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說 

第一節  國際新創事業 

一、國際新創事業的定義 

1980 年代晚期有一些廠商在創立事業之初就已經邁向國際化  (The 

Economist, 1992)，這些廠商通常跨越國界進行募資、生產或銷售，特別是在高科

技產業尤為興盛，學界乃開始注意此一日漸普及的現象，並給予這類廠商許多稱

謂，包括：“Born Global”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Born International” (Kundu 

and Katz, 2003)、 “Global Start-up”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5)、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INV)”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CE)” (Zahra and Garvis, 2000) 及 “High Technology Start-up”  

(Jolly, Alahuhta, and Jeannet, 1992) 等，這些稱謂下所指的廠商或有些微差異，但

一般而言皆泛指草創初期即高度涉入跨國營運事務的企業。由於名稱眾多，為免

混淆，同時凸顯這類廠商的快速國際化現象，本文以下統一以「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INV) 稱之。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將國際新創事業定義為：「在成立之初，透過在

多個國家的資源運用及銷售，來獲致競爭優勢的一種事業組織」。 

“A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at, from inception, seeks to derive 
signific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om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the 
sale of outputs in multiple countries.”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認為這些廠商的特色與規模大小無關，而且進

行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也不是必要條件。而由於新創事業的

產品可能仍在開發中，不必然會立即產生銷售，因此 Oviatt and McDougall也建

議可以從資源投入承諾的角度來定義國際新創事業。 

Knight (1997) 則將國際新創事業定義為：「一家公司在剛創業時或稍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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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尋求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其產品，而且海外產品銷售收入佔總收入相當之比重」。 

“A company which, from or near its founding, seeks to derive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its revenue from the sale of its produc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雖然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的定義較為廣泛，其內涵包括從事各種價

值活動的國際新創企業，而 Knight (1997) 的定義則較精確而受限，僅指向從事

銷售活動的國際新創事業，但事實上兩者的定義並無衝突。雖然許多相關研究

(Kundu and Kata, 2003；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在概念上都引用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較早期的定義，但由於 Knight (1997) 的定義較明確，而且符

合本研究後續實證分析的樣本特性，故本研究採取 Knight (1997) 之定義。 

二、國際新創事業的成因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在綜合整理七篇有關國際新創事業的相關研究

後，認為國際新創事業在某些方面相當一致，但在某些方面則又呈現不一樣的特

點，因此，學界實有必要對國際新創事業發展一般化的理論架構。Madsen and 

Servais (1997) 提出一個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架構，該架構分別從創業者、組織

特性及環境三個構面解釋形成國際新創事業的原因。由於對國際新創事業提出理

論上的解釋並非本研究之目的，以下僅依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解釋國際新

創事業的三個構面，綜述各文獻之論點，做為本研究假說推導的基礎及實證分析

與討論之背景。 

(一) 創業家 (Founder) 因素  

經濟學家認為所謂的創業家就是能察覺到 (alert) 可能可以透過結合資源來

獲取潛在利潤，而別人卻無法察覺的一種人 (Barreto, 1989)。所以 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 延伸此概念，認為國際創業家就是能察覺到可能可以透

過結合跨國市場資源以獲利的人，而這種人之所以能察覺他人所不能察覺者，是

因為國際創業家在他們早期參與的活動過程中，所培養出來的能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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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觀點下有關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究，多數證實創業者本身對國際新創事業

的影響。Harvest, Kedia, and Davis (2000) 實證國際新創事業與漸進國際化 

(incremen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廠商中經理人的特質差異，發現國際新創事業中

的經理人具備較高的全球導向 (geocentric mindsets)、有較豐富的國際經驗，以

及較高的風險容忍度 (risk tolerance)。Kundu and Katz (2003) 在探討印度軟體工

業廠商國際化的研究中，指出創業者個人資源 (專業技術教育及國際經驗) 與個

人企圖心  (技術創新導向及全球化導向 ) 對國際新創中小企業 

(Born-international SMEs) 的出口績效有顯著之影響。McDougall et al. (1994) 在

其研究結論中云：創立者的經歷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出現有很大的影響，而創立者

的企圖心與動機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定發展型態，影響也很大。 

在探討出口活動的文獻上，許多研究 (Caughey and Chetty, 1994；Korhonen, 

Luostarinen, and Welch, 1996) 都已經將影響廠商出口 (績效) 的因素延伸至廠商

進行出口前的活動上 (pre-export activities)，例如：進口的經驗、創業者的經驗

與特質等。Andersson (2000) 對瑞典橡膠製品產業進行個案研究後，認為創業者

本身對廠商早期國際化的決策影響甚鉅。在探討影響廠商出口創業導向 (expor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的因素時，Ibeth (2003) 指出決策者的個人因素，包

括：國際導向、決策者維持與其相似文化背景之海外關係、決策者的商業家庭背

景，以及決策者創業前的商務經驗等，都對創業後的出口導向有顯著之影響。 

綜合上述，不論是創業觀點下相關研究之結論或出口創業文獻之發現，皆呼

應了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所認為在研究國際新創事業時，應將觀察時間延

伸超越廠商設立之前的論點。因為創業者及管理者在創業前所累積的知識經驗及

網絡關係，都是國際新創事業的「基因」 (gene) 之一，也因此國際新創事業所

具備的能力與技術並非在成立之後才慢慢累積，而可能是在公司成立以前就已經

發展成熟。在此觀點下，網絡理論 (network approach) 及演化理論 (evolutionary 

approach) 也能協助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現象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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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因素 

組織惰性 (inertia) 是組織中常見的現象，而組織一旦存在惰性，其便不易

突破過往發展路徑，追求新的突破 (Quinn, 1980)。Collis (1991) 延伸此概念於解

釋企業何以經常因循過往，採取路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的發展過程。Collis 

(1991) 同時證實了企業海外投資的決策是受到公司過去發展歷程中，所培養的

獨特能力所影響。換言之，那些在組織中所發展出來的能力及常規都是促成日後

新創公司快速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Madsen and Servais (1997) 的架構中

指出除了創業者個人因素之外，創業組織本身所具備的能力 (competence)、常規 

(routines) 及統理結構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等因素，都是促成國際新

創事業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Ibeth (2003) 在其探討影響廠商出口創業導向的實證研究中，證實廠商的特

徵，包括管理當局支持、重視規劃、能將誘因及資源與創業活動連結，以及廠商

的能力，包括企業的競爭能力及是否主動發展網絡關係等，都是促成高度出口創

業導向的因素之一。同樣的，Kundu and Katz (2003) 也證實廠商的資源 (海外受

訓員工) 及廠商跨國意圖 (海外市場範疇) 兩者皆為促成國際新創中小企業 

(Born-international SMEs) 高出口績效的顯著因素。 

(三) 環境因素 

在國際環境方面，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1995) 指出全球市場趨於同質

化、跨國溝通及運輸更為方便、跨國籌資越來越容易，以及人力資源的可移動性

大幅提昇等國際環境之變化，大幅降低企業跨國營運的進入障礙，使得過去大型

企業才得以享有的優勢不再，國際競爭優勢的建立越來越依賴廠商獨特的資產 

(Barney, 1991)，而國際新創事業就是在此種國際環境變遷的助益下，發展較過去

更為普遍。 

在產業環境方面，Johanson and Mattson (1988) 指出在已經國際化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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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廠商進行國際化的速度會較快，因為處在國際市場中，廠商對跨國整合及協

調的需求較高。同時，一個高度國際化的產業也會使得處在此產業中之大部分廠

商都面臨國際化的壓力 (Porter, 1990)，所以國際創業廠商比較容易出現在高度國

際化的產業中。Madsen and Servais (1997) 也認為國際創業廠商需要從具有互補

能力的廠商中獲取資源，而此比較容易藉由已經具備完善的跨國廠商網路及個人

網路中達成，不管是生產資源、銷售資源或行銷資源皆然。 

許多國際新創事業都存在於高科技產業之中 (UNCTAD, 1993)，因為知識容

易跨國移動的關係，使得知識密集度高的科技產業之國際化程度也較為明顯 

(Reich, 1991)。McDougall, Shane, and Oviatt (1994) 就指出高科技產業的國際貿易

與投資機會較為明顯，故使得常以知識做為獨特優勢 (Oviatt & McDougall, 1994) 

的國際新創事業特別容易出現在科技產業之中。最後，若從創業環境的艱困程度

來看，先前研究 (Ibeth, 2003；Yusuf, 2000) 傾向認為在較艱困 (hostile) 的環境

中，更容易激發出廠商的創業精神，進而促成國際新創事業的形成。 

三、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徵 

在前述有關國際新創事業的定義中，企業的規模並非要素之一；換言之，國

際新創事業同時包含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然而儘管如此，學者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普遍仍認為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會比一般國際企業的規模為

小，原因是一般我們所見到大型國際企業的規模，可能是伴隨其他競爭優勢而來

的結果，規模本身不一定就是使國際企業得以在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優勢，而國

際新創事業可能正具備那些規模以外的優勢。因此之故，一些學者 (Ibeth, 2003； 

Kundu and Katz, 2003；Oviatt & McDougall, 1994；1995) 都認為成功的國際新創

事業應當具備能夠輕易跨國移轉的獨特優勢或無形資產，例如：其他廠商所不具

有的內隱知識 (tacit knowledge) 及小廠商所具有快速回應的彈性及調適的優勢 

(Knight and Cavusg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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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較小，缺乏豐沛的資源，這些限制會反映在國

際新創事業的產品策略及海外進入模式的決策上。Madsen and Servais (1997) 認

為既然生產技術、溝通技術及降低運輸成本等都不再是廠商的獨特優勢，因此預

期國際創業廠商的優勢當更為窄化而專注在某一特定的優勢上，例如：能深度掌

握不同顧客各式偏好及良好的調適能力。於是，國際創業廠商的產品優勢必然不

在產品多角化的能力上，而是專注在某一特定利基市場 (Bell, 1995)，進行專業

化或客製化的產品製造。同時，相較於一般廠商而言，創業廠商較不傾向將所需

資源完全內部化 (Cooper and Dunkelberg, 1986)，因為國際新創事業需要在極短

的時間之內，獲取進入海外市場的所需資源，但在自身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際

新創事業經常必須尋求合作夥伴的支應，使得國際新創事業在進入海外市場時，

傾向採用混合式結構 (hybrid structures) (Oviatt & McDougall, 1994)，如策略聯盟

或合資模式。 

四、國際新創事業的型態 

由於國際新創事業並無一絕對之定義標準，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乃

以「涉入國家數目」及「跨國價值活動協調的多寡」兩構面，進一步將國際新創

事業分類成四種型態，分類結果如表 2.1所示。 

表 2.1 國際新創事業的型態 

1  2
3  4

涉入國家數目  
少 多 

 
少 

出口/進口創業公司 
Export/Import Start-up 

多國貿易公司 
Multinational Trader 

 
跨國 
價值 
活動 
協調 

 
多 

地理集中創業公司 
Geographically Focused Start-up

全球創業公司 
Global 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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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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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中第 1及第 2 類型的國際新創事業，其最重要的價值活動就是貨物的

跨國移動，因此廠商大部分僅將物流運籌活動予以內部化，其他價值活動則透過

混合結構來完成，在海外的直接投資也盡量縮減。這類廠商所依賴的競爭優勢通

常源自於：(1) 及早發現跨國交易機會，並在競爭加劇以前付諸行動；(2) 具備

市場和供應商的知識；(3) 具有建立維持一高度忠誠的商業網絡之能力。而第 1

及第 2 類型國際新創事業的主要差異，主要在於前者比較專注經營少數幾個跨國

市場，後者涉入的國家數目則較多。第 3 類廠商的跨國市場之地理位置較第 2 類

廠商集中，同時涉入的價值活動亦不限於物流運籌而已，其競爭優勢通常建立在

技術發展、人力資源、以及生產技術之上，同時這些廠商通常也具備一套無法模

仿的協調機制，因為所建立的協調機制常涉及與當地網絡的密切關係。第 4 類廠

商最能彰顯國際新創企業的特性，因為這種廠商能從所涉入的各種價值活動中，

培養出廣泛而延伸的協調能力，形成無從模仿的競爭優勢。但是第 4 類廠商也最

難順利發展，因為其必須兼顧地理上及活動上的各種協調；但若能成功建構，則

會是最具持續性競爭優勢的廠商，因為這種在多個國家所培養出的錯綜複雜之價

值網絡，不但獨特、具有因果模糊性，其社會複雜性也讓其他廠商無從模仿1。 

在前述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分類中，有兩項特點

呼應了本文前述有關國際新創企業的定義：一、國際新創事業不必然進行海外直

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進/出口活動也屬於國際新創事業的價值

活動之一；二、涉入國家數目的多寡也非定義國際新創事業的標準之一，即使涉

入國家數目很少，只要海外銷售達到一定比例以上，仍可視為國際新創事業的類

型之一。 

                                                 
1 本段有關國際新創企業類型的描述，主要改寫自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1994),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5(1), 
pp.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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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新創事業國際化程度與績效之關係 

從 Vernon (1966) 及 Hymer (1976) 對國際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提出解釋

以來，綜觀近幾十年相關文獻的發展，不論是理論觀點的解釋或實證資料上的驗

證，學界對於國際化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已從各角度進行深入之探討；然而研

究成果雖豐，發現與結論卻未趨於收斂 (Contractor et al., 2003)。本文以下分別

從理論發展及實證發現，論述國際化對國際企業績效的意涵。 

在理論發展上，國際企業學者已經從各種觀點解釋企業何以跨國投資，以及

國際化所帶來的績效意涵。Vernon (1966) 以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的角度，解釋企

業何以進行國際擴張，Vernon認為隨著產品生命週期及各國市場發展條件的日趨

成熟，廠商必須進行跨國生產及營運，以維持企業績效於不墜。Hymer (1976) 著

重探討海外直接投資 (FDI) 現象，認為當要素市場或產品市場不完全時，廠商

可運用其自擁優勢 (firm specific advantage) 來進行跨國投資，而其自擁優勢可以

為廠商帶來較佳的績效。內部化理論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認為由於中間

產品市場的不完全，當內部化的利益大於成本時，廠商為追求利潤極大化，會跨

越國界將市場內部化，而內部化的利益包括建立內部期貨市場、設立內部差別取

價、避免雙邊談判困擾、消除買方不確定性、轉撥計價及減少政府干預等。國際

化的「進程模式」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則認為廠商在尋求建立海外市場

時，會優先進入文化距離較接近的國家，而文化距離接近對廠商在海外的績效會

有正面的助益 (Davidson, 1980; Evans and Mavondo, 2002)。多國企業的可獨享優

勢 (appropriate advantage) 說明多國企業由於擁有技術資訊的優勢，故而在市場

上享有可獨享性的利益 (Magee, 1977)。Dunning (1988) 在其對「折衷典範」 

(Eclectic Paradigm) 的重新詮釋中，認為廠商自擁優勢 (ownership advantage)、內

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及區位優勢 (location advantage) 是促成企

業海外投資的三個要件，特別是當廠商運用其資產性優勢 (Ownership of asset, Oa) 

時，可以享有因為市場扭曲所帶來的利益；而交易優勢 (Ownership of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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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則可替廠商帶來內部化的利益、因應市場失靈、規避貿易障礙、避免道德風

險，以及降低違約之可能 (Dunning, 1993)。另有一些學者嘗試以廠商間的關係

來解釋企業的國際化，Johanson and Mattson (1988) 引入廠商間網絡關係的觀

點，解釋工業廠商國際化的現象，Yu and Ito (1988) 則以寡占產業中廠商間的互

動，提供海外直接投資的另種解釋觀點。晚近交易成本理論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

的解釋，已廣獲國際企業及策略管理學者們的注意。Hennart (1991) 認為海外投

資者不一定要具有獨占優勢，只要其「層級協調」成本低於「市場價格協調」成

本，企業就會進行海外投資。因此，交易成本觀點下的國際化利益，主要源自於

廠商跨國內部化後所降低的交易成本。此外，若從企業跨國的營運觀點來看，國

際化所帶來的利益還包括風險的降低、節稅的利益及較低的融資成本 (Mathur 

and Hanagan, 1983) 以及取得低成本的原料及勞工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除國際企業的研究外，策略學者也從策略理論觀點，提出對國際企業現象的

解釋。資源基礎觀點特別強調公司內的組織能力及內隱知識 (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認為國際企業在跨國市場中也同樣可以享有因分享資源與能力所

產生的利益 (Fladmoe-Lindquist, 1994)。Dunning (1993) 指出當廠商具備足以獲

利的內部優勢時，其將從海外市場中尋求更多的獲利機會，而一旦廠商優勢是鑲

嵌於組織結構中時，廠商就可能將國際市場內部化，採行海外直接投資來確保這

些優勢可以獲得最佳的運用 (Buckley, 1988)。當廠商可以妥善運用這些優勢在國

外獲利時，隨著國際市場不斷擴張，廠商的績效也會隨之提升 (Geringer, Tallman, 

and Olsen, 2000)，形成資源累積、跨國運用、績效提升的良性循環。Kim, Hwang, 

and Burger (1993) 在探討國際企業的多角化時，引用組織學習的觀點認為國際化

提供廠商學習及發展多角化能力的機會，此與國際化「進程模式」的論點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頗為一致。此外，國際擴張也會讓廠商獲得規模經濟

及地理上的範疇經濟，同時也可以分攤共同成本 (如：研發支出) (Kogut, 1985)，

使得國際擴張所獲致的利益超過其成本增加的速度。  

 9



有關國際化對廠商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研究成果雖然豐富，結論卻頗為混

淆而未有定論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在 Contractor et al. (2003) 回顧

的二十三篇相關文獻中，國際化對廠商績效的影響大致呈現出三種型態：包含正

向、負向的線性關係  (linear)、∪型  (U-shaped) 曲線關係及∩型  (inverted 

U-shaped) 曲線關係。從文獻發展的時間順序觀之，1970 早期至 1990 年代初期

的文獻大多實證發現國際化與績效間具有正向 (Grant, 1987; Vernon, 1971) 或反

向 (Collins, 1990; 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 的關係，有些研究則發現兩者間的

關係並不顯著 (Morck and Yeung, 1991)。由於研究結論的不一致，1990以後部分

學者乃嘗試以曲線關係來驗證國際化與績效間的關係，而曲線的關係又分為∪型 

(U-shaped) 及∩型 (inverted U-shaped)。∪型論者認為企業在國際化初期，因為

對國外環境的不熟悉、資源不足、能力尚未發展成熟、未達經濟規模等因素，使

得國際化初期的成本會高於所帶來的利益，導致對績效的負面影響 (Qian, 1997; 

Ruigrok and Wagner, 2003)。∩型論者則認為海外地理市場的擴張可以帶給企業績

效立即的正面效果；然而國際化程度一旦超越某一門檻 (threshold) 之後，由於

市場過於分散、溝通協調成本大幅提高、資源與能力的成長速度不及企業海外規

模擴張的速度等因素，使得過度的國際化程度對企業績效帶來負面的影響。許多

學者綜合國際化帶給企業的利益與成本後，以實證支持國際化與績效呈∩型關係

的論點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Hitt, 

Hoskisson, and Kim, 1997; Ramaswamy, 1999)。 

鑑於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的莫衷一是，近期開始有學者提出整合性的架構

(Contractor et al., 2003)，嘗試彙整並解釋過去文獻所發現的不一致、甚至互為矛

盾的實證結果。Contractor et al. (2003) 認為企業逐漸加深其涉入國際化的歷程

中，績效會呈現第一階段先遞減、第二階段遞增、最後第三階段再遞減的三階段

關係，因為此曲線形似 S 狀，故稱之為 S曲線 (sigmoid curve/S-shaped curve)。

Contractor et al. 認為由於 S曲線中包含正斜率、負斜率、∪型曲線及∩型曲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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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關係，因此過去所有相關文獻中所發現的各種不一致結果，皆能獲得合理的解

釋。本研究以下根據 Contractor et al. (2003)，將廠商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歷程劃

分成三階段，重新以相關理論配合實證發現，整理各階段中影響國際化與績效關

係的各項因素，詳如表 2.2所示。 

表 2.2中本研究將廠商國際化歷程化分成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廠商剛跨

越國界，對國際化做初步的涉入。在此階段，除了可能帶著自擁優勢進行跨國移

轉所帶來的利益外，取得廉價的原料及人力，或是依循國際產品生命週期將生產

移轉至相對落後國家或新興市場中，都能替初跨國界的廠商帶來一些利益。然而

對大部分資淺、欠缺資源與經驗的國際企業而言，其面對的成本恐怕更高，包括

對環境陌生的海外不利因素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初期學習效果不彰、生產

或銷售未達規模經濟、面對不熟悉的交易夥伴及機構環境制度所導致的交易成

本、文化距離過大、管理溝通協調的組織能力不足等，都對企業績效形成負面傷

害。整體而言，處於國際化初期的廠商之國際化成本可能大於國際化利益，使其

績效與國際化程度間呈現負向關係。 

國際化進程模式的基本假設認為：知識的缺乏對國際化營運是很大的障礙，

而不可獲缺的知識大部分可以經由到國外的營運取得。因此，當廠商逐步加深其

在國際市場的涉入而達到某一程度後，透過學習效果，影響績效的各項因素會有

所消長。首先，國際企業對地主國環境不再陌生，或者透過在當地建立起來的網

絡關係，可以協助克服初跨國界的海外不利因素。學習曲線效果隨著時間經過加

速發酵，廠商跨國管理、溝通、協調、運籌等組織能力為之精進，開始對績效產

生正面的助益。隨著規模的擴增，使得廠商生產、研發等各項成本的攤提可以獲

致規模經濟；而地理市場的適度多角化，也讓廠商更容易進行跨國套利、採取差

別定價、進行內部移轉、規避稅賦、運用市場力量 (market power)、進行市場機

會搜尋 (global market scanning) 等，產生範疇經濟及綜效。對交易對象及各國法

規限制逐漸熟悉後，廠商會採取最適的統治結構來降低交易成本。上述種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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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際化歷程各階段影響績效因素之彙整 

相關理論基礎(1) 影響績效因子 
第一階段

(負斜率)
第二階段

(正斜率)
第三階段

(負斜率)
支持文獻(2)

SM 海外不利因素 －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Zaheer (1995) 

OL；SM 學習成本與效果 － ＋ ＋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IO 規模經濟 － ＋ － Hitt et al. (1997); Kogut (1985) 

IO 範疇經濟  ＋ － Grant, Jammine, and Thomas (1988); Rugman (1981) 

OLI 自擁優勢 ＋   Dunning (1988); Hymer (1976) 

RBV；OL 資源累積及運用  ＋  Fladmoe-Lindquist (1994);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RBV；OL 能力培養  ＋  Kim et al. (1993);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TC；IT 交易成本 － ＋ － Hennart (1991) 

IPLC 延伸產品生命週期 ＋  － Vernon (1966); Contractor et al. (2003) 

OLI 廉價原物料及勞工 ＋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Dunning (1988) 

NT；SM 市場力量與機會搜尋  ＋ ＋ Grant (1987) 

SM 文化距離 －   Davidson (1980); Evans and Mavondo (2002);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RBV；OL 管理溝通協調能力 － ＋ －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Grant (1987) 

 綜合影響 － ＋ －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註：(1) IO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產業經濟理論；IPLC (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國際產品生命週期；IT (Internalization Theory) 內部化理論； 
NT (Network theory) 網絡理論；O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組織學習觀點；RBV (Resource-based View)資源基礎理論；SM (Stage Model) 進程模式；
TC (Transaction Cost) 交易成本理論；  

(2) 表格篇幅有限，各影響因素僅列舉一、二相關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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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有助廠商提升績效；然而在第一階段中原本帶來利益的各項因素，也可能發

生變化。例如：隨著各國經濟發展轉趨成熟，廉價的原物料及勞工來源，會越來

越難尋，廠商的競爭優勢不容易繼續建立在此條件上。整體而言，達到適中國際

化程度的廠商，其績效大致顯著較原本停留在第一階段時的績效為佳，使得國際

化程度與廠商績效在此階段呈現正向的線性關係。 

當廠商繼續深化其國際化的程度後，可能會超越國際化程度的最適水準，而

對績效產生不良影響。因為在此階段的廠商，其過度國際擴張所引發的成本，可

能超過國際化所帶來的利益。Contractor et al. (2003) 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

是過度擴張的結果，促使廠商進入經濟開發較為落後的國家或市場，而這些國家

或市場的潛在利潤並不高；二是過度擴張的結果會使得企業跨國管理及協調的成

本大幅上升。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認為廠商處於不同文化環境國家的

數目太多，交易成本及管理成本會隨之上升；而管理者能力上的限制，也使得廠

商績效不可能隨國際化程度的加深而無限向上提升 (Grant, 1987)，其他學者 

(Hitt et al., 1997; Tallman and Li, 1996) 亦支持國際擴張過度會對廠商績效帶來負

面影響的論點。根據上述文獻，此似意味著在第二階段國際化帶給廠商的正面效

果有其極限，當超越某一最適水準後，國際化對廠商績效反而產生不良影響。因

此，第三階段下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會再度呈現負向的關係。綜合三個階段下

國際化對廠商績效的影響，應如次頁圖 2.1所示。 

根據前述之討論，國際化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影響應呈現何種圖像？首先

若單純從國際化的程度來看，依照 Knight (1997) 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定義：「一

家公司在剛創業時或稍後，隨即尋求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其產品，而且海外產品銷

售收入佔總收入相當之比重」，則國際新創事業在圖 2.1 的曲線中，應屬於第二

階段及第三階段的國際企業，因為其在海外之銷售額已達一定之比例。

 13



               廠商績效 

                    低             中              高 
                    度             度              度 
                    國             國              國 
                    際             際              際 
                    化             化              化 
                    廠             廠              廠 

        商             商              商 
                                        國際化程度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圖 2.1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 S曲線關係 

資料來源：修改自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A three-sta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 link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4(1), p.7. 

 

其次若從時間的角度來看，國際新創事業雖然屬於創業初期，而可能要需面

對如第一階段廠商初跨國界時的各種不利因素之影響；然而若根據本文前述有關

國際新創廠商特徵及性質之描述，國際新創事業應已能妥善因應第一階段各種不

利因素的衝擊。先就創業家的因素來看，諸多文獻 (Ibeth, 2003;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McDougall et al., 1994) 已經指出創業家本身是形成國際創業的重

要因素之一，這些創業家或已經具有豐富的海外生活及工作之經驗、或有較高的

全球導向 (Harvest et al., 2000)、或具備所需之教育背景與訓練 (Kundu and Katz, 

2003)、或已在早期活動中發展出跨國的網絡關係 (McDougall et al., 1994)，創業

家的動機與企圖心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形成更是重要 (McDougall et al., 1994)。這

種鑲嵌在創業家本身的國際化資源，對於克服初跨國界所需面對的較高之海外不

利性、文化距離過遠、學習成本較高、網絡資源不足等困難，具有絕對實質之幫

助。其次，學者們對於國際新創事業的創業時點之認知仍然模糊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7)，由於這些廠商多具備豐富的國際

經驗，也可能已經從事過許多「出口前的相關活動」 (pre-export activities)，而

且許多國際化活動的規劃及決策也應當都是在創業以前就已經成形，所以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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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and Gartner, 1988) 認為創業廠商的創業時點之認知，應可向前延伸至企業

正式設立營運以前。此暗喻著國際新創事業的創業時點不必然是在公司正式設立

營運的時間點上，創業前的各種資源累積、活動參與及規劃決策，使得國際新創

事業得以跳脫 (leapfrog) 第一階段的艱困期，直接邁入國際化的第二階段。 

綜合上述，無論是依據國際化程度的標準或是根據創業時點的認知，都支持

國際新創事業在圖 2.1的國際化歷程中，屬於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的廠商。基此，

本研究認為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與其績效間的關係，應呈現∩型的曲線關

係。亦即創業初期適度的國際化程度可以替國際新創事業帶來正面的績效提升，

然而若廠商在創業初期即採取高度國際化的策略，其國際化程度很可能會超越某

一最適水準，而對企業績效產生不良之影響。Zahra and Garvis (2000) 也發現國

際企業的創業程度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CE) 與資產報酬率

(ROA) 間，呈現∩型的曲線關係，此發現間接支持上述之論點。據此，本研究

提出第一項假說 1a： 

假說 1a：台灣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國際化程度與績

效間，呈先增後減的∩型曲線關係。 

為對照國際化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意涵與非國際新創事業間的差異，本研

究先以國際化及創業兩構面，對所有廠商進行分群，並賦予名稱。分群結果如表

2.3所示。根據表 2.3，本研究擬採取二種比較基礎，茲分述如下： 

(1) 國際化觀點：「國際新創事業 」與「低度國際化廠商 」之比較 

為對照出國際化對不同類型廠商績效的影響，本研究選擇比較「國際新創事

業」(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與「低度國際化廠商」  (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表 2.3中的「本土新創事業」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firms) (表 2.3之 ) 

與「低度國際化新創事業」 (low-internationaliz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表 2.3之

) 無法確知其將來是否會發展成為國際新創事業 (INV)，同樣的本研究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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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創立三年以上而目前為高度國際化之廠商 (highly-internationalized firms) 

(表 2.3 之 ) 在過去是否曾為國際創業廠商  (INV)，為避免混淆效果 

(confounding effect)，本研究將 、 及 三類廠商予以排除。另由於本比較基礎

探討的焦點在於國際化對廠商績效的可能影響，因此設立年限在三年以上而完全

未國際化的廠商，亦不適合列入本比較基礎之列。最後比較對象僅剩「低度國際

化廠商」 (表 2.3之 )，其特徵在於其設立年限較久，國際化程度較低或適中，

一方面其表徵接近「進程模式」中國際化初期之廠商，另一方面也因為與「國際

新創事業」接近完全互斥 (mutually exclusive)，得以避免混淆效果，因此，最後

比較的對象設計為群體 及群體 。 

表 2.3 比較群體之選擇 

國際化程度 

創業年數 
國際化程度=0 0<國際化程度<0.3 國際化程度>=0.3

 
設立年限<=3 

 
本土新創事業 

D.E.F. 

 
低度國際化新創事業

L.E.F. 

 
國際新創事業 

I.N.V. 
 
設立年限>3 

 
本土廠商 

D.F. 

 
低度國際化廠商 

L.I.F. 

 
高度國際化廠商 

H.I.F. 

D.E.F.=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Firms；L.E.F.=Low-internationaliz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I.N.V.=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D.F.=Domestic Firms 

L.I.F.=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    ；H.I.F.=Highly-internationalized Firms 

(2) 創業觀點：「國際新創事業 」與「本土新創事業 」之比較 

從創業角度來比較不同國際化程度的創業廠商間之差異，亦有其意義。例

如：同樣皆為設立三年內的新創廠商，已經快速國際化的廠商相較於完全未國際

化的廠商，其在各變數構面及績效上是否有顯著差異，相當值得深入探討。在此

比較基礎上，本研究設定的比較群體為「國際新創事業」 (表 2.3 之 ) 及「本

土新創事業」 (表 2.3之 )。Harveston et al. (2001) 曾進行類似之比較，其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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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包含完全未國際化及低度國際化的新創廠商，但本研究認為根據定義，已經進

行低度國際化的新創廠商將來可能轉變成國際新創事業的機率並不低，在無法判

別這些暫時僅達低度國際化的廠商在將來會不會變成國際新創事業的情形下，為

避免造成混淆效果，本研究乃將之排除。至於剛創業而目前仍未採取任何國際化

活動的廠商，在將來雖也不排除可能突變成國際新創事業，但其發生的機率相對

低很多，因此本研究乃將此類廠商定義為「本土新創事業」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firms)，並以之做為創業基礎上的對照廠商。然而考量本研究之主

要研究目的及篇幅限制，本研究不擬針對「本土新創事業」與「國際新創事業」

之比較發展假說，僅於統計分析及討論部分納為比較之參考。 

本研究所定義的第一種對照組廠商－「低度國際化廠商」  (low- 

internationalized firms) (表 2.3 之 )，其特徵如國際化進程模式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所描述，採取緩慢而漸進的國際化策略。因此這類廠商雖然距離創

業已有相當之時間，但在國際化的時程與速度上，會表現出雖已進行海外銷售或

跨國營運，但其國際化程度仍未達一定之水準。以圖 2.1 的S曲線觀之，這類廠

商屬於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國際企業；換言之，低度國際化廠商在進行國際化

初期，必須先面對海外負債、學習效果不彰、不具規模經濟、缺乏範疇經濟及管

理協調能力不足等劣勢，而在達到一定程度的國際化之後，國際化的利益才會超

過國際化的成本，使得績效向上提升。因此，國際化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的影

響型態會迥異於對國際新創事業的影響，而呈現出先遞減、再遞增的∪型曲線關

係。據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1b： 

假說 1b：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 (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 的國際化程度與

績效間，呈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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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新創事業優勢與績效之關係 

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RBV) 主張以企業資源的觀點來解釋

存在於廠商間的異質性。Barney (1986) 提出透過策略要素市場交易廠商策略資

源要素的概念後，更進一步賦予「資源」較明確之定義，認為資源必須吻合具備

經濟價值、稀少、無可模仿及持續性四項條件 (Barney, 1991)，而具備這些條件

的資源，正是提供廠商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最主要來源。這種資源基礎的概念被延

伸至國際企業的管理意涵上，Caves (1996) 以「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

來含括解釋多國企業的非屬生產性 (non-production base) 資產的特質，而這種

「專屬性資產」又被進一步概念化成多國企業具備「產品差異化」的能力 

(capabilities of differentiating products) (Caves, 1996)。此產品差異化的能力不僅有

別於傳統上大型國際企業常常被認知的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或其他優勢 

(Buckley and Casson, 1979; Dunning, 1988)，也是中小企業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生存

競爭的重要優勢來源之一 (Qian, 2002)。 

由於許多國際企業學者沿用「產品差異化」的概念來探討廠商優勢對績效的

影響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Hitt et al., 1997; Kotabe, Srinivasan, and Aulakh, 

2002)，並慣以「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來替代衡量廠商所擁有的技術

資產及行銷資產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Lall and Siddharthan, 1982)，故本研

究以下針對此二變數探討其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之意涵。 

一、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 

由於知識容易跨國移動的關係，使得技術資產較容易在國際市場間進行移

轉，Rugman and Verbeke (1992) 稱之為「不受限於區域內」 (nonlocation-bound) 

的廠商優勢；意即廠商在跨國移轉技術資產時，通常不需做過多的調整即可運用

於地主國。據此，若產業內的知識密集程度較高 (如高科技產業)，則可推論該

產業內廠商跨國運用其技術資產的機會亦較高，因而提高該產業內廠商國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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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 (Reich, 1991)。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認為國際新創事業通常因為規模較小，故常需

以知識做為獨特優勢來助其跨入國際市場。Oviatt and McDougall (1995) 探討 12

家國際新創事業的個案後，發現這些新創事業的規模的確普遍較小，而幾乎所有

個案廠商都陳述其必須依賴獨特的產品或獨特的核心技術來進入國際市場。

Rennie (1993) 也將國際新創事業描述為「通常在重要的國際利基市場中，製造

運用最先進技術的產品」，以及「透過創新技術與產品設計所創造的品質與價值

來競爭」。根據以上之論述，促使國際新創事業採行高度國際化策略的重要推力

之一，即在於其本身具有容易跨國移轉的獨特技術優勢所致。聯合國 (UNCTAD, 

1993) 的資料也證實許多國際新創事業都存在於高科技產業之中，此現象間接支

持了國際新創事業具有高技術密集特性之論點。 

在相關實證研究上，Eriksson, Johnson, Majkard, and Sharma (1997) 於探討高

科技廠商國際化的研究中，發現具有較高技術密集度的科技廠商在進行國際擴張

的過程中，所認知的成本會比僅具低技術密集的廠商來的低；換言之，高技術密

集的廠商具有較高的國際化傾向。此外，許多探討出口績效的文獻也都認為廠商

的技術優勢有助於出口績效的提升 (Tesar, 1977)。這些研究所證實的技術資產與

國際化程度間之正向關係，並不僅存於大型企業之中，在中小企業亦然。

Nassimbeni (2001) 針對樣本平均員工人數僅 17人的義大利小型廠商進行實證，

證實創新活動與小型廠商的出口績效間也存在正向關係；Walters and Samiee 

(1990) 對小型高科技廠商的研究，也有類似之發現。再從國際化程度與研發活

動間的關係來看，Hitt, Hoskisson, and Kim (1997) 實證發現廠商的國際多角化程

度與其以研發支出衡量的創新程度間，存在正向之關係。此意味著國際化程度較

低的廠商，傾向減少其研發支出，因此創新程度亦較低。由於低度國際化廠商的

國際化程度遠低於國際新創事業，因此本研究預期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應

顯著高於低度國際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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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不論是概念上的推論、統計數據的證明及實證研究的發現，都傾

向支持國際新創事業具有高技術密集之特性。因此，本研究提出有關國際新創事

業研發支出的第二項假說： 

假說 2：台灣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研發密集度高於低

度國際化廠商 (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 的研發密集度。 

二、研發支出與績效之關係 

過去許多國際企業文獻已經針對不同研發活動的性質  (Kotabe et al., 

2002)、在不同國家背景中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Jung, 1991)、對不同規模的

企業之影響 (Jung, 1991; Qian, 2002)，進行多方探討。Jung (1991) 針對美國大型

國際企業進行研究後，發現廠商獨特知識之優勢對國際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之影

響，此發現在日本也同樣獲得證實 (Delios and Beamish, 1999)。雖然 Lall (1983) 

認為新興國家中的廠商所具有的技術優勢跟已開發國家中的廠商並不相同，主要

是開發中國家廠商的創新更適合於小規模的生產；但在以新興國家 (例如：台灣)

廠商為實證對象的研究中，依然證明研發支出與廠商績效間的正向關係 (喬友

慶、于卓民與林月雲，2002)。不僅如此，在 Qian (2002) 同樣以美國中小企業

為實證對象的研究中，再度證實研發投入對各種規模的廠商績效之正向影響作

用。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 將廠商的創新活動區分為程序創新 (process 

innovation) 及產品創新 (product innovation)，在 Kotabe et al. (2002) 的實證中，

也證明兩者對廠商績效都有顯著之影響。綜合上述，國際企業相關文獻大部分支

持廠商對研發活動投入的程度會正向影響其績效。 

儘管國際企業文獻普遍支持研發創新與廠商績效間的正向關係，但一些學者

卻發現研發活動與公司績效間呈反向的關係 (Chan, Martin, and Kensinger, 1990; 

Mank and Nystrom, 2001)，因而質疑研發活動的投資收益可能相當低 (Rouse and 

Boff, 1998)。Foster (1982) 對這種廠商進行研發投資卻反而不利績效的現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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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活動的「報酬及生產力」角度提出解釋。Foster (1982) 認為公司對研發活動

的投入與研發績效間，會呈現 S型的曲線關係，稱之為 S-curve。由於此 S曲線

的斜率可視為研發投資的「生產力」 (productivity) (Becker and Speltz, 1983)，因

此 S曲線帶給廠商兩種研發投入上的意涵：一是在研發投資初期，研發投資並不

會展現立即的成果，因為研發投入初期的生產力通常不佳。廠商必須持續投入研

發活動達到某一水準之後，才能使研發投入的生產力快速提升，以展現較佳的研

發成果。這種現象意味著研發投資可能存在某一門檻效果 (threshold effect)，未

達門檻的研發投資額非但無法替廠商帶來正面的績效，反而可能對廠商績效產生

不利影響，Becker and Speltz (1983) 將此階段的研發投資稱為「管理不適區域」 

(management discomfort zone)。Omta, Bouter, and van Engelen (1994) 針對美國製

藥廠商的研究顯示，製藥廠商的研發投資額必須達到一億五千萬美金至二億美金

左右，才能維持其創新潛力，而具經濟規模的研發投資額則高達七億五千萬美金

左右，此現象說明了某些產業中的創新活動確實存在門檻效果，也符合 S曲線的

預測。 

其次，S曲線還意味著由於技術進步有其極限，高度的研發投入不一定能替

廠商帶來等比例的績效提升，因為持續投資研發活動到達某一臨界值後，研發活

動的生產力會為之下降，稱之為研發活動的報酬率遞減 (decreasing returns to 

R&D)，此時再多的研發投資不但無法替企業帶來進一步的績效提升 (Becker and 

Speltz, 1983)，反而可能有虛擲經費之虞而損及企業績效。 

雖然實証資料顯示某些產業之中的確存在研發投資與績效間的門檻效果，但

此效果是否適用所有不同特性的產業及廠商 (例如：國際新創事業)，仍有待證

明。在知識密集產業之中，大部分廠商為求生存及建立競爭優勢，會主動積極投

入創新研發活動，此可由高科技產業的廠商研發投入與成果 (如：較多的專利權

數目及較高的研發密集度等) 之關係中獲得驗證。然而當大部分競爭者都採取相

同的高研發支出政策時，個別廠商要建立更為突出的創新優勢之門檻乃為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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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scraft and Scherer, 1982)。因此，研發活動的績效門檻現象，在知識密集的

產業中可能比在非知識密集產業中更為明顯。學者慣用重研發、高知識密集的製

藥業 (Omta, Bouter, and van Engelen, 1994) 來凸顯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就是很

好的例證。其次，由於小型企業或剛創業的廠商，其資源與能力較為缺乏，不易

承諾投入較高的研發資源；而即使投入較高的研發資源，也會因為企業規模 (銷

售額) 較小的關係，而不利於研發成本的分攤，所以較小規模或剛創業的廠商也

比較可能面對研發投資初期所帶來的負面效應。雖然另有一些學者對於企業規模

與研發績效間的關係持反向之論點，認為小型廠商反而較大型廠商更具創新能力 

(Kamien and Schwartz, 1982; Schmookler, 1972)，但這些學者們所主張的小型廠商

之創新優勢 (如：較具成本意識、較低的官僚組織成本、人員創意發展較不受限

等)，與研發投資的門檻現象並不違背。因為這些小型廠商的創新優勢或能降低

讓研發投資產生正向績效的門檻，卻無法完全消弭門檻的存在，特別是當門檻的

障礙是由高度創新及競爭激烈的產業結構所形成時。第三，Aw (2002) 認為不斷

投入產業的地主國中小企業會與海外廠商競逐訂單而導致高度競爭的市場結

構，使得新導入的技術或創新會很快的被競爭廠商所模仿、消化及擴散。將 Aw 

(2002) 的論點結合 Hitt et al. (1997) 實証所發現的國際多角化程度與研發支出

間的正向關係，可推論由於高度國際化廠商處於競爭激烈的國際市場，不得不對

研發創新做重度的投資，以維持其在地主國的優勢；換言之，國際化廠商的研發

投資若未達某一程度，可能無法對其績效帶來正面的助益。 

長期以來，由於台灣本國市場規模有限及資源不足，廠商不得不積極跨國開

拓新的市場機會或尋求更為有利的生產因素，其中高度的外銷導向更是台灣典型

島國經濟的重要表徵之一。此外，從台灣外銷廠商的價值活動來看，國際代工一

直是最主要的經營模式。從民國六０年代以降，傳統產業 (如：成衣、腳踏車、

五金工具等產業) 就一直是以海外市場為主要經營範疇，並藉由國際代工方式逐

漸發展成熟。至八０年代以後，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崛起，成為台灣經濟成長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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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力來源，而國際代工的經營模式不僅未見消逝，反而在全球分工益細的環境

下，國際代工規模更為擴大而深化。根據資策會資料顯示 (資訊工業年鑑，

2002)，台灣電子產業除了少數幾項週邊產品 (如：主機板與光碟機) 外，幾乎所

有產品的國際代工 (OEM/ODM) 之產值比重都超過 50%，部分產品 (如：筆記

型電腦與電源供應器) 的國際代工比例甚至超過 90%。在國際代工模式下，國際

大廠通常擁有領先的技術與知識，為了控管供應商產品的品質及交期正常，這些

國際大廠在合作過程中常會進行產品與製程的技術移轉或知識授與，此對代工廠

商能力的提升會有顯著正面的幫助 (林晉寬與司徒達賢，1998；趙郁文，1998)。

由於國際新創事業的出口比重相當高，其與國際客戶產生知識交流或技術移轉的

機率亦高，故比較可能透過這種國際代工模式來獲取研發上的利益。而低度國際

化廠商相對於國際新創事業，雖然也服務國際顧客，但因其比較著重本國市場，

低度的國際導向使其較不易從國際顧客身上獲得明顯的研發利益。因此，國際新

創事業隨著國際化程度的加深，會強化其與國際顧客間的交流及學習，使其在研

發效益上可能表現出學習曲線般的加速效果，而較低度國際化廠商更佔優勢。 

綜合上述，由於國際新創事業通常處於高知識密集的產業、規模較小加上高

度的國際化，可能使得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之門檻效果特別明顯；而研發投

資超過門檻水準之後，透過國際網絡的技術移轉、交流或學習，會加速提升研發

的績效。因此，本研究推論： 

假說 3a：台灣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研發密集度與其

績效間，呈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 

由於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較低，因此 Aw (2002) 與 Hitt et al. (1997) 

所主張的高度國際化會提高國際企業在地主國市場研發競爭強度的影響，將為之

降低，此將使得低度國際化廠商降低其研發投資。再者，由於低度國際化廠商採

取國際代工經營模式的機率較低，向國際夥伴學習的機會減少，刺激研發績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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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升的因素不復存在。最後，由於低度國際化廠商屬於脫離創業期而繼續存活

之廠商，其平均規模較國際新創事業為大，因此創業初期因規模較小所形成的研

發投資最低門檻亦已消弭。綜合上述，低度國際化廠商由於不具備國際新創事業

所特有的高度國際化與創業廠商之特質，其研發投資的績效意涵可能迥異於國際

新創事業的研發績效門檻現象。 

根據前節之論述，低度國際化廠商與國際新創事業所處產業的屬性可能存在

相當之差異，國際新創事業有較高之比例存在於高科技產業之中 (Jolly, Alahuhta, 

and Jeannet, 1992)，產業技術競爭較為激烈，主流技術或主流產品可能未臻成熟，

技術生命週期亦未達於顛峰，市場中的創新機會多專注於產品而非製程 

(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相較之下，低度國際化廠商因為國際化程度較

低，以經營本國市場為主，屬於內需型產業及傳統工業的比例較高，因此技術競

爭程度可能不若國際新創事業所面臨的環境般激烈。由於內需型產業 (例如：食

品、紡織等民生工業) 及傳統製造業 (例如：塑膠、金屬機械等工業) 的產業發

展程度較高科技產業成熟，多數處於產業生命週期之後段 (成熟或衰退)，在成

本競爭壓力下，廠商將創新焦點置於製程創新的可能性較高 (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製程創新與產品創新其中一項主要不同在於研發風險的高低，

產品創新 (例如：新產品開發或競逐成為主流產品的技術規格) 的風險偏高，加

上科技產品的生命週期通常較短，對研發的低度投入不一定有助績效的改善，因

此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自然顯著。反之，製程創新 (例如：改善品質或提高良率) 

的技術風險較低，改善的成果也比較能及時反映在成本的降低及利潤的提升上，

創新效益即時而顯著。然而儘管如此，Foster (1982) 的 S型研發曲線卻也警示著

技術發展有其極限，特別是在成熟產業中，技術發展可能已經達於顛峰而較難產

生重大之技術突破，此時研發投資的邊際生產力已經陡降，與研發成果間難以維

持等比例的關係，過度浮濫的研發投資反將損及績效。綜合上述，考量低度國際

化廠商研發投資活動的性質可能有別於國際新創事業，本研究認為其研發投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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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較容易對績效產生即時顯著的提升效果，但是超過最適效率的研發投資 (研

發投資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效益) 不但無法持續提升廠商績效，反而有損績效。

在本研究第四章對個案廠商 K公司所進行的研究中，也顯示出 K公司以高於同

業甚多的研發投資維持其領導地位，研發績效已反映在高附加價值的產品利潤

上，但其並不願持續提高對研發投資的支出比重，背後的原因正是考量身處產業

成熟度較高的市場，技術發展有其極限之限制。因此，本研究提出有關低度國際

化廠商研發投資與績效關係之假說： 

假說 3b：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 (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 的研發密集度與

其績效間，呈先增後減的∩型曲線關係。 

三、廣告支出與績效之關係 

Caves (1996) 所指的「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 除了廠商的研發創

新能力外，獨特的行銷能力如品牌經營或商標也屬於廠商重要的自擁優勢之一。

然而相較於產品或製程的創新能力，對下游的經營能力如廣告或通路的經營在國

際企業文獻中並未獲得同等的重視 (Anand and Delios, 2002)。Kotabe et al. (2002) 

證實較高的廣告與促銷支出有助提升國際企業在海外的銷售；當國際市場趨於全

球化，對行銷投資較多的廠商也預期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較佳的報酬 (Caves, 

1996; Hennart, 1991)。Morck and Yeung (1991) 發現在大型廠商的國際購併情況

下，投資者對於擁有較高無形資產的廠商會給予較高的評價。除國際企業文獻

外，部分出口相關文獻對廠商在行銷能力上的投資也獲致與績效呈正向關係之結

論。Moreno (1997) 以西班牙總體產業為分析對象，發現廣告支出與出口績效成

正向關係。Kravis and Lipsey (1992) 證實廠商的研發投資與廣告支出兩者皆有助

提升出口績效。 

儘管概念上及部分實証研究都支持行銷廣告對廠商績效會有正面助益，但仍

有其他研究有不同的發現。Delios and Beamish (2001) 實証發現廣告支出對子公

 25



司績效有不利之影響，Lu and Beamish (2001) 也有同樣的發現。出口文獻中，

Sriram and Sapienza (1992) 探討行銷能力對中小規模的出口商之績效影響，並未

發現行銷活動有助績效的證據。因此整體而言，實証研究對於廣告投資如何影響

國際企業績效仍未獲得高度一致之結論。 

企業跨國營運時不僅在面對不同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時必須進行調適外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對於各國顧客間的異質偏好也應調整 (Abrahamson 

and Fombrun, 1994)。Delios and Beamish (2001) 認為這種跨國調適比較可能發生

在行銷資產上，而非技術資產上，因此國際企業跨國移動行銷資產時，必須針對

地主國環境進行調適 (Anand and Delios, 2002)。行銷資產也被學者認為是一種受

限於區域內 (location-bounded) 的獨特優勢 (Rugman and Verbeke, 1992)，因此要

進行跨國移轉有其困難，Dierickx and Cool (1989) 乃認為行銷資產跨國調適是一

種相當耗時的程序，Delios and Beamish (2001) 對日本國際企業的研究證實了跨

國移轉行銷資產的困難。 

Scherer (1980) 認為規模經濟不僅對技術資產的投資有其重要性，對行銷資

產的投資亦然。其理由有二：一是單一 (廣告) 訊息並無法有效刺激顧客採取行

動；二是讓顧客間激起連鎖反應進而產生擴散效果需要耗費相當之時間。基於這

二個理由，Scherer 認為廠商對行銷資產的投資亦應具備一定之規模，方能獲致

經濟效果。Scherer 的論點隱喻行銷資產的投資對廠商績效的影響，也可能具有

門檻效果 (threshold effect)。事實上，長期以來企業管理的研究，特別是行銷研

究已經認知廣告投資對績效的影響可能具有門檻效果的現象，某些詞彙如：

“critical mass”、 “economies of scale”、 “threshold effect” 或 “S-curve” 常被交替

使用於描繪廣告投資的門檻效果上 (Terpstra, 1983)。Terpstra (1983) 將 “critical 

mass” 解釋為：「要產生任何實質影響或有具體產出效果以前，所必須投入的最

少資源或努力」，而將此解釋套用在描繪廣告的效果時，意指「少量的廣告對於

促進銷售並無實質之效果，但是當繼續投資使廣告量達到某一門檻以後，對於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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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就會產生正面的效果。」 (Ackoff and Emshoff, 1975)。Corkindale and Newall 

(1978) 在對從業人員進行調查後發現，87%的實務界人士認為其所投身的產業

中，存在廣告的門檻效果，而一些學界的實証研究也證實廣告投資的確存在門檻

效果 (Bemmaor, 1984; Johansson, 1979; Richards and Patterson, 2002)。 

如前所述，台灣的國際新創事業採取國際代工經營模式之現象可能相當普

遍，此對廣告投資的績效產生某些意涵。首先，在全球專業分工的趨勢下，台灣

廠商常被定位成專業委託製造之角色，價值活動以組裝、加工及接單生產為主，

至多再加上一些產品設計的活動 (如：ODM)，有能力從事最上游的關鍵零組件

之研發設計，或從事下游的品牌與通路經營之廠商並不多見。因此，可預見大部

分處於價值鏈中間位置的台灣廠商在行銷活動的投入及廣告促銷上的需求必然

不高，喬友慶等 (2002) 證實相較於美、日等國，台灣的國際企業在廣告支出上

的水準偏低，平均廣告密集度不及 1%。其次，由於台灣廠商從事的價值活動之

進入障礙不高，附加價值有限，並不容易獲取超額利潤。在此情況下，儘管有些

廠商深具突破之企圖，卻經常在來源國形象負債及現有客戶產生疑慮的不利因素

下，無功而返 (許文宗，2003)。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附加價值的關鍵活動 (如：

行銷與設計) 多數為國際大廠所掌控，使得代工廠商在經營範疇上受到相當程度

之限制 (趙郁文，1998)。 

如前段之推論，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在普遍採取國際代工的經營策略下，導致

廣告支出水準偏低，此推論與先前研究的發現相當吻合。根據研究2，台灣的電

子電機與紡織兩個產業中，國際中小企業的廣告密集度對績效影響之門檻值約在

5%~8%左右，但所有廠商平均的廣告密集度卻不及 1%，亦即大部分的中小企業

之廣告支出都未達到能替廠商績效帶來正面助益的最低有效投資水準。因此，本

研究預期由於大部分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廣告投資未能達到門檻水準，所以尚無

                                                 
2 Chiao, Yu-Ching, Kuo-Pin Yang and Chwo-Ming Yu (2004),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Specific Advantages of SMEs in a Newly-Industrialized Economy,”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2004 National Meeting, New Orleans, US. (Published as Best Selected Proceed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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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顯著提升其績效，致使廣告投資與廠商績效間呈現出負向之關係。此外，

低度國際化廠商雖然採取國際代工的機率或比例較低，但研究數據皆已證實一般

台灣的國際廠商，不論是大型國際企業 (喬友慶等，2002) 或中小型國際企業

(Chiao et al., 2004) 的廣告支出都偏低。因此，本研究同樣預期低度國際化廠商的

廣告投資也未能對廠商績效產生顯著之助益，使得廣告投資與廠商績效間呈現負

向之關係。基此，本研究提出下列有關國際新創事業及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廣告投

資與其績效間關係之假說： 

假說 4a：台灣國際新創事業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廣告密集度其與

績效間，呈負向的線性關係。 

假說 4b：台灣低度國際化廠商 (low-internationalized firms) 的廣告密集度與

其績效間，呈負向的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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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新創事業之市場進入策略 

國際新創事業同時具備了創業及國際化兩項非常重要之屬性，本研究前述章

節已從國際化及廠商優勢之觀點，針對國際新創事業之國際化、研發投資與廣告

投資跟績效間的關係進行探討；本節後續擬另採創業之觀點，繼續探討有關國際

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 (market entry strategy) 、成長策略 (growth strategy) 及

這些策略的績效意涵與風險評估。 

一、市場進入策略之「市場機會」構面 

許多創業失敗的例子顯示新創廠商由於未能選擇正確的事業機會，導致現金

流出的速度遠高於事業所帶來的顧客與獲利 (Timmons and Spinelli, 2004)，因此

市場機會的認知與選擇被認為是整個創業過程中的核心程序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 Timmons, Muzyka, Stevenson, and Bygrave, 1987)。在創業文

獻中已經指出多種市場選擇的分類型態，Timmons and Spinelli (2004) 彙整用來

評估市場獲利潛力的各項因素中，屬於產業和市場構面的因素包括：市場結構 

(集中/分散)、市場規模、產業成長率、市場飽和度及成本結構等因素。此外也有

文獻以產品層次進行創業廠商市場選擇的區隔變數，例如：Park and Bae (2004) 

以產品的成熟度 (產品生命週期) 將市場區分為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 及

既有市場 (existing market)。另有其他文獻以進入時機 (entry timing) 來區辨創業

廠商對市場的選擇 (例如：新進者 (first mover) 或後進者 (late mover))，並認為

不同的進入時機帶給廠商的優劣勢與機會並不一樣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98)。然而，此進入時機的概念，實為產業發展成熟度、成長率或新興/既有市

場等概念的另種反映，在本質上頗為相近。廠商間的競爭強度也是文獻常見的區

隔變數之一，例如將市場區分為主流市場及利基市場 (劉常勇，2002)，前者的

市場規模雖然較大，但廠商間競爭程度亦較高；利基市場的規模較小，但技術上

進入門檻較高，因此遭遇的競爭威脅也相對較低。綜合而言，不論是採取何種變

數來區隔市場，各種市場分類大致是以提供新創業廠商尋找最佳市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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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opportunity) 來做為區隔之目的，因此瞭解每一塊市場區隔背後的機會意

涵，是新創廠商善用這些分類型態的必要前提。 

二、市場進入策略之「技術策略」構面 

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型態中的另外一個構面，經常必須考慮創業廠商本身

的資源或能力。從前段所描述幾種常見的市場分類型態中，不論是集中或分散的

市場結構、新興或現有市場、早期或晚期市場、高成長或低成長市場、主流或利

基市場等，創業廠商所具備的技術能力或研發能力不僅影響其對上述這些市場區

隔的掌握，同時也是影響創業廠商績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Covin and Slevein, 

1990; Robinson, 1999)。 

有關技術策略選擇的課題，稍早之研究並未特別針對技術構面進行分類探

討，而多以廠商對產品或市場區隔之選擇來反映背後的技術或研發策略。例如

Miles and Snow (1978) 所提出有關產品/市場發展的策略導向，並非特別針對技

術策略進行策略型態之分類；然而儘管如此，許多有關技術策略的相關研究依然

架構在這種產品/市場的分類型態上，來反映廠商的技術選擇 (Segev, 1989)。在

Miles and Snow (1978) 的策略分類型態中，「防衛者」 (defender) 的策略以組織

穩定為主要考量，因此較強調產品的品質及成本降低，而非新產品的發展，「前

衛者」 (prospector) 對發展新產品及進入新市場較為積極，「分析者」 (analyzer) 

的策略則傾向模仿「前衛者」已經成功的產品，或將之改良後上市，「反應者」 

(reactor) 則只有在遭受環境變遷之衝擊而產生壓力時，才被動做出反應。 

在創新的觀點上，Freeman (1982) 將廠商的技術策略分為六種型態： 

1. 「攻擊型」 (offensive)：在新產品的創新上，領先競爭者，以達成技術及市

場領導。 

2. 「防衛型」 (defensive)：創新廠商本身雖不希望成為全球領導，但亦不願落

後整個創新的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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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仿型」 (imitative)：在已成熟的技術上，追隨主要領導者。 

4. 「依賴型」 (dependent)：在技術領域願意扮演從屬 (subordinate) 於領導廠

商之角色。 

5. 「傳統型」 (traditional)：指從事傳統工藝、無力創新的傳統廠商，這類廠

商只能對環境的創新變革做出被動的防衛反應。 

6. 「機會型」 (opportunistic)：在快速變遷的市場中尋找新的機會，發現重要

的利基，提供使用者所需的產品或服務。 

與 Freeman (1982) 類似觀點的分類還包括像 Utterback (1994) 的分類型態，

其將廠商概分為「創新者」 (innovator) 及「模仿者」 (imitator) 二大類，前者

致力產生新的技術知識，並努力將其產品或製程的技術設計推廣為新的產業標準

或主流設計；後者則依循產業發展的技術軌跡，針對創新者的產品加以改良。Park 

and Bae (2004) 則以技術能力角度，將創業廠商區分為「先驅者」 (pioneer)及「追

隨者」 (follower)。「先驅者」對研究發展的支出比重較高，因而具備較佳的技術

能力，研發的主要目標著重於市場進入時機 (entry timing) 之掌握；「追隨者」的

研發支出比例較低，技術上相對落後，研發的主要目標則著重在產品品質的提升

及成本的下降。 

Zahra, Sisodia, and Das (1994) 提出技術策略的六個構面，包括：廠商技術創

新的型態 (posture) 與能力、廠商重要技術的目標、策略全球化的程度、技術來

源、技術投資的本質及組織機制。廠商會個別考量這些構面的重要性，並在這些

構面中組織協調出各種不同的策略型態，進而影響技術策略的成功與否。 

除了上述有關技術策略的分類外，部分研究創新議題的學者還嘗試整合不同

的分類型態。Segev (1989) 結合了 Porter (1980) 的一般競爭策略 (成本領導、差

異化及集中策略) 與Miles and Snow (1978) 的分類，提出五種不同的策略：「防

衛者」 (defender)、「成本領導」 (cost leadership)、「分析者」 (analyzers)、「成

本差異化」 (cost leadership) 及「前衛者」 (pro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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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國家背景與產業環境也被反映在後續學者對技術策略的分類上，Lee, 

Bae, and Choi (1988) 將處於開發中國家廠商的技術策略分為四大類：「模仿性學

習」 (imitative learning)、「自力更生」 (self reliance)、「依賴策略」 (dependency)

及「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Chung and Lee (1999) 以技術發展時機 (timing) 觀

點，針對韓國科技事業所採行的科技策略進行觀察，提出異於過去非早即晚 

(early entry and late entry) 的居中進入 (mid-entry) 策略型態，這類廠商在技術發

展上不疾不徐，目標是取得自行研發成本及給付權利金間的最適平衡，以使總研

發成本最低。 

Hung, Liu, and Chang (2003) 針對台灣的科技事業所採行的技術策略進行分

類，以產品組合、研發投入、技術廣度及創新的機構來源等四個構面，描繪出六

種不同的技術策略群組：「機會式代工」 (opportunistic subcontractor)、「多重市

場」 (plural marketer)、「技術探索」 (technology explorer)、「專注品牌」 (focused 

branders)、「層級控制」 (hierarchical controller) 及「專業代工」 (professional 

subcontractor) 等六類科技廠商。研究發現廠商可能在策略群組間移動，某些特

定的移動軌跡較為顯著，例如從「層級控制」及「專業代工」移向「機會式代工」

策略群組，而不同策略群組間的績效也不盡相同。 

三、國際新創事業之市場進入策略 

過去研究創業廠商策略的學者已經指出：以傳統策略分類型態來鑑別創業廠

商的策略差異，可能有所不足。例如：McDougall and Robinson (1990) 認為對於

新創事業競爭策略的分類應不同於過去文獻所提出的一般競爭策略之分類型

態，其以更精細的變數進行群組分析後，得到八種創業廠商的競爭策略類型。

Carter, Stearns, Reynolds, and Miller (1994) 亦認為傳統的策略分類型態 (例如：

Porter及Miles and Snow的分類架構) 在描繪創業廠商所採行的策略上有其限制 

(例如創業廠商規模較小、資源有限)，以 Porter (1980) 的策略分類而言，可能只

有專注策略 (focus strategies) 才適用此類廠商，另兩種策略 (成本領導與差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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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適用 (Rugman and Verbeke, 1987/88)，於是針對新創事業進行更精細的策略

描繪便有其必要。此外，雖然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究已經獲得學界越來越多的重

視，但以國際觀點來探討新創廠商的競爭策略及成長策略之研究卻仍頗為罕見 

(Park and Bae, 2004)。 

根據前節之討論，顯示「市場機會」及「技術策略」二項變數對於廠商在選

擇進入何種市場時，扮演重要之角色。前者在概念上屬於客觀環境，廠商必須具

備環境搜尋 (seeking) 及指認 (identifying) 的能力，方能洞悉其面對哪些有利之

市場機會；而後者則屬於廠商的主觀條件，涉及對有利機會的掌握能力。因此，

創業廠商對市場的評估及選擇，除受本身主觀意圖的影響外，更重要的是創業廠

商本身之資源、能力等客觀條件與所選擇市場區塊間的配適 (fit)。例如：當創業

廠商意欲選擇利基市場來避開主流競爭時，就必須具備與眾不同的資源或能力，

建構出較高的進入障礙，方能攫取利基市場中為主流競爭者所不察或不願加入競

爭的利益，獲得超額報酬。 

Drucker (1985) 提出四種不同類型的創業策略，包括「孤注一擲」、「打擊對

方弱點」、「生態利基」及「改變價值與特性」，前二者的策略目標都在取得產業

領導之地位，以支配整個市場；生態利基策略則強調如何在小市場中取得實質獨

佔的地位，改變價值與特性本身就是一種創新策略，藉由改變產品或服務的實用

性、價值及經濟特性來創造顧客需求。 

Park and Bae (2004) 根據技術能力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產品－市場成

熟度 (product-market maturity) 及目標市場 (target market) 三個構面，將開發中

國家的創業廠商之市場進入策略分為八類。根據創業廠商技術能力的高低，區分

為「先驅者」 (pioneer) 及追隨者 (follower)；產品－市場的成熟度則運用產品

生命週期之概念，區分為「新興市場」 (emerging market) 及「既有市場」 (existing 

market)；目標市場則以地理範疇區分為當地市場 (local market) 及全球市場 

(global market)。此三個構面共呈現出八種不同的市場進入策略。由於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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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之對象以國際新創事業為主，其銷售重心大部分著重於國際市場上，因此以下

僅針對技術能力及產品-市場成熟度兩構面所形成的四種進入策略進行說明，茲

將四種進入策略的屬性差異，彙整如表 2.4所示。 

表 2.4 新創事業之市場進入策略型態 

進入策略 
策略構面 

創新性模仿 早期市場進入 全球利基 全球創新 

產品-市場 

成熟度 既有市場 新興市場 既有市場 新興市場 

成長潛力 中至高 極高 高 極高 

市場不確定性 中 高 中 極高 

技術能力 

技術領先程度 追隨 追隨 領先 領先 

研發投資 中 中 高 高 

技術夥伴 國際 國際 國際 國際 

研發目標 品質/成本 進入時機 產品品質 進入時機 

資料來源：修改自 Park, S. and Z.-T. Bae (2004), “New venture strategie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dentifying a typology and examining growth patterns through case studi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1), p.89. 

「創造性模仿」在字義上有其矛盾，但 Drucker (1985) 解釋為廠商雖採取模

仿策略，但模仿者比原創者更瞭解該項創新，等待原創者推出「近似新產品」之

後，創造性模仿廠商再推出「真正新產品」，以攫取市場。Park and Bae (2004) 定

義採取「創造性模仿」策略的創業廠商，其處於全球的既有市場中，技術上屬於

追隨者，但在本國市場內的新興市場中可能具有較本國競爭者為佳的技術能力。

其所擁有的優勢來自在本國市場中的先進優勢及較佳的技術能力，同時在全球市

場中亦享有追隨者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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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早期市場進入」策略的創業廠商，選擇進入全球新興市場，儘管在此

類市場中的技術變革及產品生命週期都相當短暫，但除了一些成功的全球創新廠

商之外，仍有一些行動快速的追隨者，他們相當瞭解技術與市場的變革，也能制

訂出成功的商業策略來對市場做出快速回應，因此成長相當迅速。這類創業廠商

的優勢來自於上市時機 (time-to-market) 的掌握，技術策略因此著重在產品的及

時商業化，然而一旦市場發展漸趨成熟，這類新創廠商的優勢隨即下降。 

當全球產品市場趨於標準化，由產品競爭邁入成本與價格競爭時，整個市場

由少數幾家具有經濟規模的大型廠商所主導 (Utterback, 1994)，高度資本密集及

需要互補性資產對新創廠商形成了極高的進入障礙。然而高度標準化的產品終究

無法滿足所有顧客，如果新創事業在某些方面能夠透過技術差異化來滿足小型特

定利基市場的顧客需求，也能藉此獲取超額報酬。採取「全球利基」策略的新創

事業正屬於此類廠商，其處於全球既有市場之中，為技術上的創新者，其所經營

的市場或因為不具規模成長太慢，或因為技術上的差異甚難模仿，導致主要競爭

廠商放棄競逐。 

由於在產業剛形塑之階段，會充斥各種不同技術及設計規格間的激烈競爭，

在其間競爭的必要條件就是具備生產新產品所需的技術與知識，而剛創業的廠商

正是提供創新技術的重要來源。因此最後一類新創事業的進入策略被稱為「全球

創新」，採取此類策略的新創事業以高度創新的技術在初萌芽的產業中，競逐成

為設定主流技術規格或產品的領導廠商，其必須積極參與各種國際技術社群，才

能達成將本身的技術規格與設計推展成為產業共通平台之目標。這種創業廠商的

成功受：(1) 先進者優勢能否維持；(2) 競爭技術的出現；(3) 是否具備互補性資

產；(4) 競爭者進入時機等因素所影響。 

劉常勇 (2002) 也將創業廠商的市場策略分為四種類型：(1) 專注早期市

場；(2)改進創新；(3) 利基市場；(4) 價值創造。早期市場的競爭者少，但市場

前景不確定性很高，顧客需求亦不明確，會在早期市場中尋求發展機會的多數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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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創的事業，其中也只有少數能獲致成功。處於早期市場的產品，通常仍存有

待克服的技術障礙及市場認同問題，除非創業者投入大量資源、專注經營，否則

這些障礙都不易突破。所謂改進創新策略，係以既有產品市場的技術為基礎，創

業者透過發掘其中被忽略的市場機會，掌握時機以改良過的創新產品搭配市場行

銷手段，以後發先至之勢搶食市場。此類創業廠商對技術策略的強調不若採取專

注早期市場的廠商，因為掌握市場機會更為重要。利基市場的利潤相對較為豐

厚，但由於市場規模較小，加上技術門檻較高，因此遭遇的競爭威脅也相對較低。

價值創造型的創業廠商其短期經營目標並不在追求利潤，而在企業價值的累積，

所謂的價值不僅包括有形的資產價值，還包括更重要的知識價值、創新價值、顧

客價值及市場價值。 

前述四種分類型態與 Park and Bae (2004) 的分類型態有共通之處而彼此呼

應，其對應關係接近於「專注早期市場－早期市場進入」、「改進創新－創新性模

仿」、「利基市場－全球利基」及「價值創造－全球創新」。此種對應關係顯示以

市場機會及技術觀點來區隔創業廠商的市場進入策略，已受到學者普遍之認同及

接受。由於 Park and Bae (2004) 是晚近最新提出的創業廠商市場進入策略之分類

架構，其以開發中國家的產業為背景，架構中同時納入國際競爭構面之考量，與

本研究之研究背景頗為相似，故本研究以 Park and Bae (2004) 之分類架構為基

礎，進行修正，提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之市場進入策略分類型態，做為後續探討

績效差異及成長策略之基礎架構。 

在Park and Bae (2004) 的架構中，以產品-市場的成熟度將創業廠商面臨的市

場區分為新興市場及既有市場。在概念層次上，產品-市場的成熟度或趨近於市

場機會跟市場潛力，但在操作上如何根據產品生命週期來劃分新興市場及既有市

場，恐較為模糊而難行。因此，本研究先將產品-市場成熟度直接改以市場成長

潛力之概念取代。其次，自七O年代以來，我國政府的經建單位即已發展出「策

略性工業」的產業政策構想，民國七十一年，經濟部成立「策略性工業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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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根據產業關聯效果大、市場潛力大、技術密集度高、附加價值高、能源係數

低、污染程度低等標準選定 151項產品為適用範圍，提供融資優惠、租稅減免、

經營管理與技術輔導等協助。其後於民國八十年，政府在「國家建設六年計畫」

中提出未來十年適合我國發展的十大新興工業項目3，根據新興產業的選定原則 

(技術密集度高、附加價值高、關聯效果大、市場潛力大、能源係數低、污染程

度低等)，選定資訊工業、通訊工業、半導體工業、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污

染防治工業、醫療保健工業、特用化學品與製藥工業、航太工業、消費電子工業

及高級材料工業等十大產業為新興工業，這些新興工業具有以下三項重要之特

性：  

1. 以從事研究發展的高科技為主；  

2. 有高研究發展投資；  

3. 經常不是單一技術，而是重視科技技術的整合。 

政府制訂策略性工業的政策，對於市場機會的創造影響至鉅。表 2.5顯示政

府制訂政策當時 (1992) 所預估之產業成長率，除了消費性電子產業的年成長率

為個位數 (7%) 外，剩餘九項新興工業的年平均成長率皆達二位數以上，而同時

期 (民國 73-83 年) 的平均經濟成長率則由 8.3%下降至 6.6%，此更凸顯被列入

新興工業與高市場成長率之間的密切關係。由於新興市場的選定原則中有一項重

要標準即為市場潛力之高低，因此，本研究乃以廠商所處之產業 (SIC 四碼) 是

否列為十大新興工業為市場分類標準，以之區隔成長潛力高低不同的市場。 

 

 

 

 

                                                 
3 十大新興工業內容及其所推動之相關計畫與重點發展項目，請詳見附錄三。 

 37



表 2.5  十大新興工業個別產業成長率  

單位：億美元 
 1992 年產值 2002 年產值 平均年成長率

通訊工業 18.5 60.6 12.5% 
資訊工業 90.2 330.0 13.8% 
消費性電子工業 21.4 46.0 7.0% 
半導體工業 18.1 72.0 14.8% 
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 36.3 128.7 13.0% 
航太工業 10.2 70.5 24.5% 
高級材料工業 16.0 57.5 15.2% 
特用化學與製藥工業 46.0 122.8 10.8% 
醫療保健工業 3.0 16.5 18.5% 
污染防制工業 13.2 37.6 11.0% 

資料來源：蔡宏明(1996)，「經濟情勢暨評論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頁 1。 

前述論及創業廠商能否適時掌握市場機會，仍有賴於其本身所具備的客觀條

件，包括：資源、能力或優勢。本研究延續前段對國際新創事業廠商優勢之探討，

以本研究衡量廠商優勢中的「研發能力」替代 Park and Bae (2004) 分類架構中的

技術能力，並依廠商的研發能力，區隔其研發密集度之高低。以市場機會及廠商

優勢所架構出的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型態，如表 2.6所示。 

表 2.6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分類型態 

研發能力 
(R＆D capability) 

廠商優勢

 
市場機會 

低研發密集度 
(Low R&D intensity) 

高研發密集度 
(High R&D intensity)

策略性工業 
(Strategic industries) 

早期追隨創業 
Followers in early market 

技術創業 
Technological start-ups 市場成長潛力 

(Market growth  

potential) 非策略性工業 
(Non-strategic industries)

後進模仿創業 
Late entrepreneurial imitators

利基創業 
Niche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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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內涵、報酬與風險 

採取「後進模仿創業」 (late entrepreneurial imitator) 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

在創業初期選擇進入市場成長潛力及產品附加價值兩者皆低的國際市場中，加上

在進入時機上屬於後進者，市場的不確定程度較低，因此具有較低之創業風險。

這類創業廠商選擇投入較少的研發資源或是採取模仿策略在國際市場中與一般

廠商競爭，研發較側重於程序創新 (process innovation) (Kim, 1997)，目標主要以

提高產品品質及降低成本為主，台灣過去傳統產業盛行的國際代工與此策略型態

相近。 

採取「早期追隨創業」 (followers in early market) 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選

擇進入具有高度成長潛力的國際新興產業，由於進入市場的時機很早，面對的市

場風險較高，其選擇以較低的研發投入追隨技術領導廠商來因應市場的不確定

性。「彈性」與「速度」是這類廠商重要的競爭優勢，因為在市場主流技術規格

或產品仍未臻成熟之際，其必須具有敏銳的判斷力及應變彈性，上市時機 

(time-to-market) 是能否獲利的重要關鍵，此種策略在本質上近似於「實質選擇

權」 (real options) 且戰且走的概念。 

部分國際新創事業雖然選擇進入成長潛力較低的國際市場，但因為其避開與

主流廠商在主流市場上競爭，同時採取高度的研發投資來建立某一特定市場的技

術門檻或進入障礙，因此仍能在低成長的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此種國際進入策

略型態稱之為「利基創業」 (niche entrepreneurs)。這類廠商的優勢在於具備指認

出 (identify) 既有市場中的另類市場機會以及透過獨特優勢建立進入障礙的能

力，此類市場的規模較小，但競爭程度亦相對較低，市場風險較「早期追隨創業」 

(followers in early market) 廠商為低，利潤亦較為豐厚 (劉常勇，2002)。「利基創

業」與「後進模仿創業」雖然都處於低成長的成熟市場之中，但兩者最大的差別

在於：前者在經營策略上採取「我也是」(me-too) 的模仿策略，反映在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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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屬於較低度的投資水準，而利基創業廠商並不選擇在主流市場中競逐，而是透

過重度的研發投資來建構起自身的利基後，或選擇經營小眾市場區隔，或以產品

差異化經營不同的市場區隔 (個案研究中的 K 公司個案，即為一明顯之例證)。

因此在分類型態中，「利基創業」策略的重要內涵是將「利基」與「研發能力」

進行連結，透過研發投資所建構的利基或進入障礙，使其有別於成熟市場中的一

般競爭者。 

「技術創業」型的國際新創事業選擇進入具有高成長潛力的新興產業，屬於

早期進入者，但與「早期追隨創業」廠商不同的是其屬於高度研發密集度的新創

事業，希望透過研發投入建立技術領導之地位。這類廠商必須同時面對不確定的

市場風險及尚未成熟的技術風險，在四類廠商類型中所面對的不確定性最高，風

險也最大；然而其一旦在日趨明確的新興市場中建立起技術領導之優勢時，所獲

得的報酬也最為豐厚。 

根據上述對國際新創事業進入策略內涵之描述，茲將各進入策略之報酬與風

險影響因素重新彙整，如表 2.7所示。 

表 2.7  影響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報酬與風險因素 

進入策略 
報酬－風險 

後進模仿創業 早期追隨創業 利基創業 技術創業 

影響報酬之因素 
市場成長性 低 (－) 高 (＋) 低 (－) 高 (＋) 

市場規模 大 (＋) 小 (－) 小 (－) 小 (－) 

產品附加價值 低 (－) 中 中 高 (＋) 

進入時機 晚 (＋－) 早 (＋－) 晚 (＋－) 早 (＋－) 

產業競爭強度 高 (－) 低 (＋) 低 (＋) 高 (－) 

政府政策有利性 低 (－) 中 低 (－) 高 (＋) 

影響風險之因素 
市場風險 低 (－) 高 (＋) 低 (－) 高 (＋) 

技術風險 低 (－) 中 中 高 (＋) 

註：(＋)表示報酬或風險較大；(－)表示報酬或風險較小；(＋－)表示對報酬或風險的影響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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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and Bae (2004) 認為技術能力、市場成熟度及國際競爭三者是影響創業

廠商績效的重要因素，當廠商選擇進入新興市場而非既有市場、以國際競爭取代

本國競爭及建構出優於競爭者的技術能力時，都有較高的機會獲致較佳績效。

Park and Bae 的部分論點獲得台灣廠商實證資料的支持，Hung et al. (2003) 針對

台灣高科技廠商的研究發現採取「技術探索」 (technological explorer) 策略的廠

商，其事業績效顯著優於採取其他策略類型的廠商，例如代工廠商。再檢視表

2.7中各種策略型態下影響廠商報酬因素的彙整，也大致反映 Park and Bae (2004) 

之主張： 

1. 以市場成長性而言，「技術創業」及「早期追隨創業」選擇進入策略性工

業市場，因此其所面臨的市場潛力較大、機會較多。 

2. 就市場規模而言，因為傳統非策略性工業的市場發展較為成熟，主流產品

與技術已然成型，顧客需求穩定，因此市場規模必然較新興市場為大；然

而由於「利基創業」廠商傾向避開在主流市場與領導廠商競爭，選擇在小

眾利基市場成為實質獨佔之廠商，因此市場規模亦不大。 

3. 產品的技術密集程度會反映在產品的附加價值上，因此「技術創業」的高

研發支出使其能以技術加值方式來提昇產品的價值與利潤；反之，「後進

創業模仿」廠商以低技術密集的產品在既有的市場中求生存，要獲取超額

報酬的機率較微。 

4. 關於先進者 (first-mover) 所具有的優勢在文獻上已多所闡釋，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98) 發展了一個理論架構，認為技術領先、資產的先

佔及買方的轉換成本等，皆是先進者的優勢來源。然而先進者雖佔有先

機，卻不保證能贏，有時後進者也能透過搭便車、等待技術與市場不確定

性降低、顧客需求轉變或先進者的組織惰性等，而獲取另種優勢。 

5. 就產業競爭強度觀察，策略性工業處於產業生命週期之早期，屬於初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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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長之階段，競爭廠商為數可能不多，但因為支配市場的技術規格及

主流產品仍未出現，因此在廠商都希望成為產業規格制訂者的競爭目標

下，廠商間的競爭產生高度互動而趨於白熱化，此對廠商的生存及獲利都

形成嚴苛之挑戰，特別是以「技術創業」廠商為然。因為同屬策略性工業

的「早期追隨創業」廠商，其以技術追隨的策略來降低技術研發之風險，

因此生存及獲利條件較「技術創業」廠商略佳。「後進模仿創業」廠商屬

於傳統非策略性工業，一般處於產業生命週期的成熟或衰退階段，此類產

業的結構若非已由大型廠商瓜分市場而形成寡占，則必充斥為數眾多的小

型廠商而趨於完全競爭，新創業的廠商身處此二類產業結構下，要獲取超

額利潤並不容易。 

6. 最後，為政府政策性扶持的策略性工業，能享有各種政策優惠，包括：稅

賦減免或優惠、研發經費的補助、貸款協助、基礎設施的改善、經營管理

與技術輔導及針對重點項目所推展的輔導計畫等協助，因此在經營條件上

具有制度性優勢。 

綜合上述，四種不同國際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所面臨的市場機會不同，

廠商具備的優勢也有差異，即使以站在策略兩端的「技術創業」及「後進模仿創

業」廠商相較，在影響績效的因素上也各有優劣。例如：「技術創業」廠商相較

於「後進模仿創業」廠商雖在市場成長、產品附加價值及政府政策優惠享有優勢，

但「後進模仿創業」廠商則享有市場規模較大、需求穩定及後進者之優勢。因此，

本研究認為採取不同市場進入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在市場達到均衡而不存在套

利機會的條件下，其績效應無顯著之差異，據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項假說： 

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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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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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經營風險 (Ghoshal, 1987; Roth, 1992)，然而先前

文獻 (Shrader et al., 2000) 卻指出有關國際企業如何面對事業風險及如何管理風

險的研究卻相對缺乏，特別是對於小型新創事業如何成功管理其進入海外市場所

衍生的風險，所知更是有限 (Shrader et al., 2000)。Miller (1992) 所提出的國際企

業風險類型及管理架構，被部分學者 (Shrader et al., 2000) 認為是少數相關文獻

中，具有整合性之重要研究。Miller (1992) 認為國際企業所面對的風險，源自三

個層次的不確定性： 

1. 一般環境不確定性：包括政治、政策、總體經濟、社會及天然等不確定

性因素。 

2. 產業不確定性：受到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及市場競爭三種不確定因素所

影響。 

3. 公司不確定性：源自於公司營運、企業責任、研發成果、信用風險及代

理人行為的不確定性。 

當上述各層次的影響因素之不確定性越高時，國際企業的經營風險就越高。在

Miller (1992) 的風險評估架構中，運用屬於產業層次的產品市場及競爭不確定

性，以及屬於公司層次的研發風險之概念，可針對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的

隱含風險 (inherent risk) 進行評估。 

在市場風險的軸度上，策略性工業產品的市場未臻成熟，主流產品尚未支配

市場，各家廠商仍在競逐成為技術規格制訂者，顧客偏好亦在探索階段，整體的

市場風險 (market risk) 相當高。反之，傳統非屬策略性工業的市場，由於市場

結構穩定，顧客需求明確，來自產品及市場的不確定相對較低。在技術研發的風

險上，Miller (1992) 認為研發成果的不確定性會替國際企業帶來較高的風險。本

研究前段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之探討，也顯示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對國際

新創事業特別明顯。這種門檻效果除反映出研發活動必須具有經濟規模之條件外 

(Foster, 1982)，來自研發成果的不確定、技術生命週期過短、競爭者模仿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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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外溢與快速擴散等不利因素，都是研發活動增加廠商經營風險的原因。因

此，當廠商的研發密集度越高時，其所面對的技術風險就越高。 

至於政府對策略性工業的支持與補助之影響，本研究認為主要應當反映在績

效的提升，而非風險的降低上。因為政府的政策支持及補助或可分攤廠商的研發

成本及降低稅賦負擔，但此並無助於降低廠商所面對來自於市場及技術發展上的

雙重不確定性，因為這兩種風險來源大抵為市場機制所支配，政府在其中所能干

擾或調節之部分甚微。因此，在推論風險差異時，乃排除策略/非策略性工業因

素之影響。 

在市場風險及技術風險的綜合考量下，四種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的隱

含風險可能高低有別。「技術創業」廠商處於具有高市場風險的策略性新興工業

內，又採取技術風險較高的高研發支出策略，在兼具高市場風險及高技術風險的

情況下，整體創業風險可能較採取另外三種進入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為高。反

之，「後進模仿創業」廠商因為屬於傳統的非策略性工業，市場風險較低，再者

其對研發投資採取保守的策略，以技術追隨為主，因此研發風險亦低，在市場風

險及技術風險皆低的情況下，可能表現出最穩定財務績效 (風險最低)。據此，

本研究提出有關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隱含風險的第六項假說： 

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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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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