen and Servais (1997) 認為學界並不需要全新的理論來解釋國際

                                                 
1 為避免譯名混淆，本研究全文統一以「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INV) 稱謂
本研究之主體廠商，詳細定義請參閱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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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事業現象，而僅需延伸 (例如納入基因理論) 及整合現有理論 (例如網絡觀

點及路徑相依理論)，但此仍意味著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現象的瞭解相當有限。 

由區域經濟的發展史可知最早 (19世紀) 開始進行海外投資的區域，主要為

歐洲國家，接著為美國 (1945-75 年) 與日本 (1980 年之後)，新興工業化國家 

(Newly-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則稍許落後於日本，約在 1985 年之後才開

始逐步進行海外擴張。台灣屬於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一員，有限的本國市場規

模促使台灣形成典型的島國經濟，因此積極向海外市場擴張便成為廠商的重要策

略選擇之一。台灣廠商向以高度國際化 (或高出口密集度) 聞名，根據中華民國

關稅總局的資料顯示：台灣的出口貿易金額從民國八十二年的 850億美元，上升

至民國九十一年的 1,305 億美元。同時台灣在 2002 年為美國的第七大貿易輸入

國、日本的第四大貿易輸入國。另外，根據經濟部統計處之資料顯示：台灣對外

投資從民國八十二年的 16.6億美元，上升至民國九十一年 33.7億美元，十年間

成長超過一倍。這些數字都顯示台灣廠商高度國際化的現象，同時也意味著跨國

營運對台灣廠商的重要性。 

然而台灣經濟雖然具有高度國際化的表徵，但在海外營運活動的本質上，與

率先進行海外擴張的西方先進國家之廠商則有相當大的差異。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 (2001) 所調查的兩千多家廠商之數據顯示，於

1996 年以前開始進行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簡稱FDI) 的

廠商比率僅達 2.4%，有七成的廠商在 1996 之後才開始進行FDI。此外，進一步

的數據還顯示台灣國際企業的海外投資在地理範疇上相當集中，於 1999至 2002

年間進行FDI之廠商中，約有七成比例選擇大陸做為投資地區，其中更有高達九

成以上的比例在大陸設置生產部門。至於其他價值活動 (包括研究發展、設計、

行銷、財務、企劃、採購等) 則多數仍由台灣母公司負責，此與歐、美、日廠商

將價值活動分散於全球各地子公司之作法有很大差異。因此，若將國際化活動視

為一種從出口、授權、管理契約、整廠輸出到FDI的歷程，則台灣廠商與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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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廠商相較，應當仍屬於國際化歷程中的初期：主要以出口活動為主，海外投資

地區大多集中在大陸，子公司營運功能則以生產製造為主，在全球分工的價值鏈

中，常扮演國際大廠的代工廠商或後勤支援者。由於台灣國際企業在國際化涉入

的深度與廣度上，仍不如歐美先進國家的國際企業，因此對於海外子公司的管理

運籌、資源分配、溝通協調、能力發展等跨國經營的能力上，亦相對較為落後。 

除了高度的貿易依存度之外，台灣創業精神之旺盛、創業活動之頻繁亦聞名

全球 (于卓民，2001)。根據內政部公佈的民國九十一年全國總人口數僅二千二

百五十二萬，而同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公佈的企業總數卻高達 1,130,525 家，其

中中小企業家數佔 1,104,706家，比例高達 97.72%。這些數據充分顯示台灣創業

現象極為興盛，連帶使得企業平均規模下降，形成整個經濟體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的特殊性，甚而獲得「創業島」 (Boss Island)之名 (Shieh, 1992)。 

綜合上述，台灣廠商整體而言具備了兩大特色－高度的國際化及旺盛的創業

精神－這二項特色亦正符合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

概念性定義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本研究雖無法確切得知台灣現存有多

少這種早期創業就立即採取高度國際化策略的廠商，但若從引述之整體經濟數據

推測，比例應當不低。據此，針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之現象，具體描繪這些廠商

的輪廓、瞭解這些廠商國際化的績效意涵、探討這些廠商的優勢策略、市場策略

及後續成長等議題，對台灣整體經濟及個別廠商應具有相當重要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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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晚近一些學者開始嘗試探討國際新創事業的相關議題，包括：國際新創事業

的定義 (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形成國際新創事業現象的環境背景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5)、何以現有理論無法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現象

(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形成國際新創事業的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國際新創事業廠商的分類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等。同時也有學者進一步提出相關命題，例如：形成國際新創事業的前因

為何？國家環境的影響為何？產業因素的影響為何？  (Madsen and Servais, 

1997)，以及創業家個人影響因素為何？ (Harveston, Kedia, and Davis, 2000) 等。

綜觀上述這些相關研究，本研究發現學界對於國際新創事業現象的研究，大多止

於理論及概念上的探討，而少有實證資料上的支持，而且研究的對象全皆以西方

國家 (尤以歐洲國家) 為主，例如：Andersson (2000)、 Moen and Servais (2002) 及 

Moen (2002) 分別探討瑞典、挪威、法國及丹麥等國家的國際新創事業。對於國

際新創事業現象可能相當普遍的一些亞洲新興國家 (如：台灣) 之研究，反而付

之闕如。同時，過去的研究多數屬於橫斷面的分析，並無法觀察國際新創事業各

項特徵屬性的變化動態，也無法預知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屬性隨著時間經過是否

維持穩定？因此，針對亞洲新興國家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屬性進行描繪，驗證

其是否如過去西方文獻所描述的輪廓一般，同時觀察國際新創事業特徵屬性的演

化軌跡與穩定性，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第一項問題。 

其次，目前文獻對於國際新創事業現象的研究，絕少觸及經營績效上的意

涵，使得此議題的理論發展仍停留在描述 (descriptive) 及解釋 (explanatory) 的

階段，而無法將理論向上提升至具有規範價值 (normative value) 的層次上。文

獻上有關國際企業績效意涵的研究相當豐富，國際化程度本身即被認為是重要影

響因素之一。國際化與績效兩者間的關係有文獻證之為簡單線性關係 (Grant, 

1987)，也有文獻呈現出二次曲線關係 (Hitt, Hoskisson, and Kim, 1997)，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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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提出 S型的三次曲線關係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然而儘管此類

文獻相當豐富，研究結論卻至為分歧，特別是國際新創事業在兼具創業特質的條

件與限制下，國際化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更是難以遽論。舉例而言，當廠商以急

速時間壓縮 (例如：創業 3 年內) 的條件來達成高度的國際化時，則國際化對這

類廠商的績效意涵仍與過去文獻所驗證的關係型態一致嗎？ 以目前文獻發展而

言，仍無法回答此類問題，故本研究第二項研究問題擬針對國際新創事業，探討

國際化與其績效間之關係。 

對多國企業而言，廠商自擁優勢 (firm specific advantages) 同樣被認為是影

響企業跨國營運績效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研究大致支持廠商優勢 (如產品差異化

能力) 對廠商績效具有正向之影響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Morck and Yeung, 

1991)。然此部分之研究結論，或對一般國際化廠商具有相當之解釋能力；但由

於學者咸認為國際新創事業在某些特徵屬性上有別於一般國際化廠商，例如國際

新創事業規模可能較小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較活躍於專業化及利基導

向的市場中 (Bell, 1995)、產品較為客製化 (Jolly, Alahuhta, and Jeannet, 1992)、

常涉及高創新科技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等，這些特性使得過去傳統文獻

認知的廠商優勢，是否同樣可以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產生相同的影響作用，仍

屬未知，故本研究將此列為所欲探討的第三項問題。 

第四，國際新創事業不僅具有高度國際化之特色，也同時具備創業廠商的特

性，其面臨一般創業廠商所必須遭遇的創業決策，其中選擇進入哪些市場及以何

種方式進入市場，皆為創業期間必須進行抉擇的重要課題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過去研究創業廠商策略的學者 (Carter, Stearns, Reynolds, 

and Miller, 1994; McDougall and Robinson, 1990) 已經指出傳統的策略分類型態 

(例如 Porter, 1980) 在剖析創業廠商所採行的策略上有其限制，特別是國際新創

事業更因為兼具國際化與創業的雙重特質下，針對其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進行

重新檢視與分類，可能有其必要。同時因為各種不同市場進入策略所隱含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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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可能並不相同，瞭解不同市場區隔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意涵與風險承

擔，將有助於國際新創事業對市場進入策略之制訂。因此，針對台灣國際新創事

業的市場進入策略進行重新分類，並檢視不同策略下隱含的報酬與風險之關係，

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第四項問題。 

最後，過去有關創業廠商策略型態的觀察與分類，多以靜態方式為之 (Carter 

et al., 1994; McDougall and Robinson, 1990)，相關研究多數缺乏動態的觀點 (Park 

and Bae, 2004)。承前述第四項研究問題，即使學界對於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期間

的市場進入策略已具有初步之認識，但對其脫離創業期之後，市場進入策略是否

發生變化、變化軌跡如何、各種變化軌跡的績效意涵又如何等議題，所知極為有

限。國際新創事業從創業期到脫離創業期的市場選擇動態，其實可視為一種創業

廠商的成長策略，而過去創業研究雖未忽視「成長」對創業廠商的重要意義，卻

慣常將其視為一種績效指標 (因變數)，忽視其做為一種策略選擇 (自變數) 的可

能意涵。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進行跨期追蹤，觀察

不同時期市場進入策略的變化動態，並探討不同變化軌跡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

影響為何。 

基於前述各項文獻發展上的缺口，以及國際新創事業在台灣總體經濟發展中

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背景下，使得深入探討國際新創事業在不同國家背景下的績

效意涵，深具理論意義而且相當重要。本研究嘗試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為研究對

象，分別透過橫斷面的分析、縱斷面的跨期追蹤及數個深度訪談的個案研究，具

體描繪其輪廓並探討國際化、廠商優勢、市場進入策略及成長策略對國際新創事

業的績效意涵。本研究期望具體達成以下各項研究目的： 

一、 觀察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特徵屬性 (如：績效、國際化程度、研

發投資、廣告支出、規模、財務槓桿程度及外資比例等)，具體描繪國

際新創事業的輪廓。同時透過橫跨十年資料之追蹤，驗證國際新創事

業各項特徵屬性在時間軸上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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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別採用國際化及創業兩種比較觀點，區辨國際化程度對國際新創事

業績效之影響型態與對不同類型廠商績效之影響型態有何不同。 

三、 探討廠商自擁優勢 (研發投入與廣告支出)，對國際新創事業經營績效

之影響。 

四、 針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進行觀察，並提出策略分類型

態，同時檢驗各種市場進入策略的報酬差異及隱含風險，以為國際新

創事業制訂市場進入策略時之參考。 

五、 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的變化動態及策略改變的績效意

涵，進行探索性研究 (exploratory study)，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參考。 

茲將上述各項研究問題，彙整如表 1.1所示。 

表 1.1 研究問題 

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影響因素 

創業期 脫離創業期 

 特徵屬性 (研究問題一) 

 績效 

 國際化程度 

 研發能力 (H2) 

 行銷能力 

 廠商規模 

 負債比例 

 外資比例 
 
 

 不同時期的 INV之特徵屬性 

 特徵屬性之變化 

 績效 

 國際化程度 

 研發能力 

 行銷能力 

 廠商規模 

 負債比例 

 外資比例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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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化與績效關係 (研究問題二) 

 S 曲線架構 

(一般性架構) 

 ∩型曲線關係型態 (H1a) 

(國際新創事業) 

 ∪型曲線關係型態 (H1b) 

(低度國際化廠商) 

 

 廠商優勢與績效關係 (研究問題三)

 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  

(國際新創事業) (H3a) 

(低度國際化廠商) (H3b) 

 廣告投資的門檻效果 

(國際新創事業) (H4a) 

(低度國際化廠商) (H4b) 

 

 市場進入策略 (研究問題四) 

 市場進入策略型態 

 各種策略型態的報酬差異 
(H5) 

 各種策略型態的風險差異 
(H6) 

 後續成長策略 (研究問題五) 

 市場進入策略的演化軌跡

(成長策略) 

 市場進入策略改變的原因 

 市場進入策略改變路徑的績

效意涵 

表 1.1中研究問題二、三、四都屬於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初期所必須面對的

重要決策議題，故可視為國際新創事業的創業策略之三個重要構面，因此探討這

些策略選擇的績效意涵，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問題一與五

則屬於脫離創業期之後的研究議題，主要針對國際新創事業進行縱斷面分析，追

蹤其特徵屬性及市場進入策略的演化軌跡，以求能深入瞭解國際新創事業的演化

動態，故此二問題可視為成長策略的研究議題。 

上述研究問題以整體架構而論，乃是以國際新創事業做為論文研究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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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將其發展歷程區分為創業期及脫離創業期兩個階段，分別探討兩個階

段下的重要議題，而研究結果除對國際新創事業的本質做更深入的描繪之外，由

於大部分研究問題都涉及績效意涵，因此也具有相當之規範性價值。 

上述問題除以統計量化方式進行分析外，為進一步瞭解國際新創事業國際化

的動態歷程及市場策略上的演化軌跡，本研究另以個案研究方式進行相關問題之

探討，希望透過個案研究達成兩項研究目的：一、以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管理實

務，驗證前述研究問題的相關假說；二、以個案方式具體描繪國際新創事業的國

際化動態歷程及市場進入策略的演化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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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將國際新創事業分為四種類型 (請詳表 2.1)，因

定義關係，本研究所探討的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在樣本屬性上可能偏向其中類型之

一 (即「出口/進口創業公司」)，雖然此類廠商也是先前文獻最為關注的焦點廠

商，但本研究在反映另外三種類型廠商的特性上，可能較為受限，故在詮釋本研

究之發現時，不宜過度擴張解釋。此外，本論文的分析對象設定為「國際新創事

業」，此主體的定義在文獻上並無一致公認的標準，其在概念性定義上雖趨於收

斂，但各研究的操作性定義卻差異頗大，例如過去西方文獻對「新創」的定義從

2 年到 10 年皆有，故本研究僅能考量台灣廠商的特色與實際現象來定義台灣的

國際新創事業，衡量變數之設計雖力求能與先前文獻的比較基礎一致，但仍不免

稍許主觀之判定，此為本研究在定義研究主體上的限制之一。 

其次，為凸顯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特徵屬性及國際化與廠商優勢的績效意

涵，本研究設計兩類對照比較之廠商，分別為「低度國際化廠商」及「本土新創

事業」2。限於篇幅，本研究無法與所有各類型廠商進行分析比較，假說發展上

也僅針對「低度國際化廠商」進行部分假說之推導，惟此二類廠商並非本論文之

研究主體，且實證部分亦已將兩類參考廠商納入分析，故不影響本研究對國際新

創事業的探討。 

本論文量化分析之樣本資料係擷取自政府維持之資料庫，雖有大規模樣本之

利益，但亦受限於有限的變數及替代衡量方式 (proxy)。由於資料庫中的次級資

料在因應特定的研究目的及概念化上，存在無可避免的差距 (Frankfort-Nachmias 

and Nachmias, 2000)，故形成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限制之一。此外，由於資料

庫之資料為橫斷面性質，屬於單一時點的資料，較易受調查年度的總體變數 (例

如經濟景氣) 及廠商個體因素 (例如當年度巨幅資本支出) 之影響。為彌補可能

                                                 
2 本文在表 2.3中詳細說明此對照兩類廠商的定義及為何選擇此兩類廠商做為比較之原因，請讀

者自行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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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本研究已另採個案研究方式，期能彌補部分落差。 

影響廠商績效的因素至多，當不僅限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國際化、研發及廣

告、市場選擇及成長方式等因素，惟幾乎所有探討績效相關之研究皆僅能在虛擬

分離 (pseudo-isolation) 的假設下，針對興趣變數加以探討，本研究亦不脫此限

制。然本研究在統計分析模型中，已盡量納入其他可能影響績效之因素 (包括：

產業別、負債、外資、廠齡及公司規模等變數)，希望能控制這些因素對績效的

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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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及論文大綱 

本論文在研究程序上，首先根據相關理論及文獻，定義研究問題，並發展各

項有關國際新創事業特徵屬性及各種策略與績效關係之假說；之後同時進行量化

分析及個案研究，交互驗證所得之結果。在量化研究上，係以政府維持之大型資

料庫的資料進行探討，對本研究所列示的研究問題進行統計驗證。為進一步瞭解

國際新創事業的演化動態，以及獲得更多實務上的驗證，本研究同時以深度訪談

方式，進行數個個案研究3，期能讓本研究的假說、論點、發現及所詮釋的管理

意涵更貼近實務。 

本文之架構除第一章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的導論外，第二章從理論觀點進行

文獻回顧並推導相關假說；第三章說明研究設計、樣本及分析方法；第四章整理

報導實證結果，並進行討論；第五章以個案研究方式驗證相關假說，並詳細說明

個案廠商的國際化歷程及市場策略的演化動態；最後第六章提出本研究之結論，

說明理論與實務的意涵，同時對後續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3 採Yin (2001) 的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Research)，共訪談四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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