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個案研究 

本論文在研究方法上，包括資料庫的量化分析及深度訪談的個案研究，有關

個案研究的程序已在第三章研究方法中予以說明，此不再贅述，本章將呈現個案

研究之結果，並進行討論。為能達到驗證假說及呈現廠商國際化動態過程之目

的，本章第一節先以結構化方式 (公司與產業、國際化、廠商優勢、市場選擇、

成長策略) 分項說明每一家個案公司發展歷程及與本研究主要研究變數或構念

間之關係；第二節則採綜合分析方式，除將個案公司與本研究各項假說進行對照

外，同時也將個案廠商有關國際化的陳述，賦予概念意義，並以 S型國際化的架

構 (Contractor et al., 2003)，具體呈現個案廠商的國際化動態歷程。 

第一節 個案說明 

一、個案公司：T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簡介 

T 公司目前為國內一家生產 3C 產品按鍵模組及模內裝飾  (In-mold 

Decoration) 之廠商，創業於 1987 年。目前在海外三個國家 (馬來西亞、印尼、

香港及大陸) 設有 4 家工廠及一家銷售分公司。目前營運總部設在台北縣中和

市，主要負責研發、工程、小量試產及財務控管等業務。母公司在台灣約有 110

人，東莞有 600餘人，蘇州及東南亞兩個廠各約 250人，香港因為僅負責銷售業

務，所以員工人數只有 4人，公司總人數含海外員工約 1,450人。在 2000 年時，

股票在台灣掛牌公開發行。 

T公司董事長在創業之前原服務於甲電子公司，為負責國內及國外業務的中

階主管，在離開甲公司之後自行創業，從事 IC晶片插座 (socket) 的貿易，與日

本客戶 (例如 Toshiba) 的淵源頗深。貿易公司在半年後因為蘋果 (Apple) 電腦

的市場崩盤，在被迫停止貿易事業之後，與四位從甲公司離職的過去同仁集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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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歸熟悉的本業，設立工廠生產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按鍵模組。 

創業時期的產業競爭並不如現在激烈，主要的廠商有甲公司、目前已經倒閉

的乙電子公司及現在已經掛牌上市的丙公司，這些競爭者當時的規模都較 T 公

司為大。創業時期的產業衛星體系包括材料商、油墨商、模具、治具等，當時的

T公司都將這些價值段外包，僅負責加工，然後將成品交付客戶。 

2. 創業期間的國際化歷程與績效 

T 公司創立於 1987 年，兩年之後的 1989 年隨即於馬來西亞的檳城設廠生

產，1993 年在香港設立銷售子公司，1996 年至印尼的巴譚島設立工廠，1997 年

在大陸東莞設立來料加工廠， 2002 年至大陸蘇州設廠正式營運，所有海外直接

投資皆以獨資方式進行，沒有任何股權合資夥伴。 

剛創業時公司的資本額只有五百萬，第二年購併以前甲公司同事自行創立的

工廠，並增資到二千萬。創業第一年公司的營業額即已經達到每月一千萬左右，

以第二年的股本二千萬計算，每股盈餘接近 8 元，獲利極佳，因此替 T 公司快

速累積後來進行海外直接投資的財務資源。1988 年台灣政府提倡南向政策，許

多日本客戶跟外商將台灣的工廠南移至東南亞國家，致使董事長產生危機意識。

1989 年，在其他四位股東一致反對下，仍堅持到馬來西亞的檳城投資設廠，在

說服其他股東之後，投入台幣二千萬。選擇檳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可以接觸

較熟悉的日本客戶，同時因為檳城的華人較多，感覺文化距離較近，對於克服海

外不利因素較有把握。到馬來西亞之初，透過以前做貿易時的日本客戶之引薦，

業務拓展相當順利，海外第一年營業額就與台灣相當，台灣與馬來西亞兩邊公司

合計年營業額約 2億 5千萬。 

在績效方面，馬來西亞的投資第一年獲利較差，僅約 5百萬左右，但第二年

績效馬上大幅提昇，淨利達 3千萬左右，第三年更佳，淨利約 5千萬，賺了數個

資本額。這種獲利狀況大致維持到 1995 年，之後發生亞洲金融風暴，業務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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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毛利突降 30%，獲利因此銳減，這幾年在東南亞 (檳城及巴譚島) 的投資

一個廠每月營業額只剩一千萬台幣左右，因為產業成熟，產品附加價值低，故僅

能維持小幅穩定的獲利。 

T 公司為因應新產品的需求，在 1997 年前進大陸東莞設廠，目前規模已發

展至 600~650人左右，製程較台灣及東南亞更完整，包括原料生產、tooling、模

具及治具都已經垂直整合，從原料進來到成品出貨，都在一個廠內完成。東莞廠

目前一個月的業績超過三千萬，效益頗佳，2002 全年獲利超過一億。至於蘇州

因為是新廠，投資金額高達一千萬美金，初期有許多攤銷及呆帳，所以出現赤字，

投資效益尚未出現，2002 年全年每股盈餘 (EPS) 僅剩約 0.6。 

3. 創業期間對廠商優勢的投資狀況 

創業初期的產品屬於消費性電子組件，技術複雜度並不高，創業第二年因為

購併以前甲公司同事自行創立的工廠，裡面本身就已經具備生產及研發的人員，

這些人原來在甲公司的時候都是課長或副理級以上的主管，雖然背景只有專科、

大學，專業也大多只偏重在化學跟材料，但是實作經驗相當豐富，產品與製程研

發很少假借外力，上游的日商只在材料上提供諮詢。另外創業初期的這批研發人

員有 7到 8個人，這批人同時也對以前甲公司的客戶像RCA、General Instrument…

都相當熟悉，所以創業初期的研發大抵是由這批人來主導，研發狀況也能滿足當

時的客戶。 

4. 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 

T公司創業初期只生產消費性電子的按鍵模組，雖然當時這類產品市場成長

性不高，但因為競爭者也不多，所以獲利並不差。選擇這個市場最重要的原因主

要還是因為跟創業者前一個工作有關，加上機緣巧合 (網絡關係) 與環境使然。 

在研發投資上，產品的研發目標大都著重在良率跟成本，同樣一套模具產量

比競爭者多生產一些，或類似製程的良率比別人高一些，成本就比競爭者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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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市場上就有比較高的競爭力。當時因為產業環境變化不大，對研發的需求

並不高，加上研發工作是由競爭公司跳槽出來的中堅幹部負責，因此研發效益比

競爭者 (甲公司) 更快、更有效率，但是這種研發政策在後來製造手機按鍵模組

時，起了很大的變化。 

5. 脫離創業期之後的成長策略 

T 公司產品線發展的歷程大致以 1995 年手機的出現及普及為轉捩點，在

1995 年之前，最先開始生產的是計算機用的按鍵、遙控器的按鍵、家電音響 AV

用的按鍵、汽車上的按鍵等，直到 1995 年之後手機按鍵模組的需求開始出現，

到 1997 年市場需求爆發，但生產手機按鍵模組的技術難度較先前高出許多，因

為必須運用更複雜的材料技術、成型技術、噴漆技術、雷射雕刻技術及熱烤漆技

術等，各種技術變化相當多，排列組合之後有超過 20 種的技術組合，組合方式

則須視顧客需求而定，幾乎完全的客製化。到 2001 年又是另一次技術上的突破

點，T公司針對 3C產品發展出一套「模內裝飾」技術，是一種在薄膜第二層表

面上施以印刷、沖凸、裁切，最後與樹脂結合成型的複雜性整合技術。此技術為

目前 T公司極力推展的新業務，其在 2002 年與 G.E.公司簽訂策略聯盟協議，被

董事長視為公司發展的重要里程碑。 

因為手機產品的關係，T公司大量投入一些設備，建立起實驗室，甚至將半

導體製造的設備 (真空濺鍍機) 運用在手機產品上。除此之外，T 公司也增聘許

多研發人員來因應這些開發，對研發人員素質也做了相當之提升，例如現在研發

部門負責人即為一位化工博士。 

在研發組織方面，過去研發功能完全集中在台灣，在開始生產手機按鍵產品

之後，大陸東莞跟蘇州開始設立研發部門，但台灣跟大陸的研發目標並不一樣。

大陸的兩個廠比較側重在現有產品相關技術的研發，台灣雖然也做現有產品技術

的研發，但更側重下一世代產品的開發，所研發的技術不見得與現在產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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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目前 (2003) 與工研院簽訂 PLED的技術移轉跟研發，這種商品在市面上尚

未出現。 

在專利方面，T 公司掛牌上市 (2000) 以前完全未申請任何專利，但上市之

後已申請五項專利，且全數為製程專利。然而建立專利並不是為了積極的建立起

進入障礙，反而是消極的避免被告侵權，因為 T 公司以前曾經被甲公司控告違

反專利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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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公司：H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簡介與產業背景 

H電子公司設立於 1990 年，主要生產電源供應器 (power supply)，全球資本

額超過台幣 5億元，公司組織包括業務、總務、研發、採購、品管及ADSL部門。

H公司在海外設有三個生產基地，二個廠在大陸及另一廠位於泰國1，員工總人數

約 5,000 人。除設廠生產外，H公司目前在海外設有七家銷售分公司及兩家代理

商。 

H公司目前營運總部設於台北縣五股，負責全球財務、研發、業務及採購等

幾項業務，台灣母公司目前人數約 220人。公司創業初期的產品以桌上型電腦電

源供應器 (desktop power supply) 為主，後來隨產業環境發展，漸次加入檔案伺

服器電源供應器及筆記型電腦供應器之產品，目前最新產品重心在通訊產品電源

供應器的開發與銷售上。產品全年度總產量達 2,500萬單位，2001 年營收逾台幣

70億元，較 2000 年成長 45%，2003 年營收達到 86億元。H公司自 2001 年起，

連續三年都列名天下雜誌 1000大排名之中。主要客戶包括 DELL、COMPAQ、

IBM、HP、FOXCONN、QUANTA、ASUS等世界知名電腦大廠。 

H 公司創業初期係為一家合資公司，合資夥伴為丁公司，初期資本各佔

30%，與丁公司合資的原因主要是丁公司提供主要生產技術來源。然而在合資後

第三年 (1992)，雙方因為對市場看法高度分歧，導致丁公司自 H 公司撤資，使

得 H公司目前為 100%獨資的公司。 

資訊產品用之電源供應器屬於資訊產品中之零組件，通常與電腦機殼 (case) 

合併銷售，然因 H 公司僅專門生產電源供應器，因此其並未接觸最終消費者，

所接觸的客戶包括前端 (front-end) 的系統廠商 (例如：Dell) 及後端 (back-end) 

的零組件模組供應商 (例如：鴻海或電腦機殼商)。產業結構趨近於寡占，主要

                                                 
1 泰國廠已在 2004 年 2月正式結束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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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因為產品多角化程度較高，故規模皆較 H公司為大，但 H公司在電源供

應器產品部分，目前為全球最大之供應商，全球市場佔有率超過 15%。 

2. 創業期間的國際化歷程與績效 

H公司在設立之後，與國內一般電子零組件廠商一樣，大部分產品係銷往國

外，較特殊的是其在創業第一年就立即到泰國設廠，在台灣只有小量的試產功能 

(pilot-run production)。創立之後每年的海外銷售比重都高達 95%以上，完全以海

外市場為主要經營範疇。在剛設立的前幾年 (1991-1994)，所有的海外銷售都以

直接出口方式進行，公司內設有貿易部門。1995 年以後，公司因應海外競爭及

客戶之要求，開始加速於海外設立銷售分公司，就近服務顧客。目前海外設有七

家銷售分公司，五個在美國，一個在北京，另一個在馬來西亞檳城。此外，在愛

爾蘭及韓國則以代理方式銷售公司之產品。1996 年，到大陸東莞設立海外第二

個生產基地。 

表 5.1報導 H公司歷年盈餘、銷售報酬率及國際化程度之變化狀況，該公司

之海外銷售比重自創業以來，均維持在 95%以上，此係國內市場規模過小及產業 

表 5.1  H公司歷年盈餘、銷售報酬率及國際化程度 
單位：仟元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營業額 340,780 654,284 906,923 1,022,582 1,599,818 2,944,213 4,566,238 4,954,848 5,501,860 7,732,101

銷售成長率 92% 39% 13% 56% 84% 55% 9% 11% 41% 

淨利 (5,818) 28,015 33,799 55,177 89,649 108,537 76,927 115,651 62,301 283,668

銷售報酬率 -1.7% 4.3% 3.7% 5.4% 5.6% 3.7% 1.7% 2.3% 1.1% 3.7% 

投入資本 72,563 75,263 160,000 216,000 270,000 384,750 489,292 497,109 497,109 497,109

每股盈餘 (0.77) 3.72 3.48 3.12 3.56 7.02* 1.74 2.56 1.25 5.71 

外銷比例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95%以上

註：* 1997 年亞洲發生金融風暴，H公司有匯兌盈餘，對每股盈餘貢獻高達 3.32，若只計算正常

盈餘，則該年度 EPS祇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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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因素使然。H公司除創業前二年2因未達經濟規模導致成本過高，而產生赤字

外，自 1993 年以來，因股本膨脹速度較慢，因此可以維持不錯之每股盈餘。1998

至 2000三年因受亞太金融風暴之影響，每股盈餘介於 1.2～2.5間，其餘各年的

每股盈餘皆超過 3元。銷售報酬率的變化狀況則不如每股盈餘耀眼，平均銷售報

酬率僅維持在 1%至 5%之間，顯示H公司的產品附加價值並不高，獲利係依賴不

斷擴增營業規模來維繫，十年之間營業規模成長超過 20倍。 

受訪者副總經理表示 H 公司剛創業時的虧損，主要是因為初期研發投入的

成本太高，在不具知名度的情況下，開拓海外客戶遠比經營國內客戶費力耗時，

因此初時的營業額非常小，沒有經濟規模，採購成本也無法壓低，加上所生產的

產品屬於低附加價值，沒有規模就不容易有獲利，所有不利因素的加總，使得創

業前兩年產生虧損。 

在地理市場範疇的變化上，H公司剛創業時是以歐洲市場的經營為主，客戶

群多屬於第二級之中型客戶，後來逐漸開拓美國市場，客戶群則鎖定第一級之大

型客戶，目前兩個地理市場的銷售比重相去不遠。此外，大陸市場也是目前積極

開拓的重點，大陸市場每年有一千萬台的胃納量，而個人電腦前三大品牌即已經

佔有超過四成的市場佔有率，因此後續市場目標即以這些大型客戶為主。 

3. 創業期間對廠商優勢的投資狀況 

H公司對研發的投資係配合產品策略而定，創業初期的個人電腦電源供應器

原本技術層次並不高，但隨著客戶要求及 CPU 與晶片組的用電量越來越高，所

要求的「能量密度」(在同一尺寸規格下，產生的瓦特數) 也就越來越高。與後

來的筆記型電腦之電源供應器，主要差異在一為金屬外殼，一為塑膠外殼，技術

層次相差不大。但是後來的電腦伺服器及目前積極開發中的網路設備電源供應

器，技術要求都比前兩者來的高。 

                                                 
2 H公司 1990 年設立，1991 年正式營運，在 1991 年發生虧損但未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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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業期的個人電腦電源供應器而言，H公司對研發的投資水準並不高，與

主要競爭者 (如台達電) 差不多。主要是因為這個產品的技術層次較低，二十年

來變化不大，是相當成熟的產品，投入過多的資源不一定能帶來等值的效果。H

公司自我評估，認為其研發水準屬於業界的跟隨者，相較之下其更重視客戶關係

的經營。但是儘管如此，H公司仍認為對於研發的投資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才

能跨過競爭門檻。因為客戶在每個專案所開出的規格必然有異，公司必須要能隨

時調整因應，所以研發部門內就必須分工，包括安規人員 (如美國 UL 標準安

規)、機械結構 (mechanism) 人員、機板設計 (PCB layout) 人員、材料人員及最

終的測試 (testing) 人員等，如果沒有這種組織分工架構，在接完一個專案之後，

就沒有能力繼續接下一個新的專案。在沒有辦法提供顧客完整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 的情況下，客戶 (特別是大型客戶) 會將公司從供應商名單剔除。 

在海外行銷方面，因為電源供應器是架構在機殼產品之下，屬於零組件的一

部份，並未直接接觸最終顧客，所以有關廣告促銷的投資極少，行銷費用中最大

的開支為人員海外出差拜訪客戶之開銷。創業期的行銷人員僅有 3～5 人，後來

伴隨業務規模擴增，在台灣母公司的行銷人員逐步增加至目前的二十餘人，約佔

母公司總人數的 15%，在海外設立銷售分公司之後，海外也約有三十名員工在各

分公司從事行銷業務。 

4. 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 

創業初期的產品雖然只有生產個人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但當時的個人電腦市

場成長非常快速，此可由 H 公司前五年銷售額成長率平均達 50%看出。選擇進

入此市場，與當時的創業合資夥伴丁公司有密切關係，因為當時丁公司本身即為

從事電源供應器之廠商，H公司之所以投資係因為察覺個人電腦市場的成長潛力

驚人，且在當時市場區隔中，有部分區隔仍存在加入競爭的機會。 

H公司創業當時將電腦市場大致分為三級的四種市場區隔：第一級市場由個

人電腦市場的全球前五大廠商組成，例如當時的 IBM或 Compaq，當時市場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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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粗估約為 40%；第二級市場又區分為次級系統大廠 (如當時之 Dell 或 Sony)

及高階組裝廠 (high-end clone)，以電源供應器而言，前者要求標準較高，例如

必須通過各國安規，後者的要求標準較低，規模也比系統廠小，兩者的市場佔有

率各約 20%；第三級則是更為分散的低階組裝廠 (low-end clone)，本身沒有自有

品牌，對電源供應器的標準最低，有時連安規都不要求。H公司剛創業時，即以

第二級的廠商為目標顧客群。 

H 公司選擇進入第二級市場，主要考量是這個市場區隔雖然利潤不見得豐

厚，但是營業額可以衝得很快，比較容易站穩腳步，這個進入策略的動機主要在

「生存及成長」，而不在「獲利」。在設定目標顧客群之後，事實上也已經同時決

定了 H 公司所應採取的研發策略，因為目標市場由中階顧客群組成，在產品品

質的要求上屬於中度水準，產品標準化程度高，不如像服伺第一級顧客群般困

難，因此整個研發導向設定以符合基本品質及安全規定為主要研發目標，在業界

屬於平均水準。 

5. 脫離創業期之後的成長策略 

H公司自創業十餘年以來，一直專注在生產及銷售電源供應器產品上，基本

產品性質雖然不變，但應用層面卻逐步擴大，技術層次也漸步提升。以時間歷程

觀察，H公司在脫離創業期之後，將產品線延伸至產品附加價值較高、技術層次

較為先進的伺服器及通訊產品電源供應器上，不過目前仍以個人電腦電源供應器

為核心產品，約佔公司業績七成，每個月達 150萬單位，為全球最大之電腦電源

供應商。其他產品像 notebook adapter佔約二成，伺服器與通訊產品各只佔約 5%。 

與競爭者相較，H 公司採取的是核心競爭策略，因為其他主要競爭者 (例

如：台達電或鴻海) 的事業多角化程度比較高，H公司認為唯有傾全公司之力方

能與大型競爭者的單一事業部門競爭。在研發上，全公司目前研發功能集中於台

灣營運總部內，現有研發人員約 150人，佔全公司人員比例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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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公司：K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簡介 

1970 年初，K 公司董事長與現任二位副總經理外加當時四位員工共七人，

以家庭式工廠進行五金代工業務。10 年之後，三位股東合資設立現在的 K公司。

K公司目前資本額為台幣一億多，負債比例約 25%，全公司含海外子公司員工總

人數約 130人，在美國佛羅里達設有小型工廠及銷售子公司，在上海則有一新設

之生產基地，2004 年員工數有 90人，台灣總公司目前位於台北縣板橋，員工數

約 30人。 

K公司成立之後，開始生產各式門鎖產品，設立二十餘年來只增加一項產品

－安全防火推門，因此目前全公司只有二種產品，門鎖與推門的業績比例約 7

比 3。由於股東間的經營理念共識極高，成立以來一直採取專注策略，同時也非

常重視產品研發，專利數為同型廠商中最多者，在國內市場中佔有絕對技術領先

之地位。因其所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遠較國內一般五金廠商高出許多，因此獲利

狀況頗佳。表 5.2為 K公司在民國 89 年 X月及民國 93 年 Y月之簡明損益表。 

表 5.2  K公司簡明損益表 

89 年 X月份及 93 年 Y月份 

科目 89 年 X月金額 
占銷售額

比重 
93 年 Y月金額 

占銷售額 
比重 

銷貨淨額  12,908,902 10,783,383  
營業成本  (8,339,292) 64.60% (7,047,558) 65.35% 

營業毛利  4,569,610 35.40% 3,735,825 34.65% 
營業費用     
研究發展 213,859 1.66% 124,652  1.16% 
廣告費用 127,073 0.98% 26,683  0.25% 
其他費用 2,018,011 (2.358,943) 18.27% 1,515,705 (1,667,040) 15.46% 

營業淨利  2,210,667 17.13% 2,068,785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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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業期間的國際化歷程與績效 

K公司創業前幾年為 100%內銷之公司，由於產品精良，在設立後很短時間

內，就已經擁有國內市場最高之占有率，據經理粗略估計當時市場佔有率應已超

過 80%以上。然而也因為國內市場佔有率極高，使得股東對進入海外市場較為保

守。1986 年初，透過貿易商的介紹，K公司毅然赴美國佛羅里達，與當地代理商

合資設立小型廠房及銷售子公司，資本額三百萬美金，K公司佔三分之一股權。

設立此子公司之目的，主要希望能開拓北美市場，於是在當地自創聯合品牌

T-K3，主要產品以各式平推之安全防火門鎖為主。 

在美國子公司主要以銷售活動為主，廠房僅具小量生產、產品測試及倉儲之

功能，因此員工人數並不多，約 10 人左右。因為在美國當地銷售的產品較為高

檔，毛利率比國內市場佳，加上當地股東原本即為代理商，對當地市場相當熟悉，

所以子公司設立後第一年就開始獲利。根據 1998 年有紀錄可查的財務報表顯

示，當年度前半年的營業淨利即達 9%，第一年獲利就不比國內市場差。過去曾

有幾個期間國際銅價起伏甚大，在國內市場幾乎都由 K 公司自行吸收高漲的原

料成本，但在美國市場，K公司就比較有能力將成本轉嫁給客戶，因此過去幾年

來在北美的銷售獲利一直相當穩定。 

由於已經有海外設立分公司之經驗，K公司在隔兩年的 1988 年開始透過貿

易商承接海外訂單。除了美加地區業務由美國子公司負責外，美加地區以外的出

口業務，則完全透過貿易公司來總代理。由於 K 公司股東相當重視與合作夥伴

的長遠關係，因此代理商數目較少，至目前為止總共只有五家代理商。剛開發出

口業務時，出口比例就已經佔銷售額 25%左右，但十餘年來出口業務擴張較為緩

慢，目前僅達 32%至 35%之間。根據經理表示海外銷售的獲利率其實比國內市

場更高，而未積極開拓海外市場的原因，是因為股東不願意承擔過高之海外風

                                                 
3 自有品牌採用合資雙方公司名稱，為替個案公司保持匿名，文中品牌名以T-K代替原品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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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恐連累本地獲利。 

民國 90 年，K公司遠赴大陸上海設廠，占地三千多坪，投入資本額台幣三

千萬。91 年 3 月正式營運時，員工僅 30 餘人，到民國 93 年員工人數已增加至

90 人。赴大陸投資的主要動機是著眼當地規模甚大的內銷市場，因此在大陸的

工廠並不負責出口業務，完全 100%內銷當地。主要產品還是各式門鎖，與台灣

不同的是大陸當地生產的產品屬於次級品，產品附加價值較低，此乃考量當地所

得水準偏低所致。由於對當地市場的不熟悉，目前大陸子公司仍處於虧損狀態。 

3. 創業期間對廠商優勢的投資狀況 

從創業以來，K 公司一直能維持相當不錯的毛利及淨利，主要歸功於 K 公

司股東對研究發展的重視，使其在產業能一路維持技術領先的優勢，進而反映在

較高毛利的定價上。K公司創業期的產品僅有門鎖一項，雖然一般認為門鎖屬於

低技術層次的金屬加工產品，但 K 公司仍投力甚多於產品的改良及新產品的研

發。根據表 5.3之數字估計，K公司在過去兩個時點上的研發費用大約是 1.5%，

經理估計過去平均各年的研發密集度則約在 2%左右，這在低技術密集的五金產

業中，屬於相當高的研發投資，K公司認為國內不太可能有任何一家競爭者會投

入比其更高或相同的研發支出。 

K公司研發投資的主要活動有新產品開發、現有產品改良及專利申請等，而

研發的成果展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因為品質無人能及，使得其在產品定價上遠

比國內其他競爭者更具優勢。其次，透過專利的申請與取得，相當程度的阻絕了

競爭者的模仿與複製，也提高了市場的進入障礙。例如其研發的多段門鎖，製造

技術並不困難，但因為有專利保護，使得其成為國內唯一生產此類高利潤產品的

廠商。最後，透過持續不斷的研發投資，產品得以不斷推陳出新，幾乎每隔半年

就會推出一項新產品，K 公司以此來縮短產品的生命週期，使得競爭者疲於奔

命，經常居於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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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投資的門檻效果具體展現在 K 公司的外銷主力產品「平推門鎖」上，

由於此產品涉及公共安全，外銷時必須經過嚴格的安全標準測試，如美國的 UL。

然而國外測試費用索價甚高，單項測試費用即需一萬美元以上，一系列的產品經

常需花費數百萬台幣，檢驗結果也不保證一定通過，因此具有相當之風險。此除

了對國內一般廠商形成很高的進入障礙之外，也彰顯出研發投資必須達到一定規

模方能產生效果的現象。 

除了研發投資以外，K 公司還是國內少見對廣告進行相當投資之廠商。表

5.3中顯示，K公司每月約花費營業額 0.5%~1%左右在廣告開銷上，其廣告投資

主要花費在建築雜誌廣告的刊登、定期參與世貿及海外展覽、第四台的媒體廣

告、精緻年曆的印製…等。K公司雖然也投資相當金額於廣告上，但其對廣告的

定位及期望效果，仍不如對研發的重視。受訪經理有如下之敘述： 

「我們對廣告的態度就是不做也不行啦，但是做了效果也不明顯，目

的只是讓客戶知道我們有新產品之類的消息…我們比較是研發導

向，不是行銷導向」。 

4. 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 

由於 K 公司進入國內市場與進入海外市場的時間落差達五年，因此其創業

期的市場進入策略，可分為國內進入及國外進入而有所差異。以國內市場而言，

1980 年剛進入國內門鎖市場時，國內此產業屬於技術密集較低的五金加工業，

市場成長性並不高。但是當時國內市場充斥品質低劣的門鎖產品，K公司乃以從

事五金加工十餘年的經驗與知識，致力於研發高品質的門鎖產品，同時透過專利

制度，建構起模仿障礙，在短短創業幾年之間，即席捲國內市場，佔有率超過八

成。 

在剛創業前幾年，就已經有國外客戶透過貿易商要求 K公司接單生產，但 K

公司的策略是希望在成為國內市場領導者，同時保有技術領先的優勢之後，再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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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開拓海外市場。於是初期僅透過貿易商接單做少量出口，此時出口比例仍不到

一成，一直到五年後才在美國與代理商合資設廠，成立子公司。K公司在海外市

場的進入策略與國內並不相同，最大差異在為了因應全球競爭以及符合先進國家

對安全品質的嚴格標準 (如：UL、ULC、ISO 9002等)，不得不對產品創新以及

研發活動做更多的投入。所幸研發成果令人滿意，其中光一副平推門鎖就取得好

幾項專利，即使在國外同質性的產品中，也幾乎見不到如此優良的產品設計。 

5. 脫離創業期之後的成長策略 

K公司創業期之後的成長策略主要反映在三種轉變上：產品線的延伸、海外

市場的擴張及生產基地的移轉。K公司將產品線由一般門鎖延伸至平推安全防火

門，是 K 公司脫離創業期之後最大的產品變化，而這種變化其實是因應其國際

化策略所做的調整。K公司選擇不以在國內具有絕對優勢的門鎖產品進入海外市

場，反而將產品延伸至較不熟悉的領域、技術難度更高、但具有專利保護、能建

立進入障礙的競爭市場中。K公司先期少量的間接出口成為稍後到美國投資設立

公司的前導因素，而到大陸的投資則同時兼具生產與銷售的雙重動機。 

從研發導向的轉變觀察，產品線的延伸某種程度提高了研發導向，然而背後

真正促使 K 公司採取更高研發導向的原因，應該還是因為加入激烈的國際競爭

使然，使其自身必須先跨越高門檻之後才能形成別人更高的門檻。至於在大陸的

投資因為不涉及國際競爭，所生產的產品僅供內地銷售，因此產品的研發導向並

不高，產品多數屬於次級品質，附加價值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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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公司：R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簡介與產業背景 

R電業股份有限公司，創業於 1991 年，目前從事電腦各式纜線 (cables) 及

介面連接器 (connectors) 之生產與銷售，產品包括 USB cables、IEEE 1394、LAN 

cables、SCSI connector、VGA cables及各式連接器等。董事長在創立 R公司之前，

原從事電腦零組件周邊的銷售及少量之貿易工作，在對國內市場逐漸熟稔，也能

掌握部分客戶之後，乃自行獨資創業，設立工廠生產各式纜線，創業初期員工約

32人。 

R公司目前在大陸有五個生產基地，其中兩座工廠位於深圳、兩座在江西及

一座在蘇州，總員工人數已達 1,500人。營運總部設於台北縣三重市，負責接單

業務、財務控管及小量生產與測試，大陸分公司則負責生產及內外銷。1991 年

創業時的業績尚未達到台幣千萬，在 1996 年業績已超過台幣 2億，2000 年則達

到台幣 3億 5千萬，最近五年間平均成長率約 15%。目前海外銷售比重已經超過

90%，而且地理市場範疇相當廣泛，含括：亞洲、北美、澳洲及歐洲等超過十個

國家，過去重要客戶有 ATI、Fujitsu、Sharp、SONY、Compaq及 Xirlink等大型

國際廠商，目前則以中小型廠商為主。 

2. 創業期間的國際化歷程與績效 

R公司在創業後第三年 (1994) 年，就已經到大陸深圳設立第一家工廠，當

初毅然外移設廠的原因是因為面臨台灣勞工成本高升，而接大客戶 (例如：大眾

電腦) 的訂單又必須在人力上維持高度的彈性，因此在無法解決人力問題的狀況

下，才決定赴海外投資。1990 年代初期，到大陸投資的風險仍相當高， R公司

董事長乃決定以合資方式來進入當地。合資的對象全數為台商，在大陸的合資企

業取名為庚公司，而未與當地企業合資的原因是怕無法掌握當地企業。由於到大

陸投資的前幾年一直處於虧損狀態，同時幾乎所有股東自己也都有更具規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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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因此原先庚公司的合資股東在後來幾年間陸續撤資並退出經營行列，至 1997

年時，庚公司已經完全由 R 公司接手獨立經營。1997 年之後，在大陸的獲利狀

況轉佳，於是後來幾年間陸續擴增四個生產基地，使得在大陸的工廠總數成為五

家。在規模上，每家工廠平均約 250~350人，總員工數約 1,500人。 

R公司在尚未到大陸投資前，先期是以電腦纜線的生產及國內銷售為主，因

為當時市場成長非常快速，早期加入的競爭者也不多，所以獲利狀況非常好。及

至工廠外移、規模擴增之後，就開始嘗試承接許多由貿易公司轉發的國外廠商訂

單，而隨著時間經過，這種間接出口的型態在利潤逐漸下滑的情況下，公司開始

自行處理出口業務，目前已經以直接出口為主，但仍留有少量的間接出口。 

在海外銷售的地理範疇上，初期是以資訊產業最先進的美、日兩國為主，後

來跟隨著全球資訊產業的版圖遷徙，逐步擴大其銷售範圍，目前在東南亞國家的

銷售比例已經達到三分之二，其次是北美市場約佔兩成，剩餘的銷售對象則為歐

洲國家及澳洲。然而隨著海外銷售比例的提升及市場範圍的擴大，獲利卻沒有相

對提升。因為發單的國外廠商規模越來越小，到後來 R 公司所接的訂單幾乎以

中小型廠商為主，信用風險提高許多。再者，曾經碰過幾次匯率不穩，也導致一

些損失。最後還是競爭問題，高度標準化、技術層次不高的產品，利潤的下滑幾

乎無可避免。儘管如此，R公司仍保守的透露其獲利率目前仍維持在 10%以上，

只是較之以前的獲利相差許多。 

3. 創業期間對廠商優勢的投資狀況 

十餘年前電腦產品仍屬於早期市場，一般線材公司的產品規格，大抵都是跟

隨著美國 Compaq公司所制訂的標準。因此，R公司做為一家電腦周邊標準零組

件的生產商，對於研發所做的投資極少，理由是主流規格由世界大廠主導，公司

只要製程能及時跟得上客戶要求的技術規格即可，比較重要的反而是成本與品質

的控制，如此才能透過價格優勢來競爭。R公司在網站上，即明示公司設立以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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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服務所追求的三大目標 (Lowest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1) Local and Global Price Competitiveness; 

(2) Full Support of JIT Operation; and  

(3) Full Approvals － ISO and UL 

這些目標充分顯示 R 公司在技術策略上的定位，乃是以做為一個提供客戶品質

保證及總成本最低的供應商。 

R公司早期在全公司僅三十餘人的規模下，並未設立獨立之研發部門，亦無

專人負責研發，僅有的是依賴董事長個人對市場的敏銳嗅覺以及組合現有產業資

源，即時提供客戶所需規格的產品之能力。在創業期間，R公司曾順利接獲加拿

大 ATI公司所需 connector的大型訂單，其間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充分掌握產業最

新規格後，迅速組合產業網絡中的模具廠、塑膠射出成型廠、金屬原料等相關廠

商後，製造出符合 ATI規範的組件，而研發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甚微。 

4. 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 

R公司創業初期有兩項主要產品，先是電腦電纜 (cables)，後來是電腦介面

連接器 (connector)，這兩項產品其實高度相關，因為纜線末端經常必須銜接連

接器，以便跟其他周邊連結，所以技術上相通。而早期不論是纜線或連接器，利

潤都非常豐厚，原因是當時電腦市場成長非常驚人，經常是國內的訂單就已經應

接不暇。至於當時的競爭狀況，生產類似零組件的廠商為數並不很多，董事長掌

握一次與加拿大 ATI 的往來機會，後來 ATI 在台灣的國際採購辦公室 

(international purchase office) 就直接下單了。總經理有如下的陳述： 

「然後後來…公司前幾年有 ATI…加拿大 ATI……那時候都是做他們的

單，就賣 connector，有開發一些 connector，就是那個連接頭，那時候

買賣整個量衝起來…那時候我們因為 connector太好了，利潤比較高，

買賣你只要開一個模，塑膠喔或是插 pin怎麼弄，就可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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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第三年到大陸設廠，所生產的產品與在台灣時並沒有太大的差異，同樣

是以纜線及連接器為主。在技術層次上也沒有改變，只是因應產業技術發展，隨

時調整，保持具有生產各種新規格的製造能力即可。 

5. 脫離創業期之後的成長策略 

R公司在大陸投資的第三年 (1997)，因獲利狀況好轉，乃開始積極擴充生產

基地，增設四座工廠。然而儘管產能大幅擴充，所生產的產品依然沒有明顯變化，

多是隨著電腦產業不同發展階段，提供配合的纜線與介面周邊，至多是開發一些

延伸應用產品，例如 USB 介面的小型電扇，這些應用延伸產品的附加價值依然

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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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綜合分析 

1. 國際新創事業特徵屬性之驗證 

過去文獻已對國際新創事業的特徵屬性進行描繪與闡釋，本研究根據文獻之

發現與四家個案廠商進行比較，茲將各項理論屬性與個案公司創業期間之表徵對

照彙整，如表 5.3所示。 

表 5.3 國際新創事業特徵屬性之驗證 

創業期特徵 

文獻特徵 
T公司 H公司 K公司 R公司 

處於科技產業 消費性電子周邊 電子零組件 金屬加工業 電腦零組件 

混合式結構 
母公司獨資 

子公司獨資 

母公司合資 

子公司合資 

母公司獨資 

子公司合資 

母公司獨資 

子公司合資 

規模較小 中型企業 中型企業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負債較高 無 － 20%以下 － 

高研發密集度 低研發密集度 中度研發密集度 高度研發密集度 低研發密集度

高國際化程度 直接出口→FDI 直接出口→FDI 
內銷→低度出口→

FDI→中度出口 

內銷→間接出口

→FDI 

 

競爭優勢 
生產技術略優於 

競爭者 

 

－ 

 

產品創新及專利 

配合上游大型廠

商的彈性及上市

時機之掌握 

利基/客製化產品 客製化產品 OEM/ODM 標準化產品 標準化產品 

在第四章實證中已經證實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存在於高科技產業的比例顯著

較高，然而由於個案研究僅選擇四家廠商，故無法呼應上述之發現；但是在個案

K公司中，確認了即使在非高科技產業中，仍然可能出現國際新創事業，而且是

以比出口活動涉入更深的海外直接投資方式來進行國際化。在海外進入模式上，

H、K、R 三家公司都符合文獻所預測的採取合資方式進入海外市場，T 公司則

是因為在尚未進行海外投資前，即已累積相當盈餘，而且到海外設廠屬於完全複

製，使得其在進入海外市場時，得以不假外力。 

從規模上來看，四家公司在西方文獻標準下都屬於典型的中小企業，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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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四家台灣國際新創事業全數赴大陸投資設廠，僅將營運總部留置於台

灣，負責財務、接單及研發等功能活動，因此母公司規模偏小；但是在大陸的子

公司多數從事生產製造，使得海外員工人數遠超過母公司規模。因此在論及台灣

國際新創事業的規模時，以母子公司合併觀察可能甚為必要。從資源角度觀察，

在創業期間四家公司中的 T 公司完全無負債，K 公司的負債比例也控制在 20%

以下，較不符合新創事業缺乏資源，負債比例可能偏高的文獻認知，此可能與兩

家公司一創業即維持高獲利有關，例如 T公司第二年就已經賺一個資本額，K公

司則自創業以來一直維持 35%毛利及 20%的淨利。 

四家個案公司對研究發展的投資差異頗大，T公司雖處於傳統產業之中，但

對研發活動積極投入，在產業內居於技術領先之地位；反而是兩家電子零組件廠

商 (H公司及 R公司) 對研發採取中低程度的投入。文獻中論及國際新創事業具

有高研發支出的傾向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1995)，這些文獻的論點指出

國際新創事業規模小，要在全球競爭的市場中生存，必然具備獨特的核心產品或

核心技術。然此論點背後的邏輯是將核心產品或核心技術與研發優勢劃上等號，

而根據個案中的發現，本研究認為國際新創事業賴以在全球市場中競爭的基礎，

可以不必然是研發或行銷能力上的優勢。例如 R 公司其產品為電腦周邊介面，

隨著主流規格的改變，產品生命週期僅約 2～3 年，但其賴以在全球電腦市場中

生存的優勢卻是快速整合產業網絡資源 (模具廠、銅料商、塑膠成型廠、基礎電

路設計) 的能力，以即時支援大型領導廠商推出持續演進的產品。對 R 公司而

言，其生存基礎不在優勢，而在能力 (capability)，一種快速自我調整因應產業

需求的能力 (adaptation capability) (Knight and Cavusgil, 1996)。 

從國際化構面觀察，四家公司在創業期不僅涉入出口活動，甚至全數進行海

外直接投資，然因為海外直接投資所涉入的國家數目皆在三個以下，而出口銷售

活動則又涉入較多的國家，因此在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對國際新創事業

的分類中 (詳本論文第 19 頁)，可能介於地理集中創業公司 (Geograph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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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Start-ups) 與多國貿易公司 (multinational traders) 之間。在國際化的軌跡

上，四家公司在進行海外投資之前，都從事過間接出口或直接出口的活動，雖然

就理論上而言，某種程度符合漸進式國際化 (incremen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廠

商的特徵，但有所差異的是四家公司高度國際化的過程都是在很短的創業期間內

完成，這種時間壓縮 (time compression) 下的國際化才是國際新創事業最顯著而

一致的特徵。 

四家公司的產品全數屬於主流市場中的標準品或代工品，並無廠商處於特殊

產品的利基市場中。在競爭優勢上，H公司並未觀察到特別的競爭優勢，而 H、

K與 R公司的競爭優勢則各有不同。H公司在創業期的生產技術較競爭者為優，

K公司則是很典型的以技術領先做為公司長期競爭的優勢，因此儘管產品屬於高

度標準化，仍能透過不斷的產品創新，並在專利制度保護下，持續在市場領先。

R公司則如前所述，以高度調適的能力及上市時機的掌握，在早期市場中佔有生

存獲利之位置。 

2. 創業期間的國際化歷程與績效 

四家個案公司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呈現出不同的關係型態： 

(1) T公司：創立以後的出口活動績效頗佳，至馬來西亞投資設廠後，獲利更佳，

然在 1996 年遭遇勞工短缺、成本上揚及亞洲金融風暴的衝擊，之後

獲利快速下降，但當時已經脫離創業期間。綜觀之下，T 公司在創

業期間的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雖大致呈現正向關係，但創業期末端

的獲利已達顛峰，之後即快速下降。 

(2) H公司：1990 年創立以後，出口比例即達到 95%以上，此後十年一直維持相

近的高比例，而其銷售報酬率在創業初期也一直穩定維持在 3%至

5%區間內，直到 96-97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後，獲利開始下降。創業

期間的國際化程度幾乎沒有變異，獲利也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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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公司：創業初期的出口獲利比內銷市場更佳，因此出口越多獲利率就越佳；

這種正向關係在進行海外直接投資之後，隨之改變。由於大陸設廠

投資效益尚未實現，使得獲利狀況下降。整體而言，合併 K 公司的

出口階段與海外投資階段，國際涉入程度與績效間呈現出∩型的曲

線關係。 

(4) R公司：獲利狀況與 K公司很類似，創業初期的內銷及少量出口所帶來的獲

利頗佳，然而在到大陸投資設廠之後，連續虧損數年，到最近幾年

才開始獲利，因此整個創業期間的國際化程度對績效帶來先增後減

的∩型的影響型態。 

綜觀四家個案廠商在創業期間的國際化與績效間之關係，K公司及R公司符

合本研究假說 2a的推測，若將觀察時間稍微延長，則T公司也呈現類似的關係型

態，惟有H公司因為國際化程度與績效的變異極微，並未表現出具體的關係型態。 

由於國際化影響廠商績效的因素眾多，各項因素在國際化各階段所發揮的作

用也不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將四家個案廠商所觀察到的國際化歷程，以及影響

績效的各項因素分別彙整列表，並賦予概念上之註解，如表 5.4至 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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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T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影響績效因子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T公司之陳述 概念註解 

海外不利因素 －    之前工作負責國內外的業務，常跑日本 
 創業前第一件事情是做進口的 (pre-export activities) 
 那個部長我又跟他搞的很熟，Takachiho在新加坡又有一個 office，所以
就借用他這個 office，搭上這個關係，請他來協助，所以他就跟我介紹
東南亞這些客戶，他就帶我去跑。 

 創業者個人工作經驗及參與出
口前活動，有助克服對國外環境
的不熟悉 

 網絡關係協助擴展陌生市場 

學習成本與效果 － ＋ ＋  [Q]跟它(日本人)的交易過程當中，有沒有學到一些東西？[A]當然有。
 馬來西亞那個廠等於是複製台灣這樣一個廠 
 複製台灣的產品線，在印尼的時候也差不多這個樣子 
 我派出的幹部，就把台灣這套生產管理，移植到那邊，再加上日本人教，
又把那改的比原來更好了，我們又 feedback回來台灣 

 向客戶學習 
 從設廠生產出口，再複製到 FDI
上，反映國際化過程的學習利益 

 這種學習是循環的，有回饋效果 

規模經濟 － ＋ －  以同業來講，我的成長速度相當快... 大概在短短三、五年之內，我就躋
身在這個業界的前三名 

 都在拼什麼？拼良率跟效益！同一套模子，別人一天可以做兩千，我可
以做三千，我成本就比他低 

 等到手機出來之後，困難度高，那就不一樣了，因為困難度高的時候，
拼誰的開發速度快，再來拼誰的良率高 

 成本競爭驅動的規模擴張，剛開
始有利績效 

 競爭基礎改變之後，降低成本
(良率) 變成必要條件，其他的
競爭基礎浮現，如：速度 

範疇經濟  ＋ －  產品線台灣、馬來西亞、印尼都一樣......到大陸就不太一樣 
 等到手機出來之後，困難度高，那就不一樣了 

 向新的產品市場(手機)擴張，但
尚未呈現明顯之範疇經濟 

 地理多角化程度不足 
自擁優勢 ＋    我這些研發、初期的這些 partners，離開甲這些都是原來甲比較菁英的，

都是算是中階主管，比較有技術背景的 
 你同業要來接日本客人，甲有那個能力，其它的比較沒有那個能力 

 創業時優於競爭者的技術優勢
有延續到 FDI初期 

資源累積及運用  ＋   [Q]所以因為在台灣第一年、第二年(出口)也賺不少錢，所以才有那個資
金可以運作到馬來西亞去？所以如果一開始沒有那麼順的話，可能國際
化時程就要往後延了？[A]對，沒有錯。 

 創業初期獲利所累積的財務資
源，有助稍後的加速國際化 

能力培養  ＋   [Q]跟它(日本人)的交易過程當中，有沒有學到一些東西？[A]當然有。  向國際客戶學習，培養製程及技
術能力 

註：[Q] 表研究者問題；[A] 表受訪者回答，本節以下各表皆同。   

 24



表 5.4  T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續) 

交易成本 － ＋ －  等到你有成果了，你法令不熟，人脈你不熟，到時候反而變成是你的包
袱。所以我到海外設廠，我從來都沒有考慮說用當地的資源，來跟人家
合資 

 認知的國際化交易成本極高，採
取完全內部化策略 

延伸產品生命週期 ＋  －  產品線台灣、馬來西亞、印尼都一樣...... 到大陸就不太一樣  如 Contractor et al. (2003)所指未
開發市場將越來越難尋 

廉價原物料及勞工 ＋    會去設印尼這個廠是因為 96 年，因為我在 95 年在馬來西亞就碰到 labor 
shortage的問題，勞工短缺，因為大家都去設廠了 

 位置遷移反映OLI的 location選
擇 

市場力量與機會搜尋  ＋ ＋  [Q]公開上市那個轉折是為什麼？[A]... 現在就是大者恆大，大廠在挑的
時候，它也會跟以往不一樣了，它會挑門當戶對的 

 市場趨於成熟，試圖以規模提升
國際競爭力 

文化距離 －    我那時候就設定說到馬來西亞去設廠。馬來西亞挑檳城的原因是說檳城
大概華人佔的比例比較高，很多台商也都到那邊設廠 

 首次 FDI的主要考量：文化距離
近及接近顧客 

管理溝通協調能力 － ＋ －  [Q]一開始就有一個管控的制度在那邊？[A]反正是用最簡單的...所以當
時類似好像當兵當連長一樣，你什麼通通管、什麼通通做，人也都很精
簡 

 這當中，當然跌跌撞撞都有。去的這個人，有舞弊的狀況也有 
 那個制度到現在都在用，我們是覺得還算蠻精簡的，因為我作風會比較
充分授權 

 國際化初期，管理能力不佳 
 國際人力資源一直不足 

綜合影響 － ＋ －  初期第一年是很辛苦，第一年的前半年大概是沒什麼訂單，所以一定是
minus，因為初期第一年大概賺沒有多少，大概賺台幣五百萬，但是第
二年績效就馬上出來了，因為投了兩千萬，第二年我大概賺了將近三千
萬。第三年賺快五千萬，賺兩個多的資本額。所以類似一直滾雪球這樣
滾。 

 EPS喔…去年不好，沒有虧錢，但是不好... 

 創立以後的出口活動績效頗
佳，至馬來西亞投資設廠後，獲
利更佳，然在 1996 年遭遇勞工
短缺、成本上揚及亞洲金融風暴
的衝擊，之後獲利快速下降，但
當時已經脫離創業期間。綜觀之
下，T公司在創業期間的國際化
程度與績效間雖大致呈現正向
關係，但創業期末端的獲利已達
顛峰，之後即快速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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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H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影響績效因子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H公司之陳述 概念註解 

學習成本與效果 － ＋ ＋  [A] 在泰國設廠，然後呢，九六年就跑去大陸設廠，喔，只是把產能移
轉過去，相似性很高，因為當地的交貨比較方便，是這樣子的。 

 從台灣到泰國到大陸，整個生產
機能相似性極高，複製並不困難 

規模經濟 － ＋ －  [A] 那時你的營業額非常小，你的 R&D 投入成本很高，所以你的
overhead就很高。然後，你的量小、你的生產成本很高、材料成本也高，
這些都高。就是說，因為這個產品，我們做進入這個產品呢是一個量產
的競爭性產品，那在你剛進入的時候呢，你一切的弱點你都有，講到我
們現在的地步呢，我們一切的優點我們都有，我們量大、材料成本低，
overhead均攤在那裡整個都很少⋯⋯ 

 初期營業規模較小，不具規模經
濟，但後來成長快速，因而享有
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成為後進者的進入障
礙之一 

範疇經濟  ＋ －  [A] 我們客戶還算是相對的比較集中，而且我們不同的客戶買的產品共
通性還蠻高的，或是說，就算是他找的 power supply 不大一樣，裡面用
的零件是共通性很高… 

 [A] 就是說你這個客戶他要的 power你都能夠，產品要完整，這樣你才
能去，不然的話，他有一天說：我要砍 vendor base，太多啦！殺一、兩
家，那他一定先殺產品線不完整的，你知道，這很自然的。因為，這也
是策略，他們產品經理人都能這樣子的，甚至是說，隔一陣子他就找新
vendor，隔一陣子他就砍 vendor。那早期的 vendor⋯⋯你要找那些產品
線完整的，砍就砍那些不完整的。 

 客戶集中，且產品規格差異不
大，H公司採取的是專注策略，
雖然並未享有範疇經濟，但透過
產品線深化而不是廣化，也發展
出適合產業生態的條件 

延伸產品生命週期 ＋  －  [A] 大概是兩千年以前我們都還是 focus在 desk-top，然後兩千年開始就
陸陸續續這幾個新產品出來了。因為那個時候你看看喔，我們九九年和
兩千年成長算是一個瓶頸，這是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大概，明年，蹦！
就成長了百分之四十，那是新產品出來了。喔，新產品和新客戶是你成
長的主要動力。那這個時候是大的 OEM 進來了，一家一家一家喔，就
成長比較快，然後沒有的時候我就比較慘。 

 在海外繼續生產原來的 desk-top
電源供應器，雖有助延伸產品的
生命週期，但在國際化中期，面
臨成長瓶頸，轉而投入生產新的
產品，成為後來成長的主要動力 

廉價原物料及勞工 ＋    [A] 到泰國是因為人工便宜，到大陸主要是想當地交貨  到泰國投資享有當地廉價勞工
之利，到大陸投資設廠，則是接
近客戶，就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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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H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續) 

管理溝通協調能力 － ＋ －  [A] 假如客戶太分散你會比較辛苦，但我們客戶還算是相對的比較集
中，而且我們不同的客戶買的產品共通性還蠻高的…生產管理啊，就比
較不會這麼吃力這樣子。 

 因為客戶集中及海外 FDI 的地
理範疇僅限於大陸的關係，在管
理上尚未造成問題 

綜合影響 － ＋ －  [A] 外銷比例一直都在九成五以上，絕對在九成五以上。 
 [A] 績效這兩年 (註：96-97) 是 extraordinary的，這是特殊情況，所以
我們不管。所以真正應該是這樣，蠻 stable的！ 

 高外銷比例，穩定的中高績效 

 

 27



表 5.6  K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影響績效因子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K公司之陳述 概念註解 

海外不利因素 －    [Q] 所以你們在海外第一個就是民國 86 年先到美國去設那個廠，那那
邊的營運就是主要交給那邊美國人去打，然後你們出錢供他們生產、還
有技術方面這樣子是不是？ [A]：對對對。 

 以合資方式，克服對當地市場的
不熟悉，K 公司負責生產與技
術，當地合資公司負責銷售 

自擁優勢 ＋    [Q]…在國外當地的競爭很強嗎？為何可以和當地的廠商競爭？[A]我想
那個最主要的就是產品的原創性，還有考慮到價格優勢。那另一個就是
說以我們在佛羅里達州合資設廠的那個產品來講，那個最主要是產品的
創新性。[Q] 國外廠商跟不上？[A] 就是說還沒有同質性的產品設計得
這麼好。像那副鎖我們本身就有好幾個專利在裡面了。就像說那支伸縮
的鑰匙，為什麼到現在國內都沒有人做，關鍵就在專利。 

 [A]當初我們通過 UL 的標準測試時國內廠商都還沒有通過，測試費用
高，風險也高。 

 產品創新及領先的技術能力是
很明顯的廠商優勢。 

 專利與UL標準構成市場的進入
障礙。 

延伸產品生命週期 ＋  －  [A] 到上海那邊主要是要跟當地市場貼近…因為那邊是屬於低附加價
值的東西…所以他在這邊的投資他的研發部分所花的心力不用投入像
台灣這麼多。 

 以低附加價值的產品移至相對
落後的國家，一方面取其生產成
本低廉之利，另一方面可延續落
後產品的生命週期 

廉價原物料及勞工 ＋    [A] 因為你在台灣和在大陸生產成本不一樣，那你，我們也有考慮就現
有產品移走到大陸去生產，不過那個時候考慮的另外一個點就是說，客
戶會認為你到大陸生產，一定會要求你做 cost-down，因為他也知道你
那邊的生產成本比較低。那我們外銷的產品又屬於比較高附加價值的東
西，所以那個時候在整個權衡之下，還是選擇以台灣的生產品質技術比
較穩定、品質容易控制。 

 大陸勞工成本雖然低廉，但考慮
來源國形象或客戶的成本知
覺，K 公司採取國際分工的策
略。台灣保留生產高附加價值之
產品，大陸工廠則負責中低階產
品，以之區隔不同市場。 

管理溝通協調能力 － ＋ －  [A] 在大陸現在有點麻煩，有些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電話回來請示，
有些東西是有時間性的，也常常要拖到我過去上海，再由我決定，那邊
剛投資，很多都還沒上軌道 

 到大陸的 FDI 與之前到美國設
的分公司性質不一樣，美國的管
理由當地合資公司負責，大陸因
為獨資設廠，對管理能力的要求
顯然高於過去 K 公司所累積的
海外經驗。 

 28



表 5.6  K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續) 

綜合影響 － ＋ －  [A] 外銷的獲利情況會比台灣好。[Q] 意思說外銷的報價會比國內好？
[A]對對，那至少都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就單月來講，有時外銷比重
高一點的話，啊那個毛利就會上來。 

 [Q] 外銷毛利比較好，為何沒想過把市場主力放在國外？[A] 這點其實
就是風險分擔的方式不一樣。風險的承受能力、程度不高。所以他們希
望說這種方式不會有呆帳風險，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去做風險分
散…[Q] 就是說做下去不一定會成功，另一方面又會得罪現有的貿易伙
伴，所以兩相權衡之下你決定緩步經營外銷市場？[A] 對對。 

 創業初期的出口獲利比內銷市
場更佳，因此出口越多獲利率就
越佳；這種正向關係在進行海外
直接投資之後，隨之改變。由於
大陸設廠投資效益尚未實現，使
得獲利狀況下降。整體而言，合
併 K 公司的出口階段與海外投
資階段，國際涉入程度與績效間
呈現出∩型的曲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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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R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影響績效因子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R公司之陳述 概念註解 

海外不利因素 －    [A] 一開始我們那個，一開始做 cable賺、connector也賺，就是早期去
大陸投資稍微虧，就是那個時候虧比較多。早期在大陸設廠，因為很多
都不懂啊！ 

 對地主國的不熟悉，形成海外不
利因素。 

範疇經濟  ＋ －  [A] 因為我們一定有我們的成本，然後就是一些基本生存的條件在，所
以我們有，一定要有就是截長補短，不是每張單都有那個獲利，可是這
就是說，好像是說，你經營的方式，客戶他需要，他不是說一定一張單
子過來，你每個產品都賺，就這樣子。 

 R公司因為產品線的廣度夠，透
過產品間的搭配，可以形成定價
上的彈性優勢。 

資源累積及運用  ＋   [A] 那時候 (大陸) 前五年可以說是虧損階段，前五年的虧損可以說都
是在台灣賺的。 

 創業期累積的財務資源，成為後
來可以度過海外投資虧損期的
關鍵因素。 

交易成本 － ＋ －  [A] 我們都不找當地的中國大陸的一些人合夥，都是一些台商。跟當地
又不熟，你會擔心…。 

 [A] 因為那個時候尤其是工廠管理部，很亂。每個，等於說每個股東他
本身台灣也有工廠，大家都要搶生產，那個線上，所以就是會亂，相對
的就是成本會增高就是效率不夠，所以慢慢虧損慢慢，大家就會認退，
然後不然就是他們就自己去開了這樣子。 

 國際化初期，與合資夥伴間的交
易成本是選擇合資對象的重要
考量。 

 合資夥伴間，各謀私利，加上虧
損，形成很高的交易成本，最後
走向完全內部化。 

廉價原物料及勞工 ＋    [A] 你大陸人工便宜、什麼房租便宜、水電便宜，但是你 (R 公司) 價
格要 (反映) 給我，可是品質比台灣還嚴。 

 國際化初期的確享有成本上的
利益，但這種利益會隨時間遞
減，例如：客戶對供應商成本結
構的知覺。 

市場力量與機會搜尋  ＋ ＋  [A] 因為很多大廠下單都要 survey工廠，我們就帶到大陸去看，看到就
是，客人就會自動想說：「你工廠規模這麼大，我單敢給你。」 

 
 [Q] 可是我們那時只做 cable，他 (國外廠商) 為什麼會叫我們去找

connector 呢？ [A] 因為我們就是老闆很懂啊！就是老闆懂啊！比如說
你一個主機板上需要那麼多 connector，他都可以幫你買齊，然後每一個
工廠我們都可以找到。 

 國際化過程伴隨規模的擴增，使
得公司在市場的能見度及談判
力有所提升。 

 國際化過程提供 R 公司更多的
市場機會，但是這種機會的掌握
似乎繫於董事長個人，而尚未發
展成一種組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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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R公司之國際化歷程與績效關係之對映 (續) 

管理溝通協調能力 － ＋ －  [Q] 去那麼多國家就是在公司內部這邊喔，你們在處理海外這塊市場的
時候，那我覺得好像是說，會不會說你們現在市場越來越多、越來越遠
啦，以前美國跟日本，現在又有歐洲跟東南亞，在國外處理這些事務上
面，是不是管理上會有那種跟不上的感覺，還是沒有？[A] 沒有，因為
這個主要是以業務，他會去拓展國家的業務，是他們的工作，就這樣子…
我們公司完全是放手… 

 R 公司過去透過貿易公司將海
外事務外部化，雖然目前出口事
務已有部分轉為直接出口，但尚
未對管理形成挑戰。 

綜合影響 － ＋ －  [A] 營業額逐年增加啊！這是一定的啊！[Q] 獲利逐年上昇啊？[A] 沒
有，獲利比例不見得會增加，可是就是維持一定的水準。[Q] 可是我們
投資的錢一定越來越多嘛！ [A] 就是轉增資，但是賺得錢差不多。[Q] 
那這樣除起來這樣獲利的比率是下降嗎？ [A] 對，可以這麼講。 

 [A] 那時候前五年可以說是虧損階段。那時候前五年可以說都是在台灣
賺的。就是我們整個自己接收了以後才完全有看到獲利。 

 [A] 其實也沒有說外銷比較好賺耶！[Q] 整個過程，外銷比重是越來越
高了嘛喔？ [A]對對。[Q] 可是伴隨的獲利卻是掉下來的？[A] 對。[Q] 
那換言之就是說外銷那一塊你剛才有講其實不是那麼的好？[A] 對。 

 創業初期的內銷及少量出口所
帶來的獲利頗佳，然而在到大陸
投資設廠之後，連續虧損數年，
到最近幾年才開始獲利，因此整
個創業期間的國際化程度對績
效帶來先增後減的∩型的影響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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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業期間廠商優勢投資狀況及對績效之影響 

有關研發投資對績效影響的門檻效果，在 H公司及 K公司的訪談中，受訪

者都具體陳述認為在其所處產業中，存在研發的門檻現象。有所巧合的是，這

種門檻都與兩家公司的產品必須通過國際安全規範檢驗標準 (例如美國 UL 標

準) 有關，後進者若要進入市場，其必須投入相當資源來通過這項標準。除了

國際安規所形成的進入障礙外，H公司的個案也顯示將研發功能模組化，取其

分工精細及規模經濟之利，才能應付隨時調整的客戶訂單規格，因具有相當規

模的研發組織是產業競爭的必要條件。 

T 公司創業期的產品多屬低階應用，技術層次不高，因此研發活動並非生

存獲利的關鍵成功因素。然而若將觀察時間延長至 T公司切入手機按鍵產品之

後，其研發需求大幅提高，於是成立獨立的研發部門，大幅提昇研發人員的素

質，研發的門檻至此又隱然顯現。雖然本研究第四章已經證實研發活動影響台

灣國際新創事業績效存在門檻效果，但是由 R、H及 T公司的個案卻顯示出門

檻效果的存在與否，可能與產業是否存在技術進入障礙及產品本身技術層次高

低有所關聯。當產業技術障礙不存在、產品技術層次較低時，研發的門檻效果

是否依然顯著，可能需要進一步驗證。 

4. 創業期的市場進入策略 

H公司及 R工生產電腦非關鍵性零組件，依照中華民國行業分類標準其行

業代碼應為 3149 及 3145，兩者皆屬於當時政府定義的策略性工業；T 公司生

產的按鍵模組應用層面較廣，包括家電用品的遙控、車用按鍵、電腦產品按鍵，

雖有部分與 3C 產品重疊，但並不完全符合當時政府所定義的策略性工業範疇

內。至於 K公司所生產的門鎖，屬於傳統機械五金加工業，自然也不符合策略

性工業之定義。 

在研發投資上，四家國際新創事業呈現出高低有別的研發投入程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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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高科技產業中的廠商，不必然會投入比較高的研發支出，四家公司中投入

研發最力者即為五金加工業的K公司，其對研發的投資幾乎為產業標竿4。H與R

公司雖處於高成長的策略性工業，但其對研發的支出屬於中低水準 (H公司較R

公司還略高)。由此顯示產業成長性及廠商研發投入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因此提

高了本研究以產業別及研發導向來區隔台灣國際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策略之適

當性。茲將四家個案公司描繪於本研究對國際新創事業市場進入策略的分類圖

上，如圖 5.1所示。 

研發能力 廠商優勢 
市場機會 低研發密集度 高研發密集度 

策略性工業 

早期追隨創業 

 
 
 

技術創業 

 
 

 
 
市場 

成長 

潛力 
非策略性工業 

後進模仿創

   
 
 

 

圖 5.1  個案廠商之

5. 國際新創事業之成長策略 

四家公司在脫離創業期之後，所呈現

依循過去創業時的市場進入策略，維持在原

略複製」型態，例如：H、K、R三家公司；

其可能發生跨產業間的移動、或是進行研

如前章所稱的「策略改變」型態，如個案

H、K、R三家公司在脫離創業期之後

支出隨著進入新產品市場雖有稍許向上提

                                                 
4 K公司數度獲邀申請國家小巨人獎，且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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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利基創業         

 
   
․T
  

 
 

市場進入策略 

出的成長軌跡可大致分為

來的策略型態上，如前章

另一類是發生策略型態改

發支出的調整，或是兩者

中的 T公司。 

，並未發生跨行轉業的現

升，但並不特別顯著。例如

 (例如：建築研究所) 也曾派人
․K
兩類：一是

所稱的「策

變的廠商，

兼具，此即

象，而研發

H公司生

參訪。 



產伺服器電源供應器，技術層次雖稍有提升，但大部分仍沿用原來的技術架構，

所做的只是追求更精良的改善。T 公司則不一樣，其在脫離創業期之後，進入

成長快速的手機按鍵模組市場，其技術層次較過去一般按鍵產品提升許多。T

公司研發策略的轉變具體反映在幾個事徵上：(1) 在台灣、東莞及蘇州全數設

置獨立的研發部門；(2) 開始申請技術專利；(3) 研發人員素質大幅提昇；(4) 與

外部技術組織 (台灣工研院) 合作開發等。因此，本研究認為 T 公司在成長策

略上，確實有別於過去創業期的進入策略，大幅提昇了公司的研發支出。茲將

四家個案公司的策略位置及成長軌跡描繪於策略型態圖上，如圖 5.2所示。 

 

研發能力 廠商優勢 
市場機會 低研發密集度 高研發密集度 

策略性工業 

早期追隨創業 

 
技術創業 

 
 
 
市場 

成長 

潛力 
非策略性工業 

後

R

圖 5.2  個案廠商

6. 個案綜合分析小結 

本節前述已針對國際新創事業

程、廠商優勢、市場進入策略及成

以下幾點較為特殊之發現： 

(1) 四家個案公司的特徵屬性在

比較特殊的是四家公司全數

際新創事業在部分特徵屬性

 

 
 

 

進模仿創

   
 
 

市場進

的各個

長軌跡

時間軸

在大陸

上，與

34
H

 

業 

   
利基創業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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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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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策略之演化軌跡 

面，包括特徵屬性、國

進行縱向剖析。綜合整

上，雖然維持高度一致

行海外直接投資，造成

獻之預測差異頗大。例
K

際化動態歷

理之後，有

的穩定，但

這些台灣國

如因為在大



陸設廠生產的關係，不僅使得台灣母公司規模遠較大陸子公司為小，而

且在大陸的生產規模動輒數千人，也與過去文獻對國際新創事業資源不

足的認知有所落差。因此，台商赴大陸投資的普遍現象，凸顯出現有國

際新創事業相關研究結論的外部效度，可能仍有待進一步拓展。 

(2) 以國際化－績效關係來檢視四家個案廠商，發現有T、K、R三家公司具

體呈現出先增再減的∩型曲線關係，與研究假說H1a的預測一致；但有趣

的是此三家公司績效的轉折，全部一致的出現在進行海外直接投資之

後。這種由出口轉向涉入更深的海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績效惡化，可能

與Contractor et al. (2003) 所認為的企業跨國管理及協調的成本大幅提昇

較為攸關，但海外跨國套利機會消失的解釋，則可能較不適用，因為個

案中T、K、R三家公司赴大陸投資的動機中，皆存有當地成本低廉及以

低附加價值產品在當地市場銷售之考量在內。 

(3) 四家個案公司完全未能反映廣告投資在跨國移轉上所帶來的行銷優勢，

與量化分析結果一致，並不令人意外。即使如 K 公司的廣告投資已達一

定規模，但亦未能反映出較為具體的行銷優勢；反而是研發的門檻效果

在 H公司及 K公司中有具體的呈現。如果以利基角度觀察，R公司所具

備的快速調適能力，可能是過去相關文獻中，較少被提及或認知的獨特

優勢。 

(4) 在個案廠商市場進入的策略選擇及演化軌跡上，K公司屬於典型的利基創

業型公司，即使在脫離創業期之後，也一直透過技術領先策略及國際安

規所建立的障礙來維持其利基優勢。然而，與量化統計分析結果相異的

是其績效卻非常好，此現象正呼應本研究在先前討論中所強調的「國際

新創事業的利基，必須是全球性利基」的論點，K公司個案顯示國際化因

素在創業理論中可能扮演著調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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