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樣本分配與產業差異 

本研究從 1996 年資料庫中共篩選出 119 家國際新創事業及 1,174 家低度國

際化廠商做為統計分析之樣本，二個樣本的產業分配狀況如表 4.1所示。低度國

際化廠商樣本大致平均分佈於四個產業之中，其中資訊電子產業樣本所佔比例最

低 (23.4%)，而化學工業樣本所佔比例最高 (27.9%)，兩者距離理論比例 (25%) 

皆相去不遠，卡方檢定之結果顯示四個產業的樣本比例差異未達顯著水準。國際

新創事業的產業分佈則較不均勻，其中以電子資訊產業最高，達到 49.6%，接近

總樣本數之一半，而來自化學工業的廠商樣本比例最低，僅佔 11.8%。卡方檢定

結果顯示四個產業的樣本所佔比例並不均等，其中資訊電子產業所佔比重顯著高

於其他產業。為檢驗此結果是否受原先調查時產業樣本分配之偏誤所致，本研究

進一步以表 2.3 三類廠商之合併樣本 (計 4,892 家) 的產業分配對照比較後，發

現資訊電子產業在原合併樣本中所佔之比例為四類產業中最低者，此更加凸顯資

訊電子產業在國際新創事業樣本中所佔比例最高的特殊性。資訊電子產業所佔比

重最高之現象與聯合國之研究報告結論一致 (UNCTAD, 1993)，同時也呼應了先

前學者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認為國際新創事業特別容易出現在科技產

業之論點。 

   表 4.1 樣本分配－產業別 

產業別 
國際新創事業 
樣本數(百分比) 

低度國際化廠商 
樣本數(百分比) 

合併樣本1

樣本數(百分比) 
民生工業 25 (21.0%) 286 (24.4%) 1,551 (31.7%) 
化學工業 14 (11.8%) 327 (27.9%) 1,217 (24.9%) 
金屬機械 21 (17.6%) 286 (24.4%) 1,290 (26.4%) 
資訊電子2 59 (49.6%) 275 (23.4%) 834 (17.0%) 
合計 119 (100%) 1,174 (100%) 4,892 (100%) 

1 合併樣本包含表 2.3中國際新創事業、低度國際化廠商及本土新創事業三類廠商，共

計 4,892家。 
2 統計檢定結果顯示資訊電子產業在國際新創事業中之比例 (49.6%) 顯著高於該產業
在低度國際化產業中之比例 (23.4%)。另χ2檢定結果顯示資訊電子產業在國際新創事

業樣本中所佔比例亦顯著 (p<0.01) 高於其他產業，但在低度國際化廠商之樣本中，

各產業所佔之比例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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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檢視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在各項變數上的差異，單

變量 ANOVA檢定之結果彙整如表 4.2所示。在績效上，國際新創事業的銷售報

酬率平均僅達 0.3%，顯著低於低度國際化廠商的 3.1% (t=-2.8596, p<0.01)。而由於定

義關係，國際新創事業的平均國際化程度 (76.5%) 則遠高於低度國際化廠商 

(11.8%)，達到顯著之水準 (t=60.827, p<0.01)。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平均國際化程度

相當高，一方面反映台灣廠商高出口密集的特性，同時也支持本研究採取較高的

國際化程度標準 (30%) 來定義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之作法，因為過低的國際化門

檻可能無法有效鑑別台灣廠商在國際化程度上的實質差異。在研發投入上，如同

表 4.1所示，國際新創事業有相當高比例存在於科技競爭程度較高的資訊電子產

業中，在表 4.2 中則直接驗證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 (3.4%) 顯著高於 

(t=7.383, p<0.01) 低度國際化廠商 (0.7%)，此結果使得本研究的假說 2獲得支持，且

與先前研究之發現一致 (Harveston et al., 2000; 2001)。雖然國際新創事業在績

效、國際化程度與研發投入上的特徵屬性都迥異於低度國際化廠商，但兩者在廣

告投資上則沒有顯著的差異 (t=-0.819, p>0.05)。表 4.2中另有三項控制變數達到顯著

水準，顯示國際新創事業進一步在某些屬性上仍與低度國際化廠商有顯著之差

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顯著小於低度國際化廠商 (t=-2.060,  

表 4.2 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之屬性差異 

樣本屬性 國際新創事業

(I) 
低度國際化廠商 

(II) 
平均數差異1 

(I)-(II) 
1.銷售報酬率 0.003 (0.127)2 0.031 (0.099) - 0.028**

2.國際化程度 0.765 (0.235) 0.118 (0.089) 0.647**

3.研發密集度 0.034 (0.094) 0.007 (0.026) 0.027**

4.廣告密集度 0.005 (0.010) 0.006 (0.016) -0.001 
5.廠商規模 88.290 (199.2) 264.990 (933.4) -176.700*

6.設立年數 1.958 (0.978) 18.229 (9.881) -16.271**

7.負債比例 0.484 (0.259) 0.547 (0.221) -0.063**

8.外資比例 0.072 (0.229) 0.065 (0.214) 0.007 
1採t-test檢定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之差異；** p<0.01, * p<0.05  
2表中數值為各變數之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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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而且傾向使用較少的負債來因應其資金需求 (t=-2.900, p<0.01)。設立年數的

顯著差異為定義使然，而在外資入股的比例上，兩種廠商則無顯著差異。 

先前相關研究證實產業間在某些屬性上會有所差異 (例如：國際化程度、研

發投入及廣告支出等)，進而展現出不同的績效 (Kotabe et al., 2002)。為細探各產

業在解釋變數及控制變數上的差異，本研究進一步分別針對國際新創事業及低度

國際化廠商進行單變量統計分析，表 4.3及表 4.4分別列示四種產業的變異數分

析及事後多重比較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之結果。根據表 4.3顯示：

國際新創事業間的產業差異並不明顯，廠商間的同質性 (homogeneity) 相當高。

在所有變數中，僅研發密集度一項達到顯著水準 (F=3.938, p<0.01)，而事後檢定結

果發現是資訊電子產業的研發密集度顯著高於民生工業 (p<0.05)。再對照表 4.4中

低度國際化廠商在研發投資上的差異，資訊電子產業依舊表現出顯著高於其他三

種產業的研發支出水準 (F=19.625, p>0.01)。此結果符合一般所認知的資訊電子產業

屬於高度技術密集之產業，研發投入水準較一般產業為高，不論是新創業三年內

的廠商或是設立已久的廠商皆然，顯現技術競爭是資訊電子產業內所有廠商發展

的重要驅動力量 (driving force)。 

表 4.3 國際新創事業中各產業之屬性差異 

屬性 

產業別 
銷售 

報酬率

國際化 

程度 

研發 

密集度

廣告 

密集度

公司 

規模 

設立 

年數 

負債 

比例 

外資 

比例 

1.民生工業 0.014 0.785 0.000 0.003 28.400 2.040 0.498 0.004
2.化學工業 0.006 0.751 0.002 0.003 60.640 1.786 0.535 0.071
3.金屬機械 -0.002 0.684 0.016 0.009 75.900 1.905 0.461 0.005
4.資訊電子 0.000 0.789 0.063 0.004 124.630 1.983 0.474 0.125
總平均值 0.003 0.765 0.034 0.005 88.290 1.958 0.484 0.072
F值 0.078 1.099 3.938** 1.829 1.546 0.233 0.281 2.481
Tukey比較 無差異 無差異 4>1* 無差異 無差異 無差異 無差異 無差異

** p<0.01, * p<0.05，表中數值為各變數之平均數。 

表 4.4 顯示低度國際化廠商由於平均設立年數達 16 年以上，因此在各屬性

 3



上存在較大的產業差異。所有變數中，僅公司規模及負債比例無差異，其餘所有

變數皆存在產業間之差異。在績效上，資訊電子廠商具有最高之銷售報酬率 

(4.7%)，顯著優於民生工業 (p<0.01) 及金屬機械 (p<0.05) 產業內之廠商，但與化學

工業內之廠商的差異則未達顯著水準。受定義所限，各產業在國際化程度上的差

異並不明顯，國際化程度最低為民生工業的平均 10.6%，最高的資訊電子產業亦

僅達 12.6%。如前所述，研發投資仍是資訊電子產業最重要的特徵 (F=19.625, 

p<0.01)，惟同為培養廠商優勢的廣告投資並未獲得資訊電子廠商同等的重視。民

生工業表現出最高的廣告密集度，顯著高於金屬機械產業 (p<0.01) 及資訊電子產

業 (p<0.01)，此可能與民生產業中包含較多最終消費品 (如：食品、紡織製品) 導

致其廣告需求較高所致。 

表 4.4 低度國際化廠商中各產業之屬性差異 

屬性 

產業別 
銷售 

報酬率

國際化 

程度 

研發 

密集度

廣告 

密集度

公司 

規模 

設立 

年數 

負債 

比例 

外資 

比例 

1.民生工業 0.020 0.106 0.002 0.009 310.290 20.259 0.564 0.043
2.化學工業 0.039 0.116 0.008 0.006 292.470 19.040 0.532 0.099
3.金屬機械 0.019 0.122 0.003 0.002 170.190 17.266 0.563 0.023
4.資訊電子 0.047 0.126 0.017 0.005 283.770 16.156 0.528 0.090
總平均值 0.031 0.118 0.007 0.006 264.990 18.229 0.547 0.065
F值 6.004** 2.836* 19.625** 10.669** 1.341 9.917** 2.239 8.835**

Tukey比較  4>1**

4>3*
4>1* 2>1*

 4>1**

 4>2**

 4>3**

1>3**

1>4**

2>3**

 

無差異 1>3**

1>4**

2>4**

無差異  2>1**

 2>3**

4>1*

 4>3**

** p<0.01, * p<0.05，表中數值為各變數之平均數。 

在控制變數上，民生工業中低度國際化廠商的設立年限普遍較金屬機械

(p<0.01) 及資訊電子產業 (p<0.01) 為長，推論此現象可能與台灣產業發展軌跡有

關。在台灣產業發展的歷程中，過去主要以傳統產業為主 (如成衣產業)，至八

０年代以後，電子資訊產業崛起，成為台灣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動力來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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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中能存活至調查年度 (1996) 的廠商，其設立年數平均而言應比發展歷

程較短的資訊電子產業之廠商為長。此外，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資訊電子產業的國

際合資比例顯著高於民生工業 (p<0.05) 及金屬機械產業 (p<0.01)，而此現象在國際

新創事業中並不明顯。此可能係因為資訊電子產業屬於全球性之產業，使得國際

合資現象較其他產業更為普遍；但另一方面則反映國際資金對於台灣資訊電子廠

商的偏好僅限於經營本國市場為主的廠商。 

表 4.5與表 4.6分別列示國際新創事業及低度國際化廠商各變數之平均數、

標準差及相關係數，由兩表中之相關係數可知原變數 (國際化及研發密集度) 與

其平方項間之相關係數相當高 (全部在 0.8以上)，且皆達顯著水準 (p<0.01)，此將

造成後續迴歸分析的共線性問題 (multicollinearity)。為解決此問題，本研究參照 

Aiken and West (1991) 建議將自變數平移 (centering) 之作法，以解決變數間共

線問題。經平移之後1，迴歸模式中所有解釋變數的VIF值全皆小於 10，顯示共

線性問題已獲改善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1 除產業別為虛擬變數及以員工人數衡量之廠商規模已經Log函數轉換，而未予以平移外，其餘

所有解釋變數及控制變數皆予以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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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 (國際新創事業；n=119)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ROS             0.003 0.127 1.000

2.國際化 0.765           

          

         

          

       

       

     

   

       

0.235 -0.125 1.000

3.國際化2 0.640 0.336 -0.146 0.992** 1.000

4.研發密集度 0.034 0.094 -0.204* -0.047 -0.039 1.000

5.研發密集度2 0.010 0.044 -0.090 -0.045 -0.040 0.928** 1.000

6.廣告密集度 0.005 0.010 -0.238** -0.021 -0.026 0.177 0.102 1.000

7.廠商規模(人) 88.290 199.190 -0.120 -0.117 -0.104 0.222* 0.053 -0.045 1.000

8. 設立年數 1.958 0.978 0.294** -0.124 -0.130 -0.282** -0.262** 0.007 -0.061 1.000

9. 負債比例 0.484 0.259 -0.188* -0.081 -0.090 -0.195* -0.199* 0.051 0.034 0.200* 1.000  

10.外資比例 0.072 0.229 -0.046 0.080 0.057 -0.007 -0.039 -0.106 0.075 -0.041 0.043 1.000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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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 (低度國際化廠商；n=1,174)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ROS           0.031 0.099 1.000

2.國際化 0.118 0.089 0.021 1.000         

           

       

          

        

         

     

        

        

3.國際化2 0.022 0.025 0.040 0.961** 1.000

4.研發密集度 0.007 0.026 0.024 0.028 0.020 1.000

5.研發密集度2 0.001 0.008 -0.074* 0.030 0.020 0.842** 1.000

6.廣告密集度 0.006 0.016 0.016 -0.139** -0.119** 0.064* 0.027 1.000

7.廠商規模(人) 264.990 933.365 0.110** -0.018 -0.017 0.043 -0.008 0.054 1.000

8. 設立年數 18.229 9.881 0.083** -0.068* -0.058* -0.039 -0.073* 0.122** 0.314** 1.000

9. 負債比例 0.547 0.221 -0.292** 0.001 -0.003 -0.058* 0.006 -0.023 -0.100** -0.110** 1.000

10.外資比例 0.065 0.214 0.168** 0.008 0.001 0.056 -0.003 0.068* 0.002 -0.013 -0.131** 1.000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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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屬性之穩定性 

前節雖大致以產業差異及透過與低度國際化廠商之比較，具體描繪國際新創

事業之各項屬性，然而根據橫斷面分析之結果，並無法推論在不同時間點上國際

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間是否會維持原先的差異？同時也無法得知國際新

創事業的各項屬性隨著時間經過是否穩定？為探討上述二項問題，本研究以橫跨

十年 (1986 年至 1996 年) 的資料進行追蹤，希望透過縱斷面之跨期追蹤，能更

完整呈現國際新創事業的完整輪廓及屬性變化之動態。 

本研究從五年一期的三個資料庫中，分別篩選出符合操作性定義的國際新創

事業 (創業 3 年內，出口比例 30%以上) 及低度國際化廠商 (創業超過 3 年，出

口比例 30%以下) 之樣本群，針對此二類廠商在橫跨十年的三個時間點上進行差

異比較，結果如表 4.7所示。整體而言，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間的差

異維持高度的一致，大部分的屬性差異並不因觀察時間點不同而有不一致之現

象，顯示先前橫斷面分析的結果具有高度之穩定性 (robustness)。 

在觀察期間內，不同時期的國際新創事業高度一致的表現出較差的財務績

效、較小的規模及較低的負債比例等特性。有些微差異的是，國際新創事業的高

研發投資傾向僅表現在 1991至 1996的觀察期間，此可能係因為有較高比例的國

際新創事業處於知識密集產業，而此類產業的技術競爭會隨時間加劇，導致越晚

創業的國際廠商必須面對越高的研發投資門檻，在第五章個案訪談中的 T 公司

(第 117頁) 及 H公司 (第 122頁) 均提出類似之看法。不同時期的國際新創事業

之廣告投資依然偏低，低度國際化廠商也是如此，兩者僅在 1986 年觀察期有顯

著差異 (F=22.811, p<0.01)。此外，外資參與國際新創事業及低度國際化廠商的股

權比例，隨時間經過雖有逐漸增加之趨勢，但兩類廠商股權中的外資比例差異並

不明顯，僅在 1986 時，外資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的股權投資顯著高過國際新創事

業，顯示早期的外資可能較偏好國際化程度較低的內需型廠商。國際新創事業的

國際化程度顯著高於低度國際化廠商，且設立年限亦較短，此皆為操作定義使

然，於此不做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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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屬性之各期差異 

廠商 
 
 

各項屬性 

 

時間 

(1) 國際新創事業 
n (1986) = 432 
n (1991) = 339 
n (1996) = 119 

(2) 低度國際化廠商
n (1986) =  995 
n (1991) = 1,306 
n (1996) = 1,174 

差異檢定 

(1)－(2) 

1986 0.014 
(0.073) 

0.039 
(0.075) -0.025***

1991 0.013 
(0.137) 

0.034 
(0.107) -0.011***

 

銷售報酬率 

1996 0.003 
(0.127) 

0.031 
(0.099) -0.028***

1986 0.874 
(0.204) 

0.106 
(0.087) 0.768***

1991 0.812 
(0.228) 

0.119 
(0.088) 0.693***

 

國際化程度 

1996 0.765 
(0.235) 

0.118 
(0.089) 0.647***

1986 0.005 
(0.013) 

0.006 
(0.018) -0.001 

1991 0.011 
(0.043) 

0.005 
(0.017) 0.006***

 

研發密集度 

1996 0.034 
(0.094) 

0.007 
(0.026) 0.027***

1986 0.003 
(0.007) 

0.007 
(0.019) -0.004***

1991 0.006 
(0.015) 

0.008 
(0.023) -0.002 

 

廣告密集度 

1996 0.005 
(0.010) 

0.006 
(0.016) -0.001 

1986 106.160 
(135.564) 

298.580 
(1129.322) -192.420***

1991 51.140 
(97.872) 

241.710 
(1036.666) -190.570***

 

廠商規模(人) 

1996 88.290 
(199.200) 

264.990 
(933.400) -176.700**

1986 2.157 
(2.157) 

14.937 
(8.639) -12.780***

1991 1.519 
(1.016) 

16.748 
(8.664) -15.229***

 

設立年數 

1996 1.958 
(0.978) 

18.229 
(9.881) -16.271***

1986 0.544 
(0.254) 

0.575 
(0.217) -0.031**

1991 0.431 
(0.276) 

0.524 
(0.245) -0.093***

 

負債比例 

1996 0.484 
(0.259) 

0.547 
(0.221) -0.063***

1986 0.037 
(0.163) 

0.064 
(0.195) -0.027**

1991 0.055 
(0.203) 

0.066 
(0.209) -0.011 

 

外資比例 

1996 0.072 
(0.229) 

0.065 
(0.214) 0.007 

註：1.表中數值為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2.***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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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屬性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是否依然維持原來之特

徵，抑或會自我調整而表現出相異於創業期的屬性？本研究從橫跨十年的三個資

料庫中，對 50家2國際新創事業進行特徵屬性之追蹤分析，結果如表 4.8所示。 

表 4.8  國際新創事業各項屬性之穩定性檢定結果 

時間 
屬性 

1986 1991 1996 平均數差異檢定 

銷售報酬率 
0.004  

(0.093) 
0.033  

(0.069) 
-0.001  
(0.092) 

 

國際化程度 
0.846 

(0.199) 
0.654  

(0.357) 
0.675  

(0.365) 
1986>1991 ***

1986>1996 ***

研發密集度 
0.012  

(0.022) 
0.016  

(0.035) 
0.016  

(0.039) 
 

廣告密集度 
0.004  

(0.009) 
0.004  

(0.008) 
0.003  

(0.008) 
 

廠商規模(人) 
177.280 

(198.639) 
264.380 

 (336.546) 
291.840 

(520.895) 
 

設立年數 
2.060  

(0.818) 
8.780  

(3.792) 
14.460  
(3.840) 

1996>1991>1986 ***

負債比例 
0.611  

(0.218) 
0.533  

(0.217) 
0.619  

(0.209) 
 

外資比例 
0.103  

(0.261) 
0.078  

(0.235) 
0.103  

(0.268) 
 

註：1.樣本為三期均出現的國際新創事業，各期樣本數皆為 50 

     2.表中數值為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3.*** p<0.01, ** p<0.05, * p<0.1 

整體而言，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期及脫離創業期之後的各項屬性，表現出高

度的一致，各觀察期間的差異並不顯著。國際新創事業的銷售報酬率在脫離創業

期之後，平均而言並未有顯著的改善；但是其國際化程度則呈現顯著的下降，海

外銷售比重在創業前三年達到最高，約佔 85%左右。國際新創事業在脫離創業期

之後 (1991) 逐漸重視內銷市場，海外銷售比重下降約 2 成，約佔 65%，此後 

                                                 
2 樣本追蹤方式為先從最早的 1986 年資料庫中，篩選出符合操作性定義的國際新創事業，然後

再分別於 1991及 1996 年的資料庫中，追蹤相同一批廠商，亦即所觀察的樣本除了在 1986 年觀

察期必須是國際新創事業之外，其在後二個觀察期中 (1991及 1996) 亦皆必須是受訪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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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即維持相同之水準。此外，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在三個觀察期間皆

無顯著差異，顯示國際新創事業對廠商優勢的投資，並不隨時間發生顯著改變。

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則會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擴充，但擴充速度並不快，以致未

有顯著差異，其他屬性包括負債比例及外資比例皆維持高度的穩定性。 

本研究對低度國際化廠商採取相同的樣本追蹤方式，共篩選出 142家低度國

際化廠商之樣本，分別觀察其特徵屬性在創業期及脫離創業期之後的差異，結果

如表 4.9所示。除定義使然的設立年數及呈現逐期遞減的負債比例外，其他屬性

在所有觀察期皆未發現任何顯著之差異，表現出高度的穩定。 

表 4.9  低度國際化廠商各項屬性之穩定性檢定結果 

時間 
屬性 

1986 1991 1996 平均數差異檢定 

銷售報酬率 
0.057  

(0.081) 
0.073  

(0.103) 
0.053  

(0.101) 
 

國際化程度 
0.103 

(0.082) 
0.094  

(0.078) 
0.109  

(0.085) 
 

研發密集度 
0.008  

(0.019) 
0.005  

(0.008) 
0.008  

(0.014) 
 

廣告密集度 
0.008  

(0.018) 
0.009  

(0.020) 
0.007  

(0.016) 
 

廠商規模(人) 
888.930 

(2590.868) 
946.070 

 (2825.968) 
889.890 

(2323.690) 
 

設立年數 
17.965  

(10.411) 
22.401  
(8.520) 

27.366  
(8.770) 

1996>1991>1986 ***

負債比例 
0.578  

(0.194) 
0.510  

(0.207) 
0.484  

(0.202) 
1986>1991 **

1986>1996 ***

外資比例 
0.086  

(0.202) 
0.088  

(0.219) 
0.069  

(0.191) 
 

註：1.樣本為三期均出現的低度國際化廠商，各期樣本數皆為 142 

     2.表中數值為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3.***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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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與假說檢定結果 

一、國際新創事業之國際化與廠商優勢檢定結果 

(一) 國際新創事業 

為檢定各項解釋變數個別之解釋能力及對整體模型之影響幅度，本研究採用

階層迴歸模型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共計有八個模型，表 4.10 列示針

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進行迴歸分析之結果。模型 1先納入所有控制變數，結果顯

示設立年數會顯著正向 (t=3.922, p<0.01) 影響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而負債比例與

績效間則呈現顯著之負向關係 (t=-2.585, p<0.05)，所有控制變數共可解釋 10.4%的績

效變異量。在模型 1至模型 8中，設立年數與負債比例維持高度一致對廠商績效

的顯著影響，但公司規模與外資比例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影響則不顯著。此

外，所有產業虛擬變數在所有模型中皆不顯著，顯示產業間的差異並不明顯。 

模型 2顯示加入主要變數 (國際化程度、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 之後，

整體模型適合度達到顯著水準 (F=3.019, p<0.01)，共可解釋廠商績效 14.6%的變異

量。在模型 2中的研發密集度 (t=-1.714, p<0.10) 與廣告密集度 (t=-1.686, p<0.1) 對國際

新創事業之績效有顯著負向的影響，但是國際化程度則不顯著，顯示此變數與廠

商績效間的直線關係並不明顯。在模型 3至模型 5中，本研究逐步加入主要變數

的平方項，以檢視曲線關係是否更能呈現主變數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模型 3

的結果顯示加入國際化程度的平方項後的曲線關係，使得整體模型解釋能力提升

3.6%，顯著呈現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的曲線關係。模型 4再加入

研發密集度的平方項，以驗證研發投資的最低門檻效果，結果顯示研發密集度的

一階項與二階項皆同時顯著。在加入平方項後整體模型解釋能力再增加 6.3%，

成為七個模型中具有最高解釋能力的模型 (Adjusted R2=24.5%)。然而加入廣告密集度

平方項的模型 5中，非但新加入的平方項不顯著，反而稀釋 (attenuate) 原先顯

著的一次項，整體模型解釋能力不升反降，顯示以曲線關係來模型化廣告密集度

與績效間的關係並不適宜。由於先前文獻 (Hitt et al., 1997) 指出產品差異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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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國際新創事業績效迴歸分析結果 (n＝119) 

模型 
變數 1 2 3 4 5 6 7 8 

截距項 0.018 0.011 0.045 -0.025 -0.025 -0.025 -0.019 -0.019 

控制變數         

民生工業 0.009 
(0.281) 

-0.003 
(-0.091) 

0.002 
(0.057)

-0.007 
(-0.251)

-0.007 
(-0.249)

-0.007 
(-0.239)

-0.006 
(-0.197) 

-0.006 
(-0.198)

化學工業 0.019 
(0.508) 

0.003 
(0.079) 

0.002 
(0.054)

-0.008 
(-0.244)

-0.008 
(-0.243)

-0.008 
(-0.231)

-0.014 
(-0.410) 

-0.014 
(-0.411)

金屬機械 -0.003 
(-0.107) 

-0.007 
(-0.204) 

0.017 
(-0.515)

-0.017 
(-0.546)

-0.017 
(-0.542)

-0.015 
(-0.472)

-0.024 
(-0.763) 

-0.025 
(-0.762)

公司規模 -0.012 
(-0.527) 

-0.004 
(-0.158) 

-0.003 
(-0.134)

0.030 
(1.226)

0.030 
(1.179)

0.030 
(1.182)

0.030 
(1.189) 

0.030 
(1.179)

設立年數 0.046***

(3.922) 
0.039***

(3.253) 
0.038***

(3.199)
0.035***

(3.027)
0.035***

(3.004)
0.034***

(2.973)
0.034***

(2.944) 
0.034***

(2.923)

負債比例 -0.120**

(-2.585) 
-0.138***

(-2.965) 
-0.145***

(-3.181)
-0.160***

(-3.640)
-0.160***

(-3.549)
-0.157***

(-3.429)
-0.170***

(-3.709) 
-0.170***

(-3.686)

外資比例 -0.004 
(-0.086) 

-0.015 
(-0.310) 

-0.037 
(-0.751)

-0.040 
(-0.848)

-0.040 
(-0.843)

-0.040 
(-0.832)

-0.039 
(-0.817) 

-0.039 
(-0.816)

解釋變數         

國際化程度  -0.067 
(-1.389) 

-0.140**

(-2.494)
-0.124**

(-2.294)
-0.124**

(-2.275)
-0.123**

(-2.249)
-0.130**

(-2.387) 
-0.129**

(-2.370)

研發密集度  -0.008*

(-1.714) 
-0.007*

(-1.695)
-0.036***

(-3.595)
-0.036***

(-3.415)
-0.036***

(-3.437)
-0.039***

(-3.668) 
-0.038***

(-3.595)

廣告密集度  -0.005*

(-1.686) 
-0.005*

(-1.735)
-0.004 

(-1.441)
-0.004 

(-0.530)
-0.004 

(-0.492)
-0.000 

(-0.087) 
-0.001 

(-0.072)

國際化程度2   -0.638**

(-2.396)
-0.581**

(-2.264)
-0.581**

(-2.253)
-0.592**

(-2.282)
-0.629**

(-2.440) 
-0.629**

(-2.429)

研發密集度2    0.002***

(3.147)
0.002***

(3.044)
0.002***

(3.048)
0.002***

(3.211) 
0.002***

(3.158)

廣告密集度2     0.000 
(0.013)

-0.000 
(-0.022)

-0.000 
(-0.373) 

-0.000 
(-0.377)

國際化×研發      -0.008 
(-0.570)

-0.009 
(-0.669) 

-0.009 
(-0.655)

國際化×廣告       0.022*

(1.786) 
0.022 

(1.661)

研發×廣告        -0.000 
(-0.068)

F-value 2.948*** 3.019*** 3.387*** 4.189*** 3.830*** 3.557*** 3.602*** 3.345***

Adjusted R2 0.104 0.146 0.182 0.245 0.238 0.233 0.249 0.241 

△Adjusted R2  0.042** 0.036** 0.063*** -0.007 -0.005 0.016* -0.008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數值為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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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調節 (moderate)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本研究進一步在模型中

納入國際化與研發密集度之乘積 (模型 6) 及國際化與廣告密集度之乘積 (模型

7) 兩變數後，結果皆不顯著，整體模型解釋能力亦為之下降。模型 8 嘗試驗證

研發投資與廣告投資間的交互作用，結果亦未能證實。綜合檢視表 4.7中的所有

模型，模型 4 不僅具有最高之解釋能力，同時也恰為與本研究相關假說 (國際化

二階、研發二階、廣告一階) 完全吻合之模型，最能呈現解釋變數與因變數間之

關係型態，故本研究選擇模型 4做為後續討論之基礎。 

根據表 4.10的模型 4，國際化程度及其平方項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影響係

數皆為負數，然而由於在進行迴歸分析之前，所有解釋變數皆已進行平移，故無

法直接從係數判斷其對績效的影響型態。本研究乃採取模擬方式3，實際描繪國

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之關係曲線，模擬後之圖形如圖 4.1所示。圖

4.1 之曲線顯示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與其績效間，呈現∩型的曲線關係，

使得本研究的假說 1 a獲得支持，此結果也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 (Geringer et al., 

1989; Hitt el al.,1997)。 

國際化與績效之曲線關係

(國際新創事業)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0.01
0.02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國際化程度

銷
售
報
酬

率

 
圖 4.1 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之曲線關係－國際新創事業 

                                                 
3 本文中之模擬方式為在模型中先排除國際化及其平方項以外之所有變數，以樣本中平移後之國際化程度

的最大值及最小值為範圍，帶入等距之模擬數據，運用軟體描繪出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之關係曲線。本研

究後續之所有模擬圖形，皆採相同模擬方式，後不再贅述。此外，為判讀國際化與研發投資的最適水準，

本研究另以未經標準化前之原始變數進行模擬，所得結果與本文中之圖形完全一致，詳請見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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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 中的研發密集度及其平方項皆顯示會顯著影響國際新創事業之績

效，由於此二變數事先亦經過平移，故本研究採取相同之模擬方式描繪研發投入

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結果如圖 4.2所示。圖 4.2的∪型曲線支持本研究的假說

3a，證實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入與績效間呈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此結果

意味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確實存在門檻效果，初期少量的研發投資並不能替

廠商帶來正向的績效提升，須持續投入達一定程度後，研發投入才能替企業帶來

正向的績效。 

研發投資與績效之曲線關係

(國際新創事業)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0

0.02

0.04

0.06

-0.1 0 0.1 0.2 0.3 0.4 0.5 0.6

研發密集度

銷
售
報
酬
率

 
圖 4.2 研發密集度與績效間之曲線關係－國際新創事業 

模型 4中顯示廣告密集度雖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有負面之影響，但並未達

顯著水準 (t=-1.441, p>0.1)，使本研究的假說 4a未能獲得支持。 

此外，為驗證上述迴歸分析結果在不同的操作性定義下之穩定性，本研究另

以(1) 創業 3 年、出口比例達 40%以上(含)及(2) 創業 4 年內、出口比例達 30%

以上(含)，二種操作性定義，進行相同的迴歸分析，結果呈現出高度的一致，顯

示原先操作性定義下的分析結果具有高度的穩定性 (rob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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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度國際化廠商 

表 4.11 列示針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迴歸分析之結果，同樣採取階層迴歸

模型，共計有八個模型。模型 1僅納入所有控制變數，整體模型已達顯著之水準 

(F=24.961, p<0.01)，模型 2增加納入三項主要解釋變數，整體模型雖達顯著水準，但

三項解釋變數皆不顯著，顯示簡單線性關係並無法反映解釋變數與低度國際化廠

商績效間的真實關係型態。模型 3至模型 5分別依序納入國際化程度、研發密集

度及廣告密集度的平方項，結果與國際新創事業的分析相同：在模型 4中，國際

化程度平方項 (t=2.460, p<0.05) 與研發密集度的平方項 (t=-3.751, p<0.01) 分別達到顯

著水準，顯示以曲線關係來反映此二變數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間之關係較為適

切。而在模型5中所增納入的廣告密集度平方項雖也達到邊際顯著之水準 (t=1.721, 

p<0.1)，但其二階項係數趨近於零，顯示模型中納入二階項的意義並不大。在模型

精簡原則 (parsimony principle) 下，模型 4為較佳之模型選擇。在模型 6與模型

7中為檢視產品差異化的調節效果所納入的兩項交互作用項，依然未顯著，模型

8 中研發與廣告的交互作用項則達到顯著之水準 (t=-2.429, p<0.05)，故以下之討論將

以模型 4之結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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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迴歸分析結果 (n＝1,174) 

模型 
變數 1 2 3 4 5 6 7 8 

截距項 -0.005 -0.008 -0.015 -0.008 -0.010 -0.010 -0.011 -0.011 

控制變數         

民生工業 -0.021**

(-2.586) 
-0.020**

(-2.450) 
-0.019**

(-2.385)
-0.017**

(-2.132)
-0.017**

(-2.083)
-0.017**

(-2.075)
-0.016**

(-1.976) 
-0.016**

(-1.981)

化學工業 -0.007 
(-0.940) 

-0.007 
(-0.911) 

-0.007 
(-0.887)

-0.007 
(-0.905)

-0.008 
(-0.996)

-0.008 
(-0.989)

-0.007 
(-0.942) 

-0.007 
(-0.974)

金屬機械 -0.016**

(-2.049) 
-0.017**

(-2.060) 
-0.015*

(-1.911)
-0.014*

(-1.712)
-0.014*

(-1.731)
-0.014*

(-1.725)
-0.014*

(-1.745) 
-0.014*

(-1.743)

公司規模 0.025***

(4.698) 
0.026***

(4.840) 
0.026***

(4.825)
0.022***

(4.176)
0.023***

(4.262)
0.023***

(4.252)
0.023***

(4.287) 
0.023***

(4.286)

設立年數 0.000 
(0.011) 

0.000 
(0.019) 

-0.000 
(-0.018)

-0.000 
(-0.095)

-0.000 
(-0.018)

-0.000 
(-0.023)

0.000 
(0.040) 

0.000 
(0.054)

負債比例 -0.116***

(-9.341) 
-0.116***

(-9.336) 
-0.116***

(-9.320)
-0.112***

(-9.055)
-0.113***

(-9.117)
-0.113***

(-9.110)
-0.113***

(-9.139) 
-0.113***

(-9.161)

外資比例 0.050***

(3.891) 
0.051***

(3.935) 
0.052***

(4.032)
0.049***

(3.847)
0.050***

(3.877)
0.050***

(3.877)
0.050***

(3.891) 
0.049***

(3.797)
解釋變數         

國際化程度  0.018 
(0.581) 

-0.019 
(-0.558)

-0.016 
(-0.486)

-0.015 
(-0.455)

-0.015 
(-0.454)

-0.013 
(-0.397) 

-0.010 
(-0.288)

研發密集度  -0.001 
(-0.442) 

-0.001 
(-0.363)

0.016***

(2.882)
0.016***

(2.903)
0.016***

(2.875)
0.016***

(2.801) 
0.018***

(3.061)

廣告密集度  -0.001 
(-1.473) 

-0.001 
(-1.560)

-0.002*

(-1.683)
-0.004**

(-2.325)
-0.004**

(-2.327)
-0.004**

(-2.223) 
-0.004**

(-2.271)

國際化程度2   0.969**

(2.496)
0.950**

(2.460)
0.927**

(2.401)
0.928**

(2.402)
0.929**

(2.406) 
0.925**

(2.401)

研發密集度2    -0.003***

(-3.751)
-0.003***

(-3.733)
-0.003***

(-3.496)
-0.003***

(-3.438) 
-0.003***

(-3.525)

廣告密集度2     0.000*

(1.721)
0.000*

(1.723)
0.000*

(1.906) 
0.000**

(2.229)

國際化×研發      0.006 
(0.132)

-0.000 
(-0.006) 

0.024 
(0.546)

國際化×廣告       0.017 
(1.537) 

0.020*

(1.833)

研發×廣告        -0.002**

(-2.429)
F-value 24.961*** 17.764*** 16.788*** 16.736*** 15.702*** 14.570*** 13.772*** 13.334***

Adjusted R2 0.125 0.125 0.129 0.139 0.141 0.140 0.141 0.144 

△Adjusted R2  0.000 0.004** 0.010*** 0.002* -0.001 0.001 0.003*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數值為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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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11的模型 4中，雖然國際化程度之平方項對績效有顯著之解釋能力，

但原來一階項卻轉為不顯著，根據 Aiken and West (1991, p.66) 之解釋：國際化

程度與績效間之關係應為∪型的曲線關係。但因為解釋變數已事先經過平移，為

驗證兩者間之關係，本研究同樣採取模擬方式，實際具體描繪低度國際化廠商的

國際化程度與其績效間之關係，結果如圖 4.3所示。 

國際化與績效之曲線關係圖

(低度國際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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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之曲線關係－低度國際化廠商 

圖 4.3中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與其績效間之關係，呈現先減後增之

∪型曲線關係，使得本研究的假說 1b獲得支持，此結果也與部分先前研究之發現

相符 (Qian, 1997; Ruigrok and Wagner, 2003)。∪型曲線說明國際化在初期會負面

影響廠商的績效，持續提升國際化程度至某一程度後 (圖中曲線的最低點)，國

際化開始替廠商帶來正面助益，因此對低度國際化廠商而言，確實存在國際化的

門檻效果。 

在研發變數上，研發密集度的一階項會顯著正向影響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績效 

(t=2.639, p<0.01)，而二階項則是顯著負向的影響績效 (t=-3.822, p<0.01)，以模擬方式描

繪的關係曲線如圖 4.4所示。圖 4.4顯示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研發密集度與績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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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先增後減的∩型曲線關係，此結果使得本研究的假說 3b獲得支持。 

研發投資與績效之曲線關係圖

(低度國際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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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研發密集度與績效間之曲線關係－低度國際化廠商 

在表 4.11 的模型 4 中，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廣告投資雖然對績效呈現出負向

影響，但僅達邊際顯著之水準 (t=-1.683, p<0.1)，使得本研究的假說 4b僅獲得邊際支

持。再進一步納入廣告變數的平方項以驗證是否存在廣告的門檻效果，從模型 5

至模型 8中，雖然所有的二階項都達到顯著之水準，但其係數都趨近於零，因此

廣告投資對績效影響的門檻效果僅獲得邊際支持。從整個結果來看，廣告投資的

顯著性較為分歧，線性關係與曲線關係都獲得邊際支持，印證了先前相關研究 

(喬友慶等，2002) 認為廣告績效意涵實證結果相當分歧的結論。 

低度國際化廠商由於設立年數已久 (平均 18 年以上)，因此在本研究的控制

變數上展現出高於國際新創事業的異質性 (heterogeneity)。低度國際化廠商的規

模對績效有顯著之影響 (t=4.262, p<0.01)，規模越大者，績效越佳。負債比例對績效

的影響與國際新創事業模型一樣高度顯著，且同為負向關係 (t=-9.117, p<0.01)，顯示

在探討廠商績效解釋因素的模型中，控制資本結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確有其必

要。而原先在所有國際新創事業迴歸模型中高度一致顯著的設立年數，對成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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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低度國際化廠商反而未能產生顯著之影響，設立年數變數背後所隱含的管理

能力、經驗與學習效果或組織複雜度等概念，對廠商發展成長歷程中各階段 (例

如：創業期與成長期) 的績效影響，可能扮演不同的角色。最後與國際新創事業

不同的是，外資比例對於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t=3.877, p<0.01)，

外資所佔比例越高的國際企業，績效也越佳，此結果呼應先前相關研究所認為的

外資股權與績效間存在正向關係之論點 (Anderson and Gatignon, 1986)。值得注

意的是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外資持股比例並無顯著之差異 (詳表

4.2)，但外資對兩類廠商的績效意涵卻不一樣。若從國際合資的觀點推論，外資

選擇台灣廠商做為合作夥伴的主要動機應是著眼於尋求彌補對台灣市場知識與

通路的缺乏，而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國際化程度較低，市場經營主要仍以本地市場

為主，會比高度國際化的新創事業具備更佳的本地市場知識與通路能力。因此，

外資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結合關係為互補，對於績效應較能產生正面助益。惟上

述之推論已超越本論文之研究範圍，為僅就統計分析所得之結果提供可能的解

釋，非本研究之主要結論。 

(三) 本土新創事業 

在本文第二章中述及採創業觀點檢視同為創業廠商，但採取不同國際化策略

與優勢策略對績效的影響是否一致，或能增加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瞭解。因為以本

土新創事業做為比較對象，有助於判斷國際新創事業的許多特徵屬性是高度且快

速國際化的策略造成，抑或是創業廠商本身的特質使然。在邏輯上，如果國際新

創事業與本土新創事業間的差異不大，則比較可能是創業因素促使國際新創事業

表現出迥異於一般國際企業的特質；反之，若同為創業廠商但卻表現出差異頗大

的特徵屬性，則比較可能是國際化因素主導著國際新創事業的各項屬性變化及所

採取的優勢策略。基此，本研究先針對樣本中創業三年內、完全未進行任何出口

活動的 622家「本土新創事業」與 119家「國際新創事業」進行各變數平均數差

異之檢定，結果如表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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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國際新創事業與本土新創事業之屬性差異 

樣本屬性 
國際新創事業

(I) 
本土新創事業 

(II) 
平均數差異1 

(I)-(II) 
1.銷售報酬率 0.003 (0.127)2 0.035 (0.103) - 0.032**

2.研發密集度 0.034 (0.094) 0.003 (0.026) 0.031**

3.廣告密集度 0.005 (0.010) 0.003 (0.016) 0.002*

4.廠商規模 88.290 (199.2) 19.180 (47.59) 69.110**

5.負債比例 0.484 (0.259) 0.358 (0.276) 0.126**

6.外資比例 0.072 (0.229) 0.005 (0.049) 0.067**

1採t-test檢定國際新創事業與本土新創事業之差異；** p<0.01, * p<0.05  
2表中數值為各變數之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表 4.12 顯示：雖然同為新創事業，但卻表現出完全不同的特徵屬性，因此

本研究推論不同的國際化策略 (快速國際化與完全不涉入) 已對兩類廠商形成

優勢策略及各項屬性上的差異。所以主導國際新創事業所表現出屬性特徵的原

因，可能大抵與國際化因素較為攸關，此發現支持了此部分分析採取的國際化理

論觀點而非創業觀點的適當性。 

進一步觀察表 4.12 中各項變數的差異性，國際新創事業的銷售報酬率依然

顯著較低 (F=8.810, p<0.01)，顯示並非創業因素 (如：資源稀少、缺乏經驗) 使得國

際新創事業的績效變差，而比較可能是其高度國際化後激烈的國際競爭所造成。

同樣的，國際新創事業具有顯著較高的研發密集度 (F=47.201, p<0.01)，再度支持高

度技術密集與高度國際化間的關聯性。此外，國際新創事業較本土新創事業顯著 

(F=5.427, p<0.01) 投入更多的廣告支出，但與低度國際化廠商間的廣告支出差異則不

顯著，此意味著進入國際市場會促使廠商做出投入更多行銷資源的高度承諾。 

在其他特徵屬性上，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雖顯著較低度國際化廠商為小，但

卻比同為創業廠商的本土新創事業規模為大 (F=57.892, p<0.01)，此發現提供本研究

從創業觀點重新認知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而非一味接受先前文獻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所主張的國際新創事業具有小規模之特性。相對於本土新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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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國際新創事業較高的融資比例 (F=21.363, p<0.01) 可能說明了在國際市場中成長

及擴張需要較高的財務資源，而剛創業的廠商因為自有資金有限，因而導致較高

的借貸比例。最後，表 4.12 亦顯示國際新創事業的外資比例顯著高於本土新創

事業 (F=43.580, p<0.01)。  

為進一步瞭解影響國際新創事業與本土新創事業績效之因素是否有異，本研

究同樣針對本土新創事業之績效進行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3 所示。由於採階

層迴歸之關係，表 4.13 中共計有 5 個模型，模型 2 僅含控制變數及研發密集度

與廣告密集度，模型 3及 4再分別納入研發與廣告變數的平方項，以檢視是否存

在二次曲線關係，最後模型 5再次驗證研發與廣告間的交互作用。 

經比較表 4.13 之各模型後，發現模型 3 具有最高的績效變異量解釋能力，

且納入之變數較模型 4 更為精簡 (parsimonious)，故選擇以模型 3為討論之基礎。

在模型 3中，研發密集度顯著的對績效表現出先減後增的∪型曲線關係，顯示本

土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也存在門檻效果。此結果與先前發現的國際新創事業的研

發投資之績效意涵一致，顯示創業因素 (如：資源稀少及不具規模經濟) 對於研

發投資的門檻效果可能具有相當程度之解釋能力。至於廣告支出則表現出對本土

新創事業績效的負向影響，但並未達顯著之水準 (t=-1.193, p>0.1)。在控制變數上，

對本土新創事業而言，化學工業 (t=2.677, p<0.01) 及金屬機械工業 (t=2.740, p<0.01) 的

廠商皆表現出比資訊電子廠商更佳的績效。負債比例對於廠商績效的解釋能力依

然顯著且一致為負向 (t=-5.785, p<0.01)，其他控制變數 (設立年數及外資比例) 對於

本土新創事業績效的解釋能力則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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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本土新創事業績效迴歸分析結果 (n＝622) 

模型 
變數 1 2 3 4 5 

截距項 0.008 0.011 0.009 0.008 0.009 

控制變數      

民生工業 0.025**

(1.980) 
0.016 

(1.291) 
0.015 

(1.180) 
0.015 

(1.178) 
0.015 

(1.195) 

化學工業 0.047***

(3.437) 
0.038***

(2.806) 
0.036***

(2.677) 
0.036***

(2.670) 
0.036***

(2.686) 

金屬機械 0.042***

(3.295) 
0.036***

(2.783) 
0.035***

(2.740) 
0.035***

(2.739) 
0.036***

(2.762) 

公司規模 -0.007 
(-0.794) 

-0.003 
(-0.336) 

-0.001 
(-0.068) 

-0.001 
(-0.065) 

-0.001 
(-0.103) 

設立年數 0.003 
(0.834) 

0.003 
(0.725) 

0.003 
(0.672) 

0.003 
(0.671) 

0.003 
(0.685) 

負債比例 -0.088***

(-5.624) 
-0.089***

(-5.762) 
-0.090***

(-5.785) 
-0.090***

(-5.774) 
-0.089***

(-5.761) 

外資比例 -0.099 
(-1.201) 

-0.056 
(-0.676) 

-0.027 
(-0.317) 

-0.026 
(-0.312) 

-0.026 
(-0.309) 

解釋變數      

研發密集度  -0.020***

(-3.986) 
-0.045***

(-3.163) 
-0.044***

(-3.134) 
-0.041***

(-2.578) 

廣告密集度  -0.002 
(-1.329) 

-0.002 
(-1.193) 

-0.002 
(-0.646) 

-0.002 
(-0.569) 

研發密集度2   0.002*

(1.867) 
0.002*

(1.848) 
0.002 

(1.458) 

廣告密集度2    0.000 
(0.127) 

0.000 
(0.047) 

研發×廣告     -0.002 
(-0.425) 

F-value 8.268*** 8.609*** 8.130*** 7.380*** 6.770***

Adjusted R2 0.080 0.105 0.109 0.108 0.106 

△Adjusted R2  0.025*** 0.004* -0.001 -0.002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數值為t-value 

二、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型態之內涵、風險與報酬 

本研究先追蹤出資料庫內同時出現於1986及1991年二期資料庫內的國際新

創事業，共計得到 282家有效觀察樣本。接著以各廠商的相對研發密集度判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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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支出之高低，同時以廠商的 SIC四碼判別其是否屬於政府定義具有高成長潛

力之策略性工業，最後再根據表 2.6的市場進入策略分類型態，對樣本廠商進行

策略歸類，各種策略型態的樣本分配如表 4.14所示。 

表 4.14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分類型態之樣本分配 

研發能力 廠商優勢

市場機會 低研發密集度 高研發密集度
觀察樣本數

策略性工業 
早期追隨創業

24 (8.5%)  
技術創業 
29 (10.3%) 

53 (18.8%) 
 

市場成長潛力 

非策略性工業
後進模仿創業

179 (63.5%) 
利基創業    
50 (17.7%) 

229 (81.2%)

觀察樣本數 203 (72.0%) 79 (28.0%) 282 

註：表格內數字為 1986 年之觀察樣本數，括弧內為屬於該策略型態之樣本佔全體樣本 (282)

之百分比。 

根據表 4.14 顯示，四種市場進入策略型態中以採取「後進模仿創業」策略

的廠商比例最高，達 63.5%；其次是「利基創業」型廠商佔 17.7%，兩類廠商都

屬於傳統的非策略性產業，合佔比例達 81.2%。屬於具有高成長潛力的策略性工

業之廠商樣本僅佔 18.8%，其中採取高研發支出的「技術創業」型廠商之比例佔

全體樣本的 10.3%，略高於「早期追隨創業」廠商的 8.5%。整體數據顯示台灣

國際新創事業對市場進入策略的評估中，對於市場不確定性風險及技術風險的容

忍度較低，因此仍以在成熟市場中、進行低附加價值競爭之策略型態為主。 

表 4.15 呈現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四種市場進入策略的報酬與風險狀況，其中

採取「後進模仿創業」策略的廠商之平均銷售報酬率最高 (約 2.4%)，採「利基

創業」的創業廠商之銷售報酬率最低 (-0.1%)，「早期追隨創業」與「技術創業」

的平均報酬大致相等，約為 1.3%~1.4%，整體而言四種策略的平均報酬之差異性

不大。以銷售報酬率的變異性估算之經營風險則差異較為明顯，其中同時兼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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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及高技術風險的「技術創業」廠商之銷售報酬率變異程度最高，銷售報

酬率的一個標準差達 13.7%。低市場風險、高技術風險的「利基創業」與高市場

風險、低技術風險的「早期追隨創業」之風險程度居中，銷售報酬率一個標準差

分別為 8.9%及 8.5%。市場風險與技術風險皆低的「後進模仿創業」廠商之報酬

變異性最低，一個標準差僅約 5.6%。整體而言，四種市場進入策略型態的創業

風險大致反映出其市場策略及技術策略所隱含的風險程度，圖 4.5顯示四種進入

策略報酬－風險大致之分配狀況。。 

表 4.15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報酬與風險 

報酬-風險 

進入策略 

樣本數 

(1986 年) 

銷售報酬率

(報酬) 

銷售報酬率標準差

(風險) 

報酬/風險

比值 

銷售報酬率 ± 

三個標準差區間 

1. 後進模仿創業 179 0.024 0.056 0.429 -0.144 ~ 0.192 

2. 早期追隨創業 24 0.014 0.085 0.165 -0.241 ~ 0.269 

3. 利基創業 50 -0.001 0.089 -0.011 -0.268 ~ 0.266 

4. 技術創業 29 0.013 0.137 0.095 -0.398 ~ 0.424 

合計 282 0.018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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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四種進入策略之報酬－風險分配圖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觀察期間的四種不同市場進入策略，進

行報酬及風險之差異檢定，結果如表 4.16及表 4.17所示。根據表 4.16顯示，四

種進入策略間的平均報酬雖然高低有別，但差異並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因此沒

有充分證據顯示四種進入策略間的報酬有所差異，故本研究之假說 5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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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銷售報酬率齊一性檢定 (ANOVA)4

Variance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nificance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0.026 
1.626 
1.652 

3
278
281

0.009 
0.006 

1.454 0.227 

同樣針對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銷售報酬變異數進行檢定，發現四種

進入策略的隱含風險並不一致，已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p<0.01)，同時再根據先前

針對各進入策略所估算之風險數值，也證實「技術創業」的整體風險最高，而「後

進模仿創業」的進入風險最低，因此本研究的假說 6 亦獲得支持。表 4.18 同時

彙整四種進入策略的報酬與風險之檢定結果。 

表 4.17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銷售報酬率變異數齊一性檢定 

Levene Statistics df1 df2 Significance 
8.100 3 278 0.000 

 

表 4.18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報酬－風險檢定結果彙整 

 虛無假說 H0 顯著性 (p-value) 檢定結果 
ROS 平均數檢定 
ROS 變異數檢定 

μ1＝μ2＝μ3＝μ4

σ1
2＝σ2

2＝σ3
2＝σ4

2
0.227 
0.000 

不拒絕 H0

拒絕 H0

本研究繼續將四種市場進入策略所對應的報酬及風險，繪製於報酬－風險圖

上，如圖 4.6所示。每一種進入策略類型個別報酬與風險之組合，決定其在報酬

－風險圖上的位置，由圖中可觀察「後進模仿創業」廠商的平均報酬率最高，但

風險卻最低，具有最高的投資效率5 (efficiency)；「早期追隨創業」廠商的平均報

酬率較「技術創業」及「利基創業」廠商為高，但風險較此二類廠商為低，因此

其投資效率亦優於此二類廠商。「技術創業」與「利基創業」的報酬－風險關係

則較符合財務理論之預測，「技術創業」報酬較高，但相對風險亦較高；「利基創

                                                 
4 以ANCOVA進一步控制公司規模與設立年數對績效的影響，結果仍與表 4.17維持一致。 
5 「投資效率」定義為：風險一樣時，擁有較高之報酬率；或報酬率一樣時，風險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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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財務報酬雖較差，但風險則較「技術創業」廠商為低。根據夏普指數6 (Sharpe 

index) 之概念，本研究將四種策略的平均報酬，分別除以個別之風險值，得到一

報酬/風險比值 (Return-to-Risk Ratio, RRR)，四種策略個別之報酬/風險比值如表

4.15第五欄所示。此比值反映出每一種市場區隔隱含的每單位風險所帶來的相對

報酬，比值越高，表示該市場區隔的投資效率越佳，以財務觀念而論，是較具吸

引力的投資標的。此比值若以圖示方式表示，即為圖 4.6中每一策略型態的報酬

/風險位置到原點間的斜率，比值愈高，斜率即愈高，投資效率就越佳。所以根

據圖 4.6 顯示，「後進模仿創業」對國際新創事業平均而言可能是具有最佳投資

效率的市場進入方式，其次是「早期追隨創業」策略，「利基創業」與「技術創

業」策略間的抉擇，可能牽涉創業者的風險容忍度及偏好問題。 

Return-Risk  Map for Born Globals (1986)
by Entry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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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業
早期追隨創業

利基創業

圖 4.6  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報酬-風險圖 

 

                                                 
6 夏普指數 (Sharpe index) 為財務上用以評估投資組合 (如：基金) 績效之慣用指標，其計算方
式係以平均報酬率減去無風險報酬率後，再除以所對應之投資風險，用以反映該投資所承擔的

每單位風險所帶來之相對報酬，為一調整風險後的投資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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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結果之討論 

本節針對前節統計分析之結果進行討論，前三項說明六項假說的驗證結果，

並進行管理意涵之討論，第四項則針對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之演化軌跡 

(成長策略) 進行觀察，並檢視策略移動 (strategic move) 的績效意涵，以之做為

本研究對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的初探。 

一、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屬性與穩定性 

根據前節實證分析之結果，本研究對於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輪廓已進行具體

之描繪，其特徵屬性大致與先前文獻的主張相互呼應；但本研究透過國際化及創

業觀點二種不同基礎的比較，也提出部分不同於先前文獻的發現，使本研究得以

對國際新創事業做更清楚的定位。 

台灣為高度外銷導向的國家，進、出口貿易活動頻繁而普遍，但外銷國家則

較為集中，根據經濟部國貿局之統計數據顯示7：台灣在 2002 年主要出口國以美、

日及香港 (中國大陸) 為主，三者占台灣出口總值比例達 60.9%，因此台灣廠商

出口的地理多角化程度並不高。再則以貿易為主的跨國價值活動之協調程度亦低

於海外直接投資的涉入程度，因此根據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對國際新創

事業的分類 (表 2.1)，台灣國際新創事業應多數屬於涉入國家數目較少、跨國協

調價值活動程度較低的「出口/進口創業公司」 (Export/Import Start-up)。事實上，

先前探討國際新創事業的相關文獻也多將價值活動的焦點置於出口活動上，例

如： Kundu and Katz (2003)、Moen and Servais (2002)、Moen (2002) 及Rennie 

(1993) 等，因為對小規模的新創事業而言，在創業初期就進行海外直接投資的

困難度是相當高的。 

高技術密集也是國際新創事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表 4.1的結果顯示國際新

創事業在高技術密集的資訊電子產業中所佔之比例，顯著高於在其他產業之比

                                                 
7 請參考http://cus.trade.gov.tw/cgi-bin/pbisa60.dll/customs/uo_base/of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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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而且此偏高之比例並非抽樣誤差所致，因為在原始樣本中各產業所佔比例分

配並無顯著差異。再根據表 4.2及表 4.12，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平均高達

3.4%，而無論是低度國際化廠商或本土新創事業的研發密集度都僅約 0.3%左

右，相差近十倍，統計檢定結果支持本研究之假說 2：國際新創事業之研發密集

度顯著較高。高研發密集之特徵亦非台灣國際新創事業所特有，聯合國報告 

(UNCTAD, 1993) 中已指出同樣的現象。至於形成國際新創事業高研發投資的原

因，一方面與激烈的國際競爭有關，另一方面先前文獻 (Bell, 1995; Madsen and 

Servais, 1997) 認為專注的利基產品是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徵之一，此亦可能是推

動廠商重度投資研發的推力之一。 

雖然先前研究一般認為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較小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1995)，但實證分析卻發現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大小，必須視與何種廠商比

較而定。在同為國際企業的比較基礎上，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確實顯著小於低度

國際化廠商，此發現與先前研究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1995) 一致，但較

小規模是因為廠商設立年數較短的關係，抑或是高度國際化所形成的差異，本研

究無法遽下定論。如在同為創業廠商的比較基礎上，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卻又顯

著較完全未國際化的本土廠商為大。本研究推論可能是因為在國際市場競爭，需

要投入更多的資金、人力與資源，故高度的國際化導向反而促使國際新創事業的

規模較未進入國際市場的本土新創事業為大；而低度國際化廠商規模更大的原

因，或許與設立年數 (平均 18 年以上) 較為攸關。根據上述透過不同比較基礎

的分析，已使得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圖像更加清晰。                                       

先前文獻 (McDougall et al., 1994;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認為國際新

創事業傾向採用混合式統治結構 (hybrid governance structure)，在本研究的實證

資料中獲得間接支持。本研究發現國際新創事業的外資入股比例顯著高於未國

際化的本土新創事業，而達到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相同之水準，平均約 7%左右。

綜合比較此三類廠商，本研究據以推論外資比例顯然與企業的國際化程度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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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際化程度較高者，外資比例亦高。形成國際新創事業高外資比例的成因

可能有二：一是呼應先前研究 (McDougall et al., 1994) 所認為的國際新創事業

在資源限制下，較不傾向將海外活動完全內部化。二是因為國際新創事業在創

業前就已經具備廣泛之國際關係網絡，故能在較短的創業期間內引入跟設立年

數已久之低度國際化廠商對等的外資比例 (表 4.2)。而本土新創事業由於其事業

網絡大部分侷限在本國市場內，一方面對外資的需求較低，即使有資金需求也

會受限於狹隘的國際關係網絡，被迫在國內資本市場籌資。 

國際新創事業在同樣牽涉股權決策的負債比例上，表現出顯著高於本土新

創事業之水準，但顯著低於低度國際化廠商。高負債比例至少需滿足二項條件：

高資金需求下有舉債的意願及能夠貸得資金的能力；因此，在同為創業廠商的

基礎上，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競爭一方面使其規模較本土廠商為大，同時也產

生較高的資金需求，進而運用了較高的財務槓桿。然而低度國際化廠商雖然國

際化程度較國際新創事業為低，卻具有較高負債比例之現象，可能必須從舉債

能力的角度加以解釋，蓋低度國際化廠商設立年限已久且規模更大，累積的商

譽配合顯著較佳的獲利，會使得低度國際化廠商具備較佳的舉債能力，負債比

例在長時間發展下趨於穩定飽和，而達到較高的水準。 

除了橫斷面的深度剖析外，本研究同時也透過跨期比較國際新創事業與低

度國際化廠商各項特徵屬性之差異，嘗試瞭解在不同時間背景下創業的國際新

創事業，其特徵屬性是否因時而異。研究結果 (表 4.7) 顯示，在三個不同時點

所觀察到的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屬性，之間並無太大差異而呈現出高度的穩定

性。剛創業時的銷售報酬率總是顯著的較低度國際化廠商為差，在三期之樣本

中全數一致呈現高研發密集及小規模營運之特色，負債比例也維持一致較低的

水準，整體而言並未發現變異極大的特徵屬性。 

此外，為瞭解國際新創事業脫離創業期之後特徵屬性的變化動態，本研究

追蹤 50 家國際新創事業十年來 (1986-96) 特徵屬性的演化狀況。結果 (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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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國際新創事業不論處於剛創業階段或已脫離創業期，除國際化程度呈顯

著下降之趨勢外，其餘所有屬性皆未發生明顯改變，然而其中仍有幾項特徵值

得注意。首先，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不僅在創業期較差，即使脫離創業期的五

到十年後，績效依然沒有顯著改善。此結果使得橫斷面分析所發現績效較差的

問題，繼續存在於縱斷面的分析結果上，由於本節僅論述國際新創事業之特徵

屬性，有關績效意涵之討論，留待稍後進行。其次，國際化程度的顯著下降，

此結果正符合本研究對國際化影響廠商績效的關係型態之預測。平均高達 85%

的國際化程度可能已經逾越國際新創事業國際化的最適水準，其因而適度分散

國內與海外市場之銷售比重。高研發投資的特色貫穿整個觀察期間而無顯著之

變化，此不論從研發對績效的門檻效果或從市場進入策略的角度觀察，皆凸顯

研發策略的制訂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影響至鉅，此部分同樣留待以下討論國

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時，併做討論。 

二、國際新創事業國際化與廠商優勢之績效意涵 

就銷售報酬率而言，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顯著低於低度國際化廠商及本土

新創事業，本文以下就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討論各變數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意

涵。 

本文在發展有關國際化程度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影響之假說時，係鋪陳在

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呈S型曲線關係的文獻基礎之上 (例如：Contractor et al., 

2003)。根據此三次方的曲線關係，本研究推論國際新創事業相對較高的國際化

程度，會使績效呈現出先增再減的∩型曲線關係。為驗證本研究所引用文獻的

外部效度 (external validity)，本研究以包括表 2.3中三類廠商的 4,892家合併樣

本，驗證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是否存在文獻所主張的S曲線關係。分析結果

如附錄二所示8，結果顯示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的關係確實呈現出S型的曲線關

                                                 
8 由於本研究之主題在國際新創事業，篇幅所限，僅將合併樣本之迴歸分析結果列示於附錄二

中，請自行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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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而支持本研究所引用的假說發展架構。樣本定義之故，國際新創事業的

國際化程度落在 30%至 100%的區間內，若對映至所發現的S曲線上，則國際化

程度對國際新創事業績效的影響，合乎邏輯的呈現出S曲線後半段的∩型曲線關

係。∩型曲線關係意味著國際新創事業透過創業前累積的經驗、能力、網絡關

係等國際化資源，使其得以跳脫 (leapfrog) 進程模式的初期階段，避開國際化

初期成本高於利益的衝擊，直接享有國際化所帶來的淨利益。再對照低度國際

化廠商，由於其國際化程度皆在 30%以下，故對映至S曲線時，也呈現出S曲線

前半段的∪型曲線關係。對低度國際化廠商而言，在不具備國際新創事業所具

有的國際化資源之限制下，循序漸進的國際化使其必須承擔國際化初期成本高

於利益的負荷，俟國際化達一定程度後，才逐漸享有國際化的淨利益。綜合上

述交叉驗證 (triangulation) 之結果，本研究區辨了國際化程度對國際新創事業及

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影響之差異，使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輪廓更為清

晰。 

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型的曲線關係隱喻國際化程度在超過某一最適水

準 (∩型最高點) 之後，國際化所帶來的邊際利益會超越邊際成本，導致對績效

的不利影響。橫斷面分析中國際新創事業樣本廠商的國際化程度平均高達

76.5%，而且呈現出顯著低於低度國際化廠商及本土新創事業的平均銷售報酬

率。本研究據此推論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國際化程度可能已經超越其所面對的

∩型曲線之最高點，進而導致較差的績效。然績效既然不彰，國際新創事業何

以會選擇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採取高度且快速的國際化策略？先前的文獻 (例

如：Madsen and Servais, 1997) 雖大抵從創業家、組織及環境觀點提供了廠商何

以「能」快速國際化的原因及解釋，但卻未能解釋廠商何以「要」快速的國際

化。Harveston et al. (2001) 的研究提供了一些線索，其採用 Roth and Morrison 

(1990) 的「全球整合」 (global integration) 及「當地回應」 (local responsiveness) 

的概念來鑑別國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差異，並以生產系統的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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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及產品的標準化程度來衡量。結果發現產業中較高的全球整合性是鑑別國

際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的顯著因素；換言之，產業中的全球整合力量是

將新創事業快速推向國際市場的重要推力之一。因此，當廠商身處全球分工程

度較高、全球運籌體系較為成熟的產業時，就有比較高的機率會被推向國際市

場，此推論可從表 4.1中資訊電子產業的國際新創事業比例遠高於其他產業的證

據獲得間接支持。 

研發投入對採取不同國際化策略的廠商也呈現出不一樣的影響型態，對於

國際新創事業，研發投入對績效帶來先降後升的∪型影響型態，支持本研究之

假說 3a；但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績效的影響卻為先升後降的∩型曲線關係，同樣

支持本研究之假說 3b。先降後升的∪型曲線意味著國際新創事業的研發投資存

在一最低門檻 (threshold)，未達最低門檻的研發投資支出，反而會對國際新創事

業帶來負面影響。本研究推論門檻的形成可能與國際新創事業選擇進入競爭激

烈的國際市場進行全球競爭有關，特別是有多數的國際新創事業處於產品生命

週期短暫的資訊電子產業之中，不斷的投入研發才能使企業維持其國際競爭

力，這種以國際競爭為推力的研發投資，其效益必須以相對於競爭者的研發產

出來加以衡量。意即研發投入即使有產出，但效益若仍不及競爭者的研發產出

水準，對廠商績效的助益就比較有限。上述的推論不僅解釋何以國際新創事業

的研發投資門檻特別明顯，同時也說明了其研發投資水準為何會顯著高於低度

國際化廠商及本土新創事業之原因。 

反觀低度國際化廠商的研發投資，由於其所處產業知識密集程度較低、廠

商規模較大，因此得以快速分攤研發成本，以及國際競爭程度較低等異於國際

新創事業的特質，使得其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不若國際新創事業般顯著。同時

由於其處於相對成熟的產業之中，研發活動可能以技術風險程度較低的製程創

新為主，研發投資較易透過如品質改善或成本降低等方式直接反映在績效的改

善上，因此適度的研發投資有助提升其績效；然而實證結果也警示低度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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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並不適宜對研發活動進行過度投資，因為在技術相對成熟的環境中，技術

發展有其極限，研發投資可能產生無效率之現象。綜合各種效果之後，使得低

度國際化廠商的研發投資與績效間之關係型態，迥異於國際新創事業，呈現先

增再減的∩型曲線。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對於廣告的投資不若對研發的重視，平均廣告密集度僅

達 0.46%，相較於西方已開發國家之廣告支出水準 (Kotabe et al., 2002) 顯得偏

低，與低度國際化廠商無顯著差異，但略高於本土新創事業的廣告支出，偏低

的廣告支出水準與先前研究 (喬友慶等，2002) 的發現一致。雖然文獻 (Scherer, 

1980) 及實務資料 (Corkindale and Newwall, 1978) 皆認為廣告投資與研發投資

一樣具有門檻效果，而且在 Chiao et al. (2004) 所研究的 1,419家台灣廠商的大

型樣本中，也證實台灣廠商的廣告支出與績效間呈現出∪型的曲線關係，但廣

告的門檻效果在本研究中僅邊際顯著的呈現在低度國際化廠商的樣本之中，對

國際新創事業的檢驗中，並未能驗證此種關係型態。在 Chiao et al. (2004) 所驗

證的曲線中最低有效廣告密集度之門檻值約在 6%至 7%之間，但在檢視國際新

創事業廣告變數的樣本分配後發現，廣告支出最高的廠商也僅達 5.8%；換言之，

本研究樣本中所有國際新創事業的廣告支出，沒有任何一家達到先前研究所計

算出的最低有效門檻水準。因此偏低的廣告支出僅能部分呈現∪型曲線前半段

的負斜率關係，而無法呈現完整的∪型曲線關係，惟此推論需要更多高廣告密

集度的廠商樣本來加以驗證，本研究受限於樣本，僅將其列示為研究限制之一。

此外，本研究也臆測台灣廠商廣告支出的實質內容 (涵)，可能也是影響實證結

果的因素之一。雖然本研究將廣告投資概念化為產品差異化的能力之一，但廠

商的廣告支出若屬於「費用」性質 (expenses) 而無助於行銷資產的累積或產品

差異化能力的培養，則費用越高，銷售報酬率必然下降。在第五章個案研究中

的 K公司 (第 129頁)，證實此推論的確為可能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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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廠商優勢與國際新創事業績效關係之實證結果，本研究發現研發能力

獲得高度的支持，而廣告效果的實證結果則相當分歧，未能獲得一致的支持。

晚進學者 Rugman and Verbeke (2004) 對此現象提出解釋，其將研發能力視為一

種屬於上游的廠商獨特優勢  (upstream FSA)，這種優勢具有不受限於地域 

(nonloational-bound) 容易跨國移轉的特點；而行銷能力則被視為一種屬於下游

的廠商獨特優勢 (downstream FSA)，這種優勢在進行跨國移轉時，因為必須進

行大幅度的調適 (adaptation)，因此易受限於地域 (locational-bound) 而不易直接

在海外運用這種優勢。Rugman and Verbeke 認為過去相關文獻視兩種優勢具有

對等的重要性，但由於跨國移轉的難易度不一樣，其因此認為研發上的能力應

當比較能夠反映國際企業真正的獨特優勢 (概念如圖 4.7 所示)，此論點正與本

研究的實證發現吻合。因此，相關研究上分歧的實證結果顯示以行銷能力來衡

量國際新創事業獨特優勢的效度，可能需要接受進一步的檢驗。 

上游能力 (研發) 

新觀點 

(不對稱) 傳統觀點

(對稱) 

 

 

 

 

 
下游能力 (行銷)               

圖 4.7  廠商優勢－上游能力與下游能力之相對重要性 

資料來源: Rugman, A. M. and A. Verbeke (2004), “A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5(1), p.14. 

在控制變數上，本研究透過比較也發現某些變數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意

涵迥異於對低度國際化廠商的影響。外資比例對於國際新創事業的績效呈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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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顯著之影響，但對低度國際化廠商卻有顯著正向之影響。低度國際化廠商

雖已進行國際化，但主要目標市場仍以國內市場為主，而國際新創事業的目標

市場以出口為主，本研究無法確知此是否意味著帶有銷售動機的外資比帶有生

產動機的外資更能對廠商績效產生正面助益，外資對於不同市場導向的廠商之

績效影響有待國際合資相關研究做進一步釐清。此外，廠商的設立年數對國際

新創事業與低度國際化廠商之影響也不一致。對設立三年內的國際新創事業而

言，設立時間越久，績效就顯著越佳，但對設立年數平均達 18 年以上的低度國

際化廠商以及同處創業初期的本土新創事業之影響則又不顯著。因此，學習曲

線的效果在國際新創事業中獲得印證，似與快速國際化的因素有關。Zahra et al. 

(2000) 的研究證實國際擴張會促進技術學習之效果，進而對新創事業的業主權

益報酬率 (ROE) 產生正面之影響，此發現直接支持本研究上述之推論。最後在

產業效果方面，國際新創事業及本土新創事業模型中所有的產業變數皆不顯

著，顯示產業間的差異並不存在於新創廠商之中；但是低度國際化廠商隨著時

間發展，則會表現出產業間的差異。 

三、國際新創事業之市場進入策略 

在分類型態中策略性工業與非策略性工業的操作方式，除反映當時制度性

環境的可能影響外，主要是做為區隔市場潛力高低的標準。為驗證此操作方式

是否能有效區隔市場成長潛力之高低，本研究以年複合銷售成長率做為因變

數，檢定策略性工業與非策略性工業的樣本平均數差異，結果發現策略性工業

的每年平均銷售成長率超過 15%，而非策略性工業樣本的平均銷售成長率則為

-0.1%，兩群樣本的平均銷售成長率差異超過 15%，顯示以策略/非策略性工業做

為操作標準確實能有效區隔市場成長潛力之高低。銷售成長差異檢定之結果，

如表 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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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國際新創事業銷售成長性差異檢定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顯著性(p-value)

截距項 0.7660   1 14.5070 0.0000 
策略工業 1.0800   1 20.4470   0.0000***

研發導向 0.0001   1 0.0020 0.9670 
策略工業*研發導向 0.0810   1 1.5330 0.2170 
誤差 14.6880 278   
總和 16.0640 282   

 註：1.因變數為「年複合銷售成長率」(annual compound growth rate of sales) 

2. *** p<0.01 

本研究根據文獻，以「市場成長性」及「廠商優勢」兩個構面勾勒台灣國

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的策略版圖，並將廠商之創業策略區分為「後進模仿創

業」、「早期追隨創業」、「利基創業」及「技術創業」四種策略型態。所建構之

分類型態與過去創業相關文獻在區隔構念上相近，較特殊之處在於被分類的對

象除了是創業廠商以外，還同時兼具了高度國際化之特點，因此國際化因素在

每一種策略型態下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討論。有關四種策略型態的內涵、

報酬及隱含風險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已多所闡述，故以下將在考量台灣產業實

際狀況下，針對國際化因素在四種策略型態中的作用進行討論。 

對「後進模仿創業」的廠商而言，其投身於傳統產業的國際市場之中，以

後進之姿扮演模仿追隨的角色，此類廠商佔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比例超過半

數，儼然成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進入市場的主流策略。由於有高比例產品銷售

至海外，在台灣廠商普遍不具行銷優勢的情況下，國際代工的成分居多，因此

一般產品附加價值可能不高。然而由於國際市場規模較大，需求穩定性比經營

單一國內市場來得更高，因此透過台灣廠商擅長的規模經濟及製程創新，也能

維持一定之獲利水準。根據上述，若「後進模仿創業」廠商的國際化程度不足，

有大部分銷售需仰賴國內單一市場時，恐對其績效較為不利。而由於「後進模

仿創業」廠商的平均績效是四種策略類型廠商中最佳者，此可能意味著著眼海

 38



外市場所獲致的規模經濟可能已經克服產品單位利潤較低的不利。為驗證此論

點，本研究進一步從國際化的程度觀察，發現「後進模仿創業」廠商的國際化

程度確為四種策略型態中最高者 (如表 4.20所示)，高達 90.25%，直接支持本研

究之推論。 

表 4.20  四種策略型態的國際化程度差異 

策略型態 樣本數 平均國際化程度 國際化程度標準差 F-value (p-value) 事後檢定

1.後進模仿 

2.早期追隨 

3.利基創業 

4.技術創業 

179 

24 

50 

29 

0.9025 

0.8427 

0.8786 

0.7981 

0.1755 

0.1986 

0.1869 

0.2215 

3.103 (0.027) 1>4**

合計 (平均) 282  0.8825   0.1867    

註：** p<0.05 

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中另有一部份廠商採取「早期追隨創業」的策略，其選

擇進入仍在發展階段具有較高成長潛力的國際市場，但由於技術上採取跟隨領

導者策略，屬於領先市場中的跟隨者，因此其獲利基礎略有別於先進者優勢文

獻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98) 中所主張來自於技術領先的優勢。個案研

究中的 R公司，生產電腦各種介面的連接周邊 (USB、IEEE 1394)，其在創業期

曾為 Compaq生產網絡的成員之一，當時受惠於此國際生產網絡而獲利極佳，而

其自認能受國際大廠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本身具備快速調整的能力，能

以最快速度提供 Compaq所需各種規格之介面周邊。在國際市場中，這類廠商經

常扮演國際領導廠商的支援者，負責提供非關鍵性之零組件或周邊附屬產品。

對台灣的這類廠商而言，加入成為國際分工網絡的一員，以及是否具備快速調

整的彈性來滿足持續變化中的顧客需求，可能是影響績效的重要因素。 

先前文獻 (Bell, 1995) 指出國際新創事業較活躍於專業化及利基導向的市

場上，在本研究的觀察樣本中，卻僅約有接近二成的廠商比例採取「利基創業」

方式做為進入市場的策略。過去文獻 (Park and Bae, 2004) 指出這類廠商利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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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通常來自於：市場不具經濟規模使大型廠商不願加入競爭、利基廠商具

有發掘為人忽略的潛在市場機會之能力，以及利基廠商所建立的獨特技術障礙

等。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這些利基來源都必須以國際的觀點來加以審視，例

如：以海外市場為主要經營範疇時，所建立的技術障礙必須能實質排除全球潛

在競爭廠商加入競爭之可能，而非僅是對本國競爭廠商形成進入障礙而已。簡

言之，全球利基並不等同於本國利基，而且建立全球利基的困難度可能遠甚於

僅在本國市場內建立利基。這種難度甚高的挑戰，可能就是為何採行利基策略

的創業廠商其平均銷售報酬率，在四種策略類型廠商中殿後的重要原因。 

相較於「利基創業」，「技術創業」型的國際新創事業所面臨的挑戰似乎更

高，因為其除了同樣遭遇全球競爭者的技術挑戰之外，還面臨比「利基市場」

更不確定的全球市場需求。這種經營挑戰的難度之高，可由觀察樣本僅佔約一

成的比例上看出。由於此類廠商的報酬變異極大，本研究曾分別嘗試將國際化

程度及研發投入程度分高、低群來進一步探索其績效分佈狀況，結果發現變異

仍然很大，此意味著採取此類進入策略的國際新創事業，其同時面臨太多影響

績效之變數，若僅以少數一二個變數來驗證，可能較難產生有意義的績效意涵。

此外，本研究認為後續研究在探討此類採取極高創業風險策略的廠商時，或許

改以「存活」 (survival) 代替「報酬率」來衡量廠商績效，應可產生更有意義的

發現。 

過去文獻對於公司績效影響因素之探討，在分析單位上存在一些不同的解

釋觀點，例如分別有研究嘗試探討「環境－策略」 (Chang and Singh, 2000) 及

「策略－結構」 (Harris and Ruefli, 2000) 間影響績效的相對重要性，例如 Ruefli 

and Wiggins (2003) 即在探討公司本身因素及產業環境因素兩者對公司績效影

響的比較效果。基此，為比較造成四種不同進入策略績效差異的產業效果及廠

商優勢效果，本研究進一步採取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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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差異－市場效果及廠商優勢效果之比較 

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顯著性(p-value)
截距項 0.0248   1 4.2530 0.0400 
策略性工業 (產業) 0.0001   1 0.0240 0.8780 
研發能力 (優勢) 0.0065   1 1.1100 0.2930 
策略工業*研發能力 0.0058   1 0.9860 0.3220 
誤差 1.6260 278   
總和 1.7400 282   

 註：因變數為「銷售報酬率」(return on sales, ROS) 

根據表 4.21 顯示，在造成四種市場進入策略績效差異的兩種效果上，產業

效果 (p=0.8780) 及廠商優勢效果 (p=0.2930) 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被歸類為策

略性工業與否顯然不是造成績效差異的原因之一，此結果與論文前段分析中不

顯著的產業效果維持一致。基於之前及此部分的分析，整體而言產業效果在全

篇研究中的效果並不顯著，然而由於產業效果並非本論文探討的重點，即使結

果不顯著，亦無充分證據斷言產業影響績效的效果必然較小。 

四、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之初探 

過去有關創業廠商策略的研究，多以靜態方式進行探討，例如：Carter et al. 

(1994) 、Gartner, Mitchell, and Vesper (1989) 及McDougall and Robinson (1990) 

等研究，皆以靜態方式對創業廠商的策略型態進行觀察與分類，相關研究多數缺

乏動態之觀點 (Park and Bae, 2004)。由於缺乏跨時的觀察，使得學界對於創業廠

商在脫離創業期之後的策略變化軌跡及各種策略變化的績效意涵，所知較為有

限。此外，過去文獻對於創業廠商成長議題的探討，也以西方國家的廠商現象為

主，對於開發中國家創業廠商的探討並不多見 (Park and Bae, 2004)。再從研究角

度觀察，Murphy, Trailer, and Hill (1996) 在檢視 1987-1993創業研究之相關文獻

後，發現「成長」是過去創業相關文獻中最慣常被視為創業廠商績效的指標之一，

許多研究以之做為研究的因變數，但將成長模式視為一種策略選擇 (自變數)，

 41



探討成長策略與創業廠商績效關係之研究，則較為罕見。因此，在相關文獻較為

缺乏的研究背景下，本研究以下擬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成長軌跡進行探索性 

(exploratory) 的觀察與分類，並檢視不同成長策略的績效意涵。 

本研究沿用前節對台灣國際新創事業進入策略的分類型態，並對樣本廠商進

行跨期追蹤，此不僅可觀察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期所採取的市場進入策略，

亦可追蹤樣本廠商在脫離創業期之後，其市場進入策略是否發生變化？變化軌跡

如何？促成策略變化的因素為何？策略的變與不變之績效意涵為何？策略移動

的方向對績效又會產生何種影響？以下擬針對上述問題進行探討。 

本研究同樣以 1986 年的 282家國際新創事業為觀察樣本，追蹤此 282家廠

商在 5 年後的 1991 年時，其市場進入策略發生何種變化。表 4.22的縱軸為 1986

年樣本廠商在四種進入策略上之分配，橫軸則為 1991 年樣本廠商在進入策略上

的分配，因此格 (1,1) 的 168表示在 1986 年有 168家國際新創事業採取後進模

仿策略做為創業期間的市場進入方式，而這批廠商在 5 年之後的 1991 年，在市

場上依然採取相同的策略，並未發生策略上的改變或移動。依此類推，格 (3,1) 的

34 則表示在 1986 年有 34 家國際新創事業選擇利基市場做為創業期間的市場進

入策略，而這批廠商在 5 年之後，其進入策略不再維持原來創業期的利基策略，

而是轉變為後進模仿策略。綜觀樣本廠商在四種進入策略間的分配狀況，不論在

創業期或脫離創業期，後進模仿策略都是台灣國際新創事業中最為普遍之策略型

態，而且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採取此種策略的廠商比例甚至有增加之趨勢 (由

63.5%上升至 73.4%)。在創業期間也有相當比例之國際新創事業採行利基創業策

略，惟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採行此種策略的廠商比例顯著降低，與採取另外兩種

策略 (早期追隨及技術創業) 的廠商比例趨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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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及樣本分配 (1986-1991) 

1991(至) 

1986(從) 
1.後進模仿 2.早期追隨 3.利基策略 4.技術策略 樣本數 

1. 後進模仿創業 168 (59.6%) 1 (0.4%) 10 (3.5%) 0 179 (63.5%)

2. 早期追隨創業 2 (0.7%) 19 (6.7%) 0 3 (1.1%) 24 (8.5%) 

3. 利基創業 34 (12.1%) 1 (0.4%) 15 (5.3%) 0 50 (17.7%)

4. 技術創業 4 (1.4%) 4 (1.4%) 0 21 (7.4%) 29 (10.3%)

樣本數 207 (73.4%) 25 (8.9%) 25 (8.9%) 25 (8.9%) 282 (100%)

註：1.因觀察廠商在 1991 年時皆已脫離創業期，故策略型態之名稱去除「創業」一詞。 

2.括弧內數值為各觀察值所佔百分比。 

根據表 4.22 可進一步觀察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在創業期間及脫離創業期之

後，所採取策略的演化軌跡及穩定性。在對角線上的格 (1,1)、(2,2)、(3,3) 及 (4,4) 

表示廠商並未發生策略轉變，此現象被Park and Bae (2004) 稱之為策略複製 

(strategic replication)，Hung et al. (2003) 認為此種穩定性具有路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之策略意涵。根據表 4.22 計算，採取策略複製之廠商比例高達 

79%9，顯示大部分廠商具有路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的特質。儘管如此，仍有

21%的國際新創事業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採取不同的市場進入策略，表 4.22對角

線以外的路徑皆代表此種策略演化。在所有可能的演化路徑中，發生比例最高的

是從「利基創業」轉變至「後進模仿」策略 (即 3→1)，計有 34家，佔所有觀察

樣本 12.1%；其次則是逆向的「後進模仿創業」轉變為「利基策略」 (即 1→3)，

計有 10 家，佔 3.5%，其餘所有演化路徑的發生比例並不高，皆在 1.5%以下，

這些數據顯示創業廠商進行跨產業的移動可能遠比在組織內進行技術策略調整

困難許多。 

根據前述，多數的策略轉變發生在「利基創業」與「後進模仿創業」間的雙

向移動，這種演化的特色是廠商不論在創業期間或是脫離創業期之後，所選擇進

入的市場皆以傳統的非策略性工業為範疇，策略變化的特質係透過技術策略的轉

                                                 
9 [ (168+19+15+21) / 282 ]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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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來反映。由於所處產業不變，廠商僅調整其研發支出，Hung et al. (2003) 認為

這種依循組織過去策略位置所進行的策略調整，屬於漸進式演化 (incremental 

evolution)，比較吻合「路徑相依」 (path dependent) 的概念，而「早期追隨創業」

與「技術創業」間的雙向移動 (2→4；4→2) 也具有相同的性質。另外一種策略

移動的軌跡，包括：「技術創業」與「後進模仿創業」策略間的移動 (1→4；4→

1) 及「早期追隨創業」與「利基創業」策略間的移動 (2→3；3→2)，由於同時

涉及產業範疇的變更及技術策略的調整，策略變動幅度較大，屬於激進式演化 

(radical evolution)，這種與組織過去策略位置完全無關的策略移動，較符合「路

徑突破」 (path breaking) 之概念。雖然在表 4.22中，可以同時觀察到不同創業

廠商分別採取「路徑相依」及「路徑突破」的現象，但在兩類策略移動軌跡中，

仍以「路徑相依」的移動模式較為普遍，顯示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在進行策略變革

時，過去的策略位置仍是重要的考量之一，此結果與 Hung et al. (2003) 對台灣高

科技事業進行技術策略演化之研究結果一致。 

市場進入策略的變與不變之間，究竟受哪些因素所影響，是值得探討的另一

項課題。根據第二章之文獻回顧，探討有關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之研究為數極

少，因此本研究擬以探索性 (exploratory) 方式，先觀察影響國際新創事業成長

策略變化的可能原因，之後與相關的理論解釋觀點進行連結，做為後續探討國際

新創事業成長策略相關研究之參考。 

本研究先將國際新創事業的成長策略區分為兩大群組：策略複製 (strategic 

replication) 及策略改變 (strategic change)。在顯示廠商成長策略變化軌跡的表

4.22中，位於從左上到右下對角線上的廠商，其市場進入策略在五年內並未發生

變化，因此這類廠商被歸屬為「策略複製」群組，樣本數計有 223家 (佔 79%)；

對角線以外的廠商其市場進入策略在五年內或已發生產業範疇之改變，或已進行

研發策略之調整，因此被歸類為「策略改變」群組，這類廠商計有 59家 (佔 21%)。

本研究接著針對「策略複製」與「策略群組」廠商的各項屬性進行差異檢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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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結果如表 4.23所示。 

表 4.23  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群組屬性差異之檢定結果 (1986) 

變異數相等檢定2成長策略

屬性 

策略複製 

(n=223) 

策略改變

(n=59) F p-value 

績效差異3

(相依－突破) 

銷售報酬率 0.018 1

(0.082) 
0.017 

(0.052)
2.779 0.097 0.001 

國際化程度 0.889 
(0.176) 

0.857 
(0.222)

5.646 0.018** 0.032 

研發密集度 0.005 
(0.014) 

0.013 
(0.018)

6.283 0.013** -0.009***

廣告密集度 0.004 
(0.009) 

0.004 
(0.008)

0.490 0.484 0.000 

廠商規模 112.660 
(158.277) 

159.640 
(167.650)

1.602 0.207 -46.980**

負債比例 0.554 
(0.251) 

0.580 
(0.261)

0.009 0.925 -0.026 

設立年數 3.300 
(1.354) 

3.627 
(1.312)

0.000 0.990 -0.327 

外資比例 0.072 
(0.238) 

0.036 
(0.183)

4.678 0.031** 0.036 

註：1.表中數值為平均數，括弧內數值為標準差。 

  2.採 Levene’s test 檢定變異數是否相等，p-value>0.05為相等，p-value<0.05則不等。 

3.績效差異先視變異數是否相等，在適合的假設下 (變異數相等或不等)，進行檢定。 

4.*** p<0.01, ** p<0.05, * p<0.1。 

根據表 4.23，「策略複製」與「策略改變」兩類廠商在研發密集度及廠商規

模兩項屬性上，呈現顯著之差異，採取「策略改變」的廠商，除公司規模較大外，

同時也具有較高的研發密集度。然而兩類廠商在銷售報酬率上，並未出現顯著之

差別，顯示對國際新創事業而言，績效 (惡化) 似乎並非誘發廠商採取策略改變

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國際化程度、廣告密集度、負債比例、設立年數及

外資參與股權之程度等，都未能鑑別「策略複製」與「策略改變」兩種廠商間的

差異。 

廠商策略的調整如跨行轉業或研發支出的取捨，對廠商而言屬於重大之組織

改變 (organizational change)。過去文獻對於促成組織改變的原因採取各種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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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觀點，Van de Ven and Poole (1995) 彙整有關組織發展及組織改變的文獻，

認為主要有四種解釋觀點，包括：生命週期 (life cycle) 觀點、演化 (evolution) 觀

點、辯證 (dialectic) 觀點及目的 (teleology) 觀點，各種解釋觀點適用於不同形

式之組織改變，生命週期觀點及目的觀點比較適於解釋單一實體 (single entity)，

而演化及辯證觀點則比較適於解釋多實體 (multiple entities) 的組織改變與發

展。對單一組織改變與發展的二種解釋觀點中，生命週期觀點將組織改變與發展

視為一種命定 (deterministic)、穩定 (stable) 、可預測 (predictable) 的過程；而

目的觀點則認為組織可能以不連續 (discontinuous) 及無法預測 (unpredictable) 

的方式產生過去不曾發生過的全新之組織形式，屬於一種由目標引導的社會建構

過程 (Van de Ven and Poole, 1995)。以本研究對策略型態分類的構面而言，可能

必須採取不同的觀點來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產業範疇變更及研發投資之調整。例

如以生命週期觀點解釋國際新創事業的跨行轉業，可能有違生命週期觀點命定 

(deterministic) 及預定 (prescribed) 之假設本質，因為創業廠商跨行轉業的行

為，屬於命定性質之份成恐怕很少，此時目的觀點所解釋的不連續、全新之組織

改變可能較為適用。 

此外，Van de Ven and Poole (1995) 認為有時組織改變的形式可能同時涉及

兩種或兩種以上的理論型態，例如「中斷均衡模型」 (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 (Gould and Eldridge, 1977) 認為在微層次 (micro-level) 上的變化屬於突

發性質，但是這種突變在總體層次上 (macro-level) 則是逐步漸進擴散，較為耗

時。「中斷均衡模型」所論述之兩種不同層次的組織改變，提供國際新創事業跨

行轉業一種可能的解釋：先在微層次上產生研發支出的突變，再逐步擴散至其他

策略構面及部門結構後，進而導致整個組織最終的跨行轉業。「中斷均衡模型」

論者 (Romanelli and Tushman, 1994) 曾對刺激組織產生變革的因素進行探討，認

為造成組織重大變革的幾個因素可能包括：短期績效的急速下滑、環境條件的改

變以及總裁 (CEO) 人事的更迭等。在探討促成國際新創事業進行策略改變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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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何之時，這些因素或可納入加以檢視，本研究先前對國際新創事業「策略複

製」及「策略改變」兩類廠商進行績效差異之檢定，即立意於此10。 

運用策略群組 (strategic groups) 的觀點來探討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的更

迭，可能是另一條值得嘗試的理論蹊徑。策略群組被認為是策略文獻中相對成熟

的研究領域，其經歷早期產業經濟觀點下的靜態分析 (例如：Newman, 1978)、

中期對於策略群組改變的動態觀察 (例如：Cool, 1985; Fiegenbaum, 1987)，以至

於晚近對於策略群組移動過程與原因的探討 (例如：Bogner, Thomas, and McGee, 

1996; 張馥芳，2004) 等各階段之發展。簡言之，策略群組研究已由過去的靜態

分析轉化至動態性的研究，由策略群組發生策略改變現象的觀察深化至策略改變

背後原因之探討，其理論發展所處階段及所關心之研究議題恰與本研究所探討的

國際新創事業成長策略問題相當吻合。因此以策略群組理論觀點來探討國際新創

事業的成長策略議題，應有助於提升學界對國際新創事業的進一步瞭解。然而儘

管如此，以本研究所提出的進入策略分類型態為例，其與策略群組概念仍有違逆

相悖之處，例如：一般策略群組文獻傾向將策略群組的研究背景限制在單一產業

內 (張馥芳，2004)，而本研究所定義的 (非) 策略性產業範疇卻橫跨各產業，因

此將研究範疇縮小至單一產業內 (如：電子業)，或修正本研究對國際新創事業

成長策略的分類，以更符合策略群組觀點的基本假設，是有其必要的。至於在促

成廠商採取策略改變的原因探討上，張馥芳 (2004) 證實廠商資源、組織壓力及

組織慣性是影響策略群組穩定性的重要因素。其所驗證的廠商資源因素，與本研

究所發現規模較大之國際新創事業有較高傾向產生策略改變之現象趨於一致，類

似此類之連結關係，應可為後續以策略群組構念探討國際新創事業策略演化因子

的相關研究所納為參考。 

為進一步探討策略移動與績效間的關係，本研究針對策略移動的特定路徑在

策略改變前、後的績效差異進行檢定。由於可追蹤的樣本數過少，僅有「利基創

                                                 
10 本研究雖未能證實績效差異是國際新創事業採行「策略改變」的重要原因，但在針對同樣是

創業廠商的本土新創事業之檢定中，證實績效因素確實是本土新創事業進行策略改變的刺激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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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移向「後進模仿」 (3→1) 的樣本廠商數目超過 30 家，故本研究以此移動

路徑之樣本進行績效差異檢定，所得結果如表 4.24所示。在成對樣本的 t-test下，

由「利基創業」移向「後進模仿」的廠商，其績效獲得顯著之改善 (p<0.05)，平均

報酬率由 1986 年的 0.6%向上提升至 1991 年的 3.5%。此結果進一步延伸了原先

在表 4.21 中所初步發現「較差的績效可能不是誘發廠商採取策略改變的因素」

的討論空間，因為整體而言採取「策略改變」的廠商績效在改變前雖未顯著較差，

但某些特定方向的策略移動，仍能顯著改善廠商之績效。此可能意味著主動積極

追求策略改變的廠商，其原來績效固不必然較差，然而透過正確的策略調整，仍

可有效改善廠商的績效；換言之，績效惡化可能不是廠商策略求變的原因，但追

求更好的績效則可能是廠商求變的推力，而且某些特定方向的改變也確實能達成

績效改善的目的。 

表 4.24  國際新創事業「路徑突破」群組績效差異之檢定結果 

－「利基創業→後進模仿」 

期間 樣本數 平均銷售報酬率 變異數
銷售報酬率差異 

(1991-1986) 
顯著性 

(p-value) 
1991 
1986 

33 
33 

0.035 
0.006 

0.070 
0.035 

0.029** 0.023**

   註：1.採成對樣本平均數檢定 (Paired-samples t-test)。 

       2. *** p<0.01, ** p<0.05, * p<0.1 

前段的討論中尚存一項待解之疑問：何謂「正確」的策略改變？為何台灣國

際新創事業從創業期的「利基創業」轉向之後的「後進模仿」策略，可以成功地

改善廠商績效？這群樣本廠商所屬的產業特質或許提供部分可合理推論之線

索。由「利基創業」轉向「後進模仿」策略的有效樣本廠商計有 33 家，這些樣

本廠商所分佈的產業有：冷凍食品、鐵皮製造、橡膠 (皮) 製鞋、棉梭織布、塑

膠管、針織外衣、電線電纜、木質容器、平板玻璃、玩具製造、運輸工具零件、

船舶機械、皮革整治、服飾製品…等，綜觀這些產業多數處於產業生命週期的末

端 (成熟甚至衰退)，平均產品附加價值偏低，要產生新產品的創新更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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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erback and Abernathy, 1975)。這些產業特質再輔以本研究前段所驗證極為顯

著之研發門檻效果，本研究推論原來採取高研發支出的利基創業廠商，一方面可

能因為尚未克服技術障礙，研發成果不足以形成真正的全球利基，另一方面也可

能因為其研發投資仍不足，尚未跨過研發投資之門檻，兩種原因都可能使研發投

資不利此類廠商之績效，因而促成廠商在研發策略上轉向低研發支出的後進模仿

策略。本研究先前針對各進入策略所進行的檢定中，也發現「後進模仿」策略的

報酬是四種進入策略中最高者，而風險則是顯著最低，因此當「利基創業」廠商

降低其研發投資，轉而移向「後進模仿」的策略型態後，確實有較高的機會能改

善其績效。至於其他策略移動的方向軌跡是否也具有同樣的績效效果，因為有效

觀察樣本數不足，本研究無法遽下結論，此將留待後續研究中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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