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本章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說明研究背景；第二節敘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

的；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分析單位及可能遭遇到的研究限制；第四節針對本論

文所使用到的主要相關名詞及定義加以闡釋；最後，針對整篇論文的章節安排加

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綜觀世界經濟的發展，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葉的重商主義興起，使得歐洲

國家 (英國、荷蘭、法國、西班牙等國) 以其國家力量掌握了重要資源，開始擴

充殖民地，充分掌握了生產、出口、進口及海運，使得貿易的地理範圍持續不斷

地擴張，歷經了工業革命之後，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至 1930 年代呈現出國際化

分工的狀態，亦即為區域專業化的發展階段，此時之貿易活動主要為上述歐洲國

家與其週邊國家 (大多為殖民地國) 之間的貿易，因此英國及法國等國進口原料

及生產，出口製成品。到了新重商主義時期 (1945-1970 年)，世界經貿體系出現，
經濟活動加速了國際化，此時東方、西方及第三世界之經濟體逐漸明顯；而在

1970-1985 年之生產製造整合的階段，區域性的成長差異擴大，此時，新興工業

化國家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以下簡稱 NICs ) 開始崛起，成為製造生產
之主要供應者 (Dicken, 1986)。 

由此演化過程可知，最初的主要投資國家為歐洲國家 (19 世紀)，接著為美
國 (1945—75 年)、日本 (1980 年後)，以及 1985 年左右開始興起的NICs。雖然
台灣廠商亦屬NICs之一，但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於
2001 年調查的 2,170家廠商發現，於 1996 年以前開始進行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簡稱FDI) 的廠商比率僅為 2.4%，近七成的廠商於 1996之
後才開始進行FDI，而從事FDI的廠商自 1999—2002 年約有近七成的廠商選擇大

陸為投資地區。投資於大陸之公司在大陸設有生產部門的廠商高達九成三的比

例，而其他的價值活動 (包括：研究發展、設計、行銷、財務、企劃、採購及產

品服務部門) 仍由台灣母公司負責之比例較高，此與歐、美、日廠商之價值活動

分散於全球各個國家之子公司具有很大的差異。與歐、美、日廠商相較，台灣廠

商的國際化階段屬於初期，主要以出口活動為主，從事FDI廠商的投資地區集中
在大陸，擁有FDI廠商子公司的功能以製造生產為主，在全球分工上常被視為國
際大廠的代工廠商。 

歐 (如：聯合利華、飛利浦)、美 (如：寶鹼、奇異) 及日 (如：花王、松下) 
廠商在國際化涉入的深度及廣度上皆高於台灣廠商，這些多國公司往往在全球各

地從事不同的價值活動，且為數眾多的海外子公司散佈在各個國家，使得多國企

業在資源與能力的配置，以及海外子公司角色的管理上較為複雜。對於處在國際



化較為初期階段的台灣廠商而言，間接及直接外銷仍為大多數廠商主要的國際化

活動，而代工亦為許多廠商於全球專業分工中的主要角色，因此在資源與能力的

配置及海外子公司角色管理上，顯然與歐、美、日廠商有很大的差異。例如：很

多台灣廠商可能尚未面臨到管理多個海外子公司的問題；再者，對有從事 FDI
的廠商而言，往往以製造生產為主，且 FDI 的件數不似歐美日大型多國企業在

多個國家擁有多個子公司，因此管理複雜程度相對較低。整體而言，台灣廠商在

國際化的經驗及管理能力不及歐、美、日廠商。 

從以上描述發現，台灣廠商的跨國活動運作有別於歐、美、日廠商，但過去

文獻皆著重在這些歐 (例如：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Ruigrok 
and Wagner)、美 (例如：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Kotabe, Srinivasan, and 
Aulakh, 2002) 及日本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Tallman, and 
Olsen, 2000) 大型廠商的探討，這些探討西方或已開發國家大型廠商的理論，是

否適用於 NICs 的台灣廠商 (其特色為國際化屬初期階段、以代工為主，以及規
模相對較小) 呢？本論文將於後續各章節針對國際化的議題，以台灣廠商為研究

對象做一深入的探討。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對於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的台灣而言，企業走向國際化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根

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料顯示，台灣對外投資金額於 1987 年突破一億美

元，而 1991 年的投資金額已成長至 18.3 億美元；至 2001 年時，投資金額更高

達 71.76億美元，十年間成長近四倍。此外，中華民國關稅總局的統計資料顯示，

出口貿易的金額從 1990 年的 672億美元，增加至 2000 年的 1,483億美元；而以
往在 1990 年無出口貿易的國家，於 2000 年時更是增加不少 (例如：亞洲的柬埔
塞、歐洲的立陶宛、非洲的查德、北美洲的瓜德魯普島、大洋洲的馬紹爾群島等)。
這些資料均反映出，台灣企業跨足國際市場的廣度及涉入程度與日俱增，同時也

意味著海外市場對海島型經濟的重要性。 

國際化能否為廠商帶來利潤呢？此問題不僅引起實務界的關心，更是學術界

長久以來討論的重要議題。雖然大部份的研究發現國際化確實有助於企業獲利的

提昇 (例如：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Delios and Beaimish, 1999等)，但亦有學
者認為國際化為廠商所帶來的正面利益實屬有限，真正有助於提昇廠商績效的因

素為廠商的自擁優勢 (例如：研發密集度、廣告密集度及資本密集度等) (Jung, 
1991)，甚至有學者更強烈地指出國際化 (廠商營運的區域範圍) 與廠商績效的關
係並不顯著，廠商本身所擁有的專屬性資產才是最重要的獲利來源 (Dess, Gupta, 
Hennart, and Hitt, 1995)。 

雖然各方學者所持觀點不一，但其研究的範圍皆以西方已開發國家為關注焦

點 (Hitt, Hoskisson, and Ireland, 1994)，鮮少針對開發中國家加以研究 (Aulakh, 
Kotabe, and Teegen, 2000;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此不禁令人產

生一些疑問：國際化是否也能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台灣企業帶來較佳的績效呢？

若國際化不意謂著較佳的績效，那如此高度依賴海外市場的台灣企業該如何是好

呢？ 

此外，相較於歐美大型多國企業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台灣企
業規模相對較小，除國際化外，台灣企業擁有那些自擁優勢或專屬性資產可以提

昇廠商的績效呢？此為本研究極欲釐清的研究問題。換言之，本研究最主要的兩

個研究問題為： 

(1) 探討國際化程度如何影響台灣廠商的績效； 

(2) 探究台灣廠商所擁有的自擁優勢如何影響企業的績效。 

以下將從理論面做更進一步的說明。關於企業多角化策略的運用，早期文獻

著重在產品多角化策略與廠商績效的探討 (見Dess et al., 1995之回顧)。然而，隨
著企業不斷地成長，廠商運用自擁優勢向海外擴張市場，已成為重要的策略之

一。因此，國際多角化相關的議題於近十餘年來一直受到學術研究的關注，此主



題之重要性亦可從一些國際企業及策略相關一流期刊  (例如：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與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出現文章的頻率瞧出端倪。 

Werner (2002) 根據Gomez-Mejia and Balkin (1992) 的分類，回顧 1996 年至

2000 年 20種卓越期刊 (top journals) 中關於國際管理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的 271篇1文獻發現，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相關的主題仍為目前該領域主

流之一，而探討國際多角化與廠商績效關係的研究，更是吸引諸多學者的投入。 

仔細探討此一研究脈胳的發展，不難發現在實證上國際多角化與廠商績效間

的關係頗為分歧，有些研究得到正向的關係，有些發現負向的關係，有些甚至發

現兩者不具顯著的相關性。繼起的學者在國際多角化指標的衡量上投入較多的著

墨 (例如：Ramaswamy, Kroeck, and Renforth, 1996; Sullivan, 1994)，直到 Hitt, 
Hoskisson, and Kim於 1997 年以嚴謹的理論 (國際企業理論及策略組織理論)，推
論並實證國際多角化與廠商績效的倒 U 型關係後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此時，實證上的分歧才得以獲得較明確的解答。 

理論發展的目的之一乃在建構一般化的能力，然而，過去關於此議題的主要

研究 (例如：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大都以美國大型企業
為研究樣本，一般化的能力受到質疑 (Peng, 2001)。因此，2000 年開始的研究開

始投入於理論外部效度的建構。例如：Geringer, et al. (2000) 與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分別以日本及西班牙大型廠商為研究對象、Lu and 
Beamish (2001) 和Qian (2002) 研究日本及美國的中小企業、Aulakh et al. (2000) 
討論新興經濟體 (emerging economies) 國家 (巴西、智利及墨西哥)、Contracotr, et 
al. (2003) 以服務業為研究對象，其中Zahra, Ireland, and Hitt (2000) 探討新創廠
商 (new venture firms) 國際多角化與廠商績效相關議題的文章更獲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當年度的最佳論文獎，足見此研究主題於理論貢獻的重要

性。 

此外，關於產品差異化能力 (專屬性資產或廠商自擁優勢) 對廠商績效的探
討，實證研究以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為替代 (proxy) 變數，經由驗證西方先

進國家大型廠商的結果，大都得到對廠商績效有正向影響的結果  (Caves, 
1996)。此理所當然的結果，卻在近來以非西方國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2001) 或不同廠商規模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 為樣本的實證中，得
到頗為分歧的結果。因此，研發密集度與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影響，近來更

是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Ananld and Delios, 2002; Delios and Beamish, 2001; Kotabe, 
et al., 2002)，此意謂著以不同的國家或不同規模大小的廠商再次探討此議題有其

                                                 
1 於此 271篇文獻中，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有 128篇、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佔 53篇、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佔 24篇，三類期刊佔總文章數相當高之比例 
(75.65%)。 



必要性。 

儘管如此，以亞洲的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為研究對象，探討國

際多角化及廠商自擁優勢對績效影響為主題的研究仍然相當缺乏。Peng (2001) 
指出，雖然在多國企業的專書研究調查中，皆會涵蓋專門的一章內容探討開發中

國家的多國企業 (例如：Caves, 1996, 第 9章；Dunning, 1993, 第 19章)，但該
章的內容通常非常有限，並非作者不加以重視，實為缺乏相關研究的限制 (Wells, 
1998)。也因此，學者們認為檢視亞洲國家的樣本有其必要性 (Hitt et al., 1994)。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除了將探討及釐清前述兩個研究問題之外，最主要的

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以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彌補文獻及理論上對於

此部份的不足與缺口 (gap)，增加理論一般化的能力。同時，讓研究者對於台灣

廠商，在國際多角化與廠商自擁優勢對廠商績效的議題上有更豐富的認識與瞭

解。 

再者，學者認為公司在成長的過程中，主要的限制並非來自於資源的限制，

而在於管理能力的限制 (Penrose, 1959)，因此本研究另一目的，乃是針對廠商於
海外市場擴張的過程中，其管理能力如何調適以維持優良的績效加以探討，此部

份的瞭解，能夠為過去實證結果的分歧做更進一步的解釋，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

目的。 

為達成本研究的主要兩個目的，本研究同時以量化及質化的研究加以探討。

在第一個研究目的部份，本研究在第三章至第七章以不同的樣本加以驗證。分別

為第三章 564家大型製造廠商、第四章 170公開上市資訊電子業、第五章 3,194
家中小型製造廠商、第六章 601家中小型紡織業及 818家中小型電子業，以及第
七章 1986 年、1991 年與 1996 年三期之大型 (275家，825個樣本) 及中小型 (322
家，966個樣本) 製造廠商之長期追蹤資料加以實證。 

受限於次級資料庫相關變數的取得，第二個研究目的達成以個案研究的方式

加以探討。分別以一家非上市 (櫃) 小型手工具製造業、一家中型上櫃紡織業，
以及一家大型上市電子業為研究對象，分析管理能力對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之

影響，並將分析內容呈現於第八章。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文獻中探討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對廠商績效影響的研究，大都專注

在已開發國家 (developed countries, DCs)，且以大型多國企業的探討居於主導地
位。近來，位於亞洲的開發中國家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及新興工業
化國家於全球經濟的表現日形重要，但相關研究仍然缺乏。因此，本論文的研究

範圍將以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 ) 國家的
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其經濟發展程度不及已開發國家，但優於開發中國家，而

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使得向海外擴張成為重要的策略考量。因此，來自NIEs國家
之企業可同時向DCs及LDCs進行國際多角化策略 (Makino, Lau, and Yeh, 2002) 
(如圖 1.1 所示)。從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或財政部進出口貿易統計資料可發

現，台灣企業投資或出口活動非常的活躍，散佈於各個已開發國家 (如美國)、
大型開發中國家 (如印度)，以及小型開發中國家 (如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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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於全球市場中的角色 
資料來源：修改自Makino, Shige, Chung-Ming Lau, and Rhy-Song Yeh (2002), “Asset-Exploitation 
Versus Asset-Seeking: Implications for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3 (3), p.408. 

 

在分析單位界定上，本研究以「廠商」為分析單位，而為了增加理論一般化

的能力，本論文在研究設計上，同時以「公開上市資訊電子業」、「大型製造廠商」

和「中小型製造廠商」，以及「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與「縱斷面 (longitudinal )」



資料2加以驗證，以對NIEs國家廠商的國際化行為有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彌補文

獻於此部份的缺口。 

雖然本論文以政府出版的資料庫取得大規模樣本，來增加理論的外部效度，

但次級資料分析亦存在某些先天的限制。次級資料通常僅能採用近似研究者欲檢

定其假說的替代 (proxy) 資料，因此，在研究者為因應特定研究目的和想法，親

身蒐集的原始資料，與其他人基於其他目的所蒐的資料，兩者之間實際上是存在

無法避免的差距 (Frankfort-Nachmias and Nachmias, 2000)，此為本研究最大的限
制。 

吾人皆知影響廠商績效的因素多且複雜，惟本研究主要將研究主題專注於

「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力」的探討，其它尚有影響績效的相關因素，

則不在本研究範圍之列。此外，本研究雖然力求嚴謹，在實證時控制了一些可能

影響績效的因素 (例如廠商特徵及產業效果相關因素)，但礙於次級資料的取

得，可能仍有疏漏的控制變項，此亦為本研究的限制。 

為彌補此二項研究限制，本論文於第八章進行深入的個案訪談，由於小型廠

商少有公開發行的資料，不易完整的獲得 (Hitt et al., 1997: 778)，本研究期望透
過個案研究，尋求願意配合的廠商，進一步地確認本研究中替代變數的合理性，

以及針對廠商於海外擴張時，如何調適其管理能力加以探討。 

 

                                                 
2 詳細資料內容將於第三章至第七章加以說明。 



第四節 名詞說明與定義 

在本論文中，各章所使用的主要變數包括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及廠

商績效，由於過去文獻在前兩變數所使用之名詞不盡相同，因此，本節將先針對

國際化程度及產品差異化能力之定義加以說明
3
，以利各章節行文之流暢。 

一、國際化程度 

過去學者們對於國際化的概念始終未有共同的看法，變數的定義及操作化皆

不相同，甚至在名詞的使用上亦頗為分歧，有些學者 (Geringer, 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以國際化程度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表示，有些學者  
(Dess et al., 1995) 則以國際多角化的程度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表
示，亦有以多國化 (multinationality) (例如：Grant, 1987; Kotabe et al., 2002)、區
域多角化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or area diversity) (例如：Delios and Beamish, 
1999; Dess et al., 1995; Stopford and Wells, 1972) 等名詞表示4。除了名詞使用的不

一致，變數的衡量亦是分歧，有的以單一項目衡量，有的以多項目建立單一指標，

甚至亦有多重構面建立單一指標加以衡量5。事實上，每一種衡量方式皆反映了

不同海外涉入程度的價值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而應以合適的指標衡
量不同國家的國際多角化 (Geringer et al., 2000)。 

本研究以「國際化程度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為本論文的行文主

軸，但文中所使用的「國際多角化」及「國際化」皆指同一概念，並參考過去文

獻 (Hitt et al., 1997) 將其定義為：「廠商的擴張活動跨越國界進入到不同的市場

或區域」。本研究認為過去的文獻著重在大型多國企業的探討，所建構的指標，

未必能夠反映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企業。Aulakh et al. (2000) 認為，新興工業化國
家 (例如：南韓、台灣、新加坡) 正由以往的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的政策，因
此，相較於歐美之大型企業，台灣企業的國際化程度相對較低 (指所涉及的國外
生產活動、研發活動或多國子公司之整合而言)，尤如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 
國際化進程模式的初期，廠商會先採取涉入程度較低的出口方式，故本研究認為

將出口方式視為台灣企業的國際化衡量指標，較能反映其國際化之程度。 

二、產品差異化能力 

國際企業及策略管理學者皆認為廠商必須擁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或能力，才得

以創造競爭優勢，進而提昇組織的績效。然而過去學者們對於這些能力所使用的

名詞並不一致，例如：Hymer (1976) 認為多國企業為市場不完全之產物，使得

                                                 
3 本論文為求各章之完整性，於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六章及第七章之子研究中，皆於研

究方法中描述變數之定義與衡量，惟各子研究中，衡量變數皆為相同，故有重覆之處。 
4 其它尚有如internationalization (Lu and Beamish, 2001)、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Geringer et al., 
2000)、international diversity (Zahra, Shaker, Ireland, and Hitt, 2000) 等。 
5 此部份的討論，請見第二章第二節。 



多國企業擁有獨佔優勢 (monopolistic advantages) 或獨佔性資產 (monopolistic 
assets)；Rugman (1981) 和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認為多國企業之優勢來自

於內部化 (internalization) 優勢；而 Dunning (1988) 則以折衷理論解釋多國企業

的優勢分別來自於廠商自擁優勢 (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s)、內部化優勢及
區位優勢。 

在實際的變數衡量上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所定義之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 及Morck and Yeung (1991) 所定義之無形資產 (intangibles)，
皆指一廠商所擁有之技術及行銷資產，其衡量方式皆以研究發展密集度 (研發支
出佔總銷額之比率) 及廣告密集度 (廣告支出佔總銷額之比率) 表示，Hitt et al. 
(1997) 及 Kotabe et al. (2002) 所使用的創新能力及行銷能力亦以研發密集度及

廣告密集度予以操作化，Barttlet and Ghoshal (1989) 將這些能力稱之為跨國能力 
(transnational capability)。 

Caves (1996) 認為多國企業在非生產基礎的資產 (non-production bases) 上
擁有幾項特質，其以「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 涵蓋所有資產的特質，
認為「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廠商特殊資產 (firm specific assets)」及「獨
佔優勢 (monopolistic advantages)」皆為同義詞，並將廠商所擁有之研發及行銷資

產定義為產品差異化能力 (capability fo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本論文為行文之

便，亦認為不同學者於上述所提出之不同名詞皆為同一概念，且各子研究中皆以

研發密集度及廣告密集度當做替代變數，故上述名詞於各章節中將交互使用。 



第五節 論文章節安排 

本論文章節架構共分為九章。第一章闡釋本研究的動機及擬達成之研究目

的，在界定研究範圍、分析單位及研究限制後，並進一步地說明本研究中所使用

的相關名詞定義。第二章敘述國際化定義及國際化程度衡量指標之探討，以及回

顧國際化與廠商績效之相關實證研究，進而推導研究命題及研究架構。 

第三章至第六章，分別以四個子研究加以探討國際化程度與產品差異化能

力，對新興工業化國家企業績效之影響，各章之安排如下：第二章以 564家大型
製造廠商為研究對象；第三章以 170家公開上市的資訊電子業為研究對象；第四
章以 3,194家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第五章進一步地以 1,419家中小型電子業
及紡織業為研究對象。此四研究將深入探討在不同廠商規模及不同產業下，國際

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為達理論一般化 (generaliability) 的目的，本研究在次級資料蒐集上採取三

角驗證 (triangulation) 的策略。第三章、第五章及第六章資料來源為行政院主計

處 1996 年製造業抽查之原始檔案；第四章資料取自 2000 年台灣經濟新報資料

庫、對外發行之公開說明書及年度財務報告書，透過不同來源蒐集資料來確認研

究發現，以提高理論的外部效度 (external validity)。 

除了第三章至第六章橫斷面的量化研究探討之外，第七章以行政院主計處

1986 年、1991 年及 1996 年三期的資料進行長期觀點分析，亦即控制時間因素之

下，探討國際化程度、產品差異化能力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 

第八章將以個案研究加以分析，根據第三章至第七章的研究發現，深入訪談

三家個案公司6，以瞭解廠商從事海外市場擴張時，廠商如何調適其管理能力之

相關議題。最後，針對量化及質化的研究發現進行綜合討論，於第九章呈現整篇

論文的結論與建議、理論貢獻與實務涵意，以及後續研究建議。 
 
 

                                                 
6 分別為一家小型手工具製造業、一家中型上櫃紡織業，以及一家大型上市電子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