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公開上市資訊電子業之實證1

 
本章以 170家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業，檢視其國際化程度與專屬性資產對

績效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呈現倒 U 型之關係，雖
然提高國際化程度有助於廠商績效之提升，但是當國際化程度超過 44.9%之後，
國際化程度所帶來的利益開始受到侵蝕。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研發資產與績效呈

正相關；但行銷資產則不利於績效的提昇，推論原因可能為廠商在廣告上的投資

未達規模經濟的門檻所致。本章之章節安排除了第一節之緒論外，第二節進行文

獻回顧並根據理論推導研究假說；第三節描述樣本資料及研究方法；第四節呈現

與解釋實證結果並加以討論；最後提出提出結論及對資訊電子廠商的建議。 

 

第一節  緒論 
 

隨著通訊科技的突破、各種技術的創新、各國市場自由化的趨勢，以及國際

通運的愈形便利，使得市場全球化的速度愈來愈快。在此環境趨勢推波助瀾之

下，大型廠商甚或中小型企業都面臨到國際競爭壓力，莫不積極尋求開創新的國

際市場。對於台灣大型的資訊電子業而言，廠商國際化的初期大多採取出口方式

進入海外市場，當海外業務量持續成長而變的越來越重要時，廠商會開始在海外

設立銷售據點或生產設施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從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近來核准廠商對外投資的成長，亦可發現近 10 年來台灣廠商已經變得越來越國

際化 (尤其是資訊電子業)，此現象一方面反映出海外市場的重要性，另方面也
可能凸顯出廠商於國際營運管理時，所面臨到的問題可能日形複雜。 

台灣廠商受限於本國市場的規模，因而必須高度仰賴國外市場。台灣在 2000
年的出口值達到 1,483 億美金，佔國內生產毛額 (GDP) 51% (財政部統計處，
2001)，在這些出口當中，電子與資訊產品所佔比重持續上升 (市場情報中心，
2001，http://customs.iii.org.tw/)，出口值從佔 1998 年 63.57%的 703億美金，上升

到佔 2000 年出口值 64.67%的 959億美金。這些數據清楚顯示台灣廠商 (特別是
資訊科技產業) 的出口對台灣經濟成長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國際化是否能夠提升廠商績效已經成為一有趣而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儘管

研究學者們對於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投入相當的關注，但實證上的研究發

現並未趨於一致 (Ramaswamy, 1995; Tallman and Li, 1996)。一些研究發現國際化
與績效間存在線性的正向關係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rant, 1987; Kim et al., 
1993)；而一部份的研究則發現反向關係 (Collins, 1990; Michel and Shaked, 
1986)；另有些研究認為兩者間不存在顯著關係  (Brewer, 1981; Sambharya, 

                                                 
1 此章前五節內容已修改成英文於國外期刊審查中。作者為于卓民、喬友慶與陳瓊蓉。 



1995)，有些甚至認為兩者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係 (Aulakh et al., 2000;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然而，不管是台灣廠商本身致力於拓展國外

市場，亦或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工具與誘因，皆顯示出台灣高度的國際市場導向，

以及其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因此，瞭解並釐清廠商國際化與績效間的關係成為非

常重要的研究議題。 

資源基礎理論 (Resource-based theory) 的觀點認為，廠商的競爭優勢源自於
其所擁有、控制並能加以利用的獨特資源 (Barney, 1991)。專屬性的資產可以同
時提供廠商在本國與海外市場獨特的優勢 (Caves, 1996)，進而提升其績效。台
灣的資訊電子廠商就是一個例子。這些廠商在國際市場上頗具有競爭力，諸如筆

記型電腦、主機板、掃描器、顯示器、電腦機殼等產品的產值，都佔全球一半以

上。此意味著台灣資訊電子廠商必然具備某些獨特的資源，而其中最常被提及的

就是技術能力。台灣電子資訊與資訊服務產業在 2000 年的研發支出，佔台灣所

有廠商研發支出的 73.29%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此外，根據資訊工
業策進會 (2001) 資料顯示，台灣IC上下游產業 2000 年的產值為 2,872億元，外
銷比例為 46.1%，其中，IC專業代工製造與封裝供給居全球的龍頭，這些數據足

以顯示台灣資訊電子業可能因為投入較高的研發支出，具有較多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而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 

雖然先前有關多國企業的研究多數支持專屬性資產可以提升績效的論點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Jung, 1991;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但這些研究大多源自歐、美國家，因此，我們不禁懷疑此論點是否同樣

適用於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國家或開發中國家 的MNCs？先前以日本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及美國 (Jung, 1991; Morck and Yeung, 1991) 大型MNCs為樣本
的研究，發現專屬性資產與績效間存在正向關係。然而，來自 LDCs或 NIEs的
MNCs，亦有可能擁有不同於已開發國家 MNCs 的獨勢特優。Lall (1983) 研究
LDCs多國企業的結果發現，其優勢可能在於他們對於相對較無差異的產品之行

銷知識、特殊的管理或其他技能、抑或是對於已經廣泛擴散 (成熟) 技術的獨特
運用能力。因此，這些來自開發中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國家的多國企業之獨特優

勢對績效所造成的影響，頗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儘管如此，從文獻回顧中，我們卻發現過去的研究大多以 DCs (例如：歐、
美、日) 的 MNCs為焦點，較少注意到 LDCs或 NIEs國家的 MNCs。基此，本
研究期望透過台灣資訊電子廠商的探討，檢視其國際化程度與廠商整體績效間的

關係，以及專屬性資產對廠商績效的影影響，提升我們對來自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國家多國企業更深入瞭解的目的，同時彌補過去文獻一味以 DCs 觀點探討此議
題的缺失，以增加現有理論一般化的能力。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說 

一、國際化程度之衡量 

先前文獻已經發展出許多不同的方法來衡量國際化程度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DOI)，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以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 
(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FSTS)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Grant 
et al., 1988; Jung, 1991; Mishra and Gobeli, 1998; Tallman and Li, 1996) 來加以衡
量。有些研究以出口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 (Export sales to total sales, ESTS) 來衡
量廠商的國際化 (Aulakh et al., 2000; Geringer et al., 2000)，亦有研究採用海外子
公司的數目來衡量公司的國際涉入程度 (Errunza and Senbet, 1984; Mishra and 
Gobeli, 1998; Tallman and Li, 1996)。其他的還衡量方式還包括：地理範疇的數目 
(Michel and Shaked, 1986)、海外子公司所在國家數目 (Morck and Yeung, 1991) 
及以海外銷售額加權計算的 entropy指標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Kim et al., 1993; Ramírez-Alesón and Espitia-Escuer, 2001)。 

Sullivan (1994) 將各種有關國際化的衡量方式歸納為具有三種不同屬性的

類別，分別為績效、結構及態度，如表 4.1所示。其分析這三種屬性間的關係後，
發現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及海外資產佔總資產的比例，與其他衡量具有

高度相關。本研究參考過去的主要相關研究 (例如：Tallman and Li, 1996; Geringer 
et al., 2000)，採取績效屬性中的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來衡量廠商國際化

的程度。 
表 4.1  Sullivan (1994) 之國際化程度指標分類 

衡量屬性  過去文獻 國際化程度之衡量方式 
績效屬性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Eppink and Van Rhijin 
(1988); Geringer et al. 
(1989); Stopford and 
Dunning  (1983); Sullivan 
and Bauerschmidt (1989) 

海外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Foreign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FSTS)；
出口銷售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Export 
sal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ales, ESTS)；
海外利潤佔總利潤之比例 (Foreign profi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profits, FPTP) 

    
結構屬性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Stopford and Wells (1972); 
Vernon (1971) 

海外資產佔總資產之比例(Foreign asset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assets, FATA); 海外
子公司數佔總子公司數之比例(Number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subsidiaries, OSTS) 

    
態度屬性  Maisonrouge (1983); 

Perlmutter (1969); Ronen 
and Shenker (1985); 
Sullivan and Bauerschmidt 
(1990) 

高階主管的國際化經驗(Total number of 
years of top manager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MIE); 國際營運的心理分散

度 (Psychic disp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PDIO) 

資料來源：整理自 Sullivan (1994) 之文獻內容 

 



二、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之關係 

國際化可以提供廠商各種優勢，例如：讓廠商得以進入新的市場 (Buhner, 
1987)，進而促進成長。一般而言，文獻中廣為主張的論點是國際化可以讓廠商

獲取國際化的利益，例如：在企業內部執行某些價值活動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Rugman, 1981)。將活動內部化之後，可以產生諸如規模經濟、學習效果、
不同事業區隔及地理區域間關係的運用、廠商特有能力及不同事業單位核心能力

的共享、要素市場間差異運用 (Kogut, 1985; Porter, 1990) 等利益。 

廠商通常先在母國發展出核心能力，然後再將此能力運用到國際市場上 
(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 Delios and Beamish, 2001; Hitt et al., 1997)，這是因為
競爭優勢使得廠商可以在本國市場獲得較高的獲利後，進而激勵廠商將其優勢進

一步運用到國際市場上 (Porter, 1990)。同時，各個國際營運部門間的資源共享更

加促進共通核心能耐的運用，而創造出綜效。 

根據以上論述，儘管有許多理由讓我們相信國際化能提供廠商各式利益，但

須注意的是國際化亦同時帶來一些成本。地理範疇的擴散會提高交易成本 (例
如：地理位置的擴張會增加協調、配銷及管理的成本)，以及對資訊處理的需求 
(Hitt et al., 1994; Hitt et al., 1997)。廠商為了要獲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的利益，

必須在位於多個地理區位的事業單位間進行協調，然而，各國政府管制、貿易法

規的差異，以及國家匯率間的波動，會讓協調變得更加困難，並使廠商國際化後

的營運更趨複雜。 

此外，多區位營運的文化差異性也會增加溝通、協調與控制的困難 (Kogut 
and Singh, 1988)。文獻中指出當MNCs的母國與海外區位間的文化、心理距離越

大時，會使得跨國管理成本急遽上升 (Johanson and Vahlne, 1977)。當海外市場數

目增加時，協調及管理的成本開始上升，而且有時上升速度相當快，進而侵蝕獲

利。簡言之，諸多研究者認為高度分散的海外營運通常會伴隨著許多管理上的限

制，使得成本上升，控制、溝通與協調的需求亦為之提高。 

考量交易成本及管理資訊處理需求增加的因素後，國際化的成本可能超過其

所帶來的利益。更精確的說，內部管理成本有可能超過規模經濟之利益，使得廠

商管理的範疇及統治的資源超過其本身管理能力所能負荷。如此一來，國際化程

度與績效間的關係便可能是非線性，亦即在適當的國際化程度內，利益會高於成

本；然而，一旦國際化程度超過特定門檻後，所衍生的邊際成本可能會超過國際

化所帶來的邊際利益 (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w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根據上述討論，本研究認為國際化程度與績效間為一非線性關係，且

認為非線性關係有助於釐清目前實證文獻的矛盾。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一項假說： 
 
 
 



假說一：國際化程度與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績效間的關係，為一倒 U 型
曲線，亦即隨著國際化程度的提高，可為廠商績效帶來正向的影響，但

當國際化程度超過最適點後，從事國際化的邊際成本超過邊際利益，使

得兩者之間的關係呈現負向的關係。 

三、專屬性資產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 

專屬性資產係由廠商所擁有，此資產異於其他廠商所擁有的資產，可以在國

家間移動而不會快速貶損其價值 (Caves, 1996)。Caves (1996) 指出文獻中沒有單
一詞彙可以完全反映此種資產的所有特徵，「專屬性資產 (proprietary assets)」應
該最為接近，但「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廠商特有資產 (firm-specific 
assets)」及「獨佔性優勢 (monopolistic advantages)」的意思大致相同。具有一項
或多項專屬性資產能讓廠商具備獨特優勢，MNCs可據此將該優勢移轉到海外市
場。簡言之，專屬性資產可能是在服務顧客時所獲致的知識、長期累積的品牌認

知或源自於研發能力的專利權等。 

除此之外，資源基礎理論認為廠商在市場中的優勢源自於某些獨特的資源，

例如：資產、能力、組織流程、廠商屬性、所掌控的資訊及知識 (Barney, 1991; 
Fladmoe-Lindquist and Tallman, 1994)。專屬性資產因為可以同時提升廠商在本國
與海外的競爭力，因而會影響其績效。當廠商所擁有的資源越多時，其成長將越

快，績效亦越佳。先前研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亦主張MNCs的成長有
賴其所握資源的多寡，因此以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推論專屬性資產與廠商績效

呈現正向關係。 

Morck and Yeung (1991) 以 Tobin Q指標衡量市場績效，探討 1978 年美國

MNCs的專屬性資產對其績效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國際購併較國內購併廠商
更能獲得投資者在價值上的肯定，且投資較多在研發與廣告以產生較多專屬性資

產的廠商，其國際購併能夠獲得更高的市場認同。Jung (1991) 探討 1976至 1980
年間，美國MNCs專屬性優勢 (包括研發、廣告集資本密集度) 與績效間的關係，
發現專屬性資產是解釋廠商績效的主要變數。Mishra and Gobeli (1998) 的研究以
105家屬於製造業的MNCs為樣本，發現除非廠商具有較高的專屬性資產，否則
高度的國際化程度並無法增加其價值。Caves (1971) 認為技術密集度及先進製造

技術為產品差異化的主要因素，推論後者較能解釋廠商進行水平投資的能力。在

檢視美國 MNCs 及其在英國與加拿大的子公司後，發現產品差異化的能力的確

能提升MNCs的成長。 

上述研究皆顯示，專屬性資產 (研發與行銷資產) 與績效間存在著正向的關
係，然而這些研究卻都只專注在來自 DCs (如：歐洲、日本及美國) 的MNCs，
而忽略了來自 LDCs或 NIEs國家的 MNCs。儘管來自 LDCs的 MNCs也具有其
本身的專屬性資產，但所創造的利益可能和 DCs的 MNCs有所差別。例如：在

LDCs所發展的技術知識，可能採取與 DCs多國企業完全不同的方式來加以當地



化，以充分運用在其他 LDCs 不同的要素價格與數量條件 (Lall, 1983)，此差異

可能源自於廠商自己的創新、調整從國外引進的技術或是單純的將 DCs 已不具

效率的技術更進一步專業化。此外，其亦可能某種程度地修正產品，除去不必要

的綴飾，僅保留基本必要的功能，以更適用於 LDCs的狀況 (Lall, 1983)。因此，
來自於 LDCs的多國企業應該也具有能夠在海外運用的專屬性資產，以增加其獲
利。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及第三項假說如下： 
 
假說二：研發密集度對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假說三：廣告密集度對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資料蒐集 

本研究樣本取自 2000 年台灣證券交易所電子資訊產業類股之上市公司，共

計 173 家企業。其中 3 家由於資料不全，不計入分析樣本，故有效樣本為 170
家。各資訊電子業上市公司的財務資料則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國際化程度

衡量指標的資料取得，乃根據財務會計準則第二十號公報「部門別財務資訊」在

財務報表所揭露的外銷銷貨資訊為標準，故外銷銷售資料來源為對外發行之公開

說明書及年度財務報告書，資料取自於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基金會圖書室。 

二、變數定義與衡量 

(一) 廠商績效 

文獻上探討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關係的研究，大部分採用會計基礎的衡量，例

如：資產報酬率 (ROA)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權益報
酬率 (ROE) (Han et al., 1998) 及銷售報酬率 (ROS) (Geringer et al., 2000; Kim et 
al., 1993)。然而此種以會計為基礎的衡量仍然受到一些學者們的批評，例如：

Wernerfelt and Montgomery (1988) 認為適用於每家公司的稅率與會計方法並不

相同，所以以會計為基礎的衡量容易產生不一致的偏誤。但另一方面，由於管理

人員及企業外部分析師經常運用如ROA或ROS等指標來衡量管理當局的效能與

效率 (Grant et al., 1988)，使得多數學者認為運用這些會計衡量仍有其正當性。

除此之外，公司策略對於企業績效的影響亦大部分反映在會計利潤之上，而非股

價的波動上。 

根據上述，ROA、ROE及 ROS三個會計基礎的衡量皆可做為廠商績效之指

標，但因為 ROE對於公司間資本結構的差異較為敏感，於是將之排除。ROA與
ROS在先前研究中皆有學者使用，但是 Geringer et al. (1989) 指出在國際企業研
究領域中，以銷售為基礎的衡量可能較佳，因為其可避免資產評價所造成的影

響，特別是國際企業會面臨各式不同會計準則，也可能受到運用歷史匯率來評價

的影響。由於銷售額及利潤都是以及時匯率來報導，因而可以反映目前的營運狀

況。本研究最終乃採用 ROS做為衡量公司績效之指標。 

(二) 國際化程度 

儘管對國際化程度的衡量有數種方式，我們採用Geringer et al. (2000) 針對
日本MNCs的研究中所採取的指標，該研究以出口額佔總銷售額之比例做為衡量

公司績效之指標。根據中華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部門別財務資訊之

揭露」規定，只有國內營運部門對企業以外客戶之外銷銷貨收入，若達企業損益



表上收入金額之 10%以上2，應揭露外銷銷貨金額及外銷各地區或國家之金額。

亦即只有外銷銷售額達母公司銷售總額 10%以上，此外銷地區或國家的銷貨額才
會被揭露於部門別資訊，因此，對於實際有外銷收入但未達母公司銷售額的

10%，將不會被報導出來，由於樣本中僅有 13 家公司未報導其國外銷售額，因
低報所導致的偏誤問題應不嚴重。 

(三) 專屬性資產 

與先前研究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Hitt et al., 1997; Kotabe et al., 2002;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 一致，本研究將廠商的研發密集
度與廣告密集度做為技術與行銷資產的衡量，並以研發支出佔總銷售額之比重，

以及廣告支出佔總銷售額之比重為操作性定義。 

(四) 控制變數 

在控制變數上，本研究採用與先前研究一樣的控制變數，包括公司規模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財務槓桿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Geringer et al., 2000; Hitt et al., 1997) 及產業效果 (Hitt et al., 1997; Morck 
and Yeung, 1991)，控制這些變數有助於釐清國際化程度與專屬性資產對廠商績效

之影響。 

Jung (1991) 指出大規模的廠商因為能以較低的資金成本來融資及分散其投

資風險，故通常具有獨佔性優勢。此外，實證文獻顯示廠商規模與國際化程度高

度相關，所以許多研究皆納入規模變數，以控制其對績效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對大型廠商而言，其較易在資

本市場上籌措到所需資金，同時亦擁有較豐沛的資源；而小型企業因為受限於有

限的資源及市場力，導致較低的報酬率與成長率及較高的風險。因此，規模確為

影響公司財務績效的重要變數之一。為避免規模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研究納入

公司規模做為控制變數，並以員工人數的自然對數 (natural logarithm) 衡量之。 

Michel and Shaked (1998) 以資本結構觀點比較MNCs與當地廠商在財務績
效與屬性上的差異，MNCs 不同於當地企業，而傾向擁有較高的負債比例及較差

的績效。由於文獻指出公司資本結構對其績效會有所影響 (Geringer et al., 2000; 
Hitt and Smart, 1994)，故本研究亦納入槓桿程度做為控制變數，並以總負債佔總

資產之比例加以衡量。 

先前的研究中發現當以橫斷面方式處理廠商績效差異時，產業效果有顯著之

影響。因此，本研究以一虛擬變數 (dummy variable) 來代表軟體公司 (軟體公司
＝1，其他＝0)，以控制軟體公司極高的研發密集度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本研究

                                                 
2 先前的相關研究 (例如：Geringer et al., 1989;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Siddharthan and Lall, 
1982; Stopford and Wells, 1972) 亦以 10%為標準。 



所有變數衡量及預期對績效的影響方向，整理如表 4.2所示。其實證迴歸模型如
方程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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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α0為常數項； 

MNC及MNC2為國際化及其平方項； 

RD及 ADV代表研發與廣告密集度； 

Debt、Size及 IND分別表示財務槓桿、公司規模及產業效果。 

表 4.2  變數衡量方式及預期影響方向 
變數 衡量 預期符號 

因變數   
  公司績效 (ROS) 本期淨利/總銷售額  
自變數   
  國際化程度 (MNC) 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 + 
  國際化平方 (MNC2) (出口銷售額/總銷售額)  2 － 
  研發密集度 (RD) 研發支出/總銷售額 + 
  廣告密集度 (ADV) 廣告支出/總銷售額 + 
控制變數   
  廠商規模 (SIZE) 公司資產取 ln值 + 
  負債比率 (DEBT) 總負債/總資產 － 
  軟體業虛擬變數 (IND) 虛擬變數：1=軟體業；0=其它  

 



第四節  實證結果 

 

表 4.3 列出敘述統計值及各變數之相關係數矩陣，資料顯示台灣資訊電子廠

商的平均 ROS約 11.69%，平均負債比例則約為 37.03%，研發密集度與廣告密集

度分別為 3.15%及 0.26%。在 Lu and Beamish (2001) 針對日本中小型企業所做的
研究中，研發密集度與廣告密集度分別為 1.4%及 2.4%；Delios and Beamish (1999) 
對日本大型企業的研究，則估計約有 2.4%的研發密集度及 1.1%的廣告密集度。

Morck and Yeung (1991) 發現美國MNCs的研發密集度約為 2.49%，廣告密集度

則為 2.34%。相較之下，台灣的資訊電子廠商傾向擁有較多的研發資產，但行銷

資產則相對稀少。 

表 4.3 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1.公司績效 0.1169 0.1315       

2.廠商規模 6.5307 1.1238 0.116      

3.負債比率 0.3703 0.1492 -0.553** 0.138     

4.國際化 0.6118 0.3181 -0.093 0.161* 0.058    

5.國際化2 0.4868 0.3821 -0.25** 0.144 0.085 0.887**   

6.研發密度 0.0315 0.0431 0.283** -0.069 -0.345** 0.051 0.054  

7.廣告密度 0.0026 0.0049 0.007 -0.089 -0.123 -0.086 -0.088 0.366**
註: 1.樣本數為 170筆。 
   2.*p<0.05, **p<0.01。 

此外，台灣資訊電子廠商的出口額佔總銷售額的比例高達 61.18%，與
Geringer et al. (2000) 研究日本廠商所報導的 21.3%高出許多，顯示台灣資訊電子
廠商具有非常高度的出口導向。此外，由於表 4.3中部分變數顯示出高度相關性，

為確保不致發生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以加以檢定。 

實證結果整理如表 4.4所示，所有的VIF值皆小於 10，顯示不存在共線性問

題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從模型 1 顯著的結果 (F=26.83, 
p<0.01)，可以發現三項控制變數對績效可解釋 31.4%的變異量，顯示探討國際化

程度與專屬性資產對績效影響時，納入這些控制變數的必要性。模型 2亦達顯著
水準 (F=25.07, p<0.01)，可解釋 41.6%的績效變異，與模型 1比較後發現國際化
及其平方項對績效可增加解釋 10.2%的變異量。模型 3加入研發密集度與廣告密

集度後，亦達顯著水準 (F=19.811, p<0.01)，從模型 3的調整後 R2達 43.8%，研
發與廣告密集度對績效的影響可增加解釋 2.2%變異量，所提升的∆R2亦達統計顯

著水準 [F (∆R2)=4.209, p<0.01]。 

國際化程度對績效呈現顯著地正向影響 (t=4.222, p<0.01)，國際化程度平方

項則與績效顯著地負向關係 (t=-5.667, p<0.01)。此結果說明國際化的初始階段



有助於銷售報酬的增加；然而，國際化一旦到達較高水準，超過最適點時，可能

對績效產生負面的效果，此可由平方項的顯著負向關係得知。因此，國際化程度

與績效之關係為一曲線 (curvilinear) 或倒 U 型關係，此結果與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及 Hitt et al. (1997) 的結果一致。因此，本研究的假說一獲得

實證結果支持。 

表 4.4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變數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估計係數 t 值 
常數項 0.1870 3.422*** 0.160 3.105*** 0.146 2.804***
公司規模 0.0160 2.120** 0.0156 2.219** 0.0160 2.314** 
     (1.047)  
       

槓桿程度 -0.4760 -8.191*** -0.452 -8.398*** -0.42 -7.671***
     (1.157)  
       

產業效果    0.0666 1.155 0.0647 1.213 0.0484 0.740 
     (1.723)  
       

國際化程度   0.223 4.199*** 0.220 4.222***
     (4.767)  
       

國際化程度  2   -0.238 -5.409*** -0.245 -5.667***
     (4.746)  
       

研發密集度     0.504 2.231** 
     (1.649)  
       

廣告密集度     -3.828 -2.168** 
     (1.318)  
F         26.830*** 25.070*** 19.811*** 

2R  0.327 0.433 0.461 

Adjusted 2R  0.314 0.416 0.438 

∆ 2R   0.102 0.022 

F (∆ 2R )  15.433*** 4.209** 
註: 1. **p<0.05, ***p<0.01. 
   2. 括弧內數字為 VIF值. 

曲線的反折點代表國際化邊際成本超過邊際利益之點，該點之值可由對迴歸

式(1)的國際化變數偏微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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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方程式(2)，反折點之值為 0.449，此結果說明了，假設其它條件不變之

上，國際化程度超過 44.9%之後，將不利於績效的提昇，亦即廠商於海外營運所

節省的成本在國際化程度超越 44.9%之後，開始下降。 



根據表 4.4的資料顯示，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顯著地正向影響 (t=2.231, 
p<0.05)，此結果支持本研究之假說二，且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亦即當廠商投注
較多的研發支出，能夠建構出競爭者難以模仿的專屬性資產時，則廠商較能產生

競爭優勢及核心能力，進而有助於績效的提昇。 

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呈現顯著地負向影響 (t=-2.168, p<0.05)，與本研究
的預期相反，此結果並未支持本研究所提出之第三個假說。Morck and Yeung 
(1991) 曾探討海外購併對廠商績效的影響，他們發現研發密集度對廠商績效的

正向影響比廣告密集度的影響更為強烈。Delios and Beamish (1999) 檢視研發與
廣告密集度對日本MNCs績效的影響，亦發現與Morck and Yeung (1991) 類似的
結果，亦即研發密集度對於廠商績效的效果較廣告密集度穩定，而從最近實證研

究發現廣告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沒有顯著影響 (例如：Delios and Beamihs,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甚至負向的顯著 (Delios and Beamish, 2001)，可
見廣告密集度對績效實證上的分歧，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廣告密集度與績效間的負向關係可能是因為台灣廠商相較於先進國家 
(如：歐、日、美) MNCs的較低廣告支出所致。在Morck and Yeung (1991) 的研
究中，1978 年美國廠商的廣告密度約為 2.34%；Delios and Beamish (1999) 針對
日本廠商的研究中，大型企業的廣告密集度亦達 1.1%，中小企業更高達 2.4% (Lu 
and Beamish, 2001)。然而，台灣資訊電子廠商的平均廣告密集度僅為 0.26%，遠
遠低於已開發國家大型MNCs的水準。 

Scherer (1979) 認為廣告效果要發揮效益，投資額必須超越一定的最低水
準，亦即廣告對績效的影響有其門檻效果，其解釋有二：一是廣告訊息必須傳遞

數次以上才能對消費者產生真正的影響，若廣告的投入若未達關鍵水準，則廣告

的投資將形同浪費；二為廣告訊息會透過口耳相傳及同儕相互影響，而進一步散

播開來，若廣告的效果僅有微弱的刺激，則很快就會消逝，但若能在一開始就有

大量而足夠的投入且持續一段時間，則廣告訊息可散佈的比較快，影響涵蓋更多

人。因此，不論廣告適用於哪一種解釋模型，廣告效果是否能達到，乃決定於其

所對應的廣告反應函數 (advertising response function)，故只有在廣告投入超越特
定水準之後，才會對利潤產生正向貢獻。據此，若從 Scherer (1979) 的觀點看來，

台灣資訊電子廠商投入於廣告的支出可能尚未達到最低的門檻值，以致於無法對

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 

儘管台灣在資訊電子產品的生產上頗負盛名，但許多廠商都以原廠委託製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及原廠委託設計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台積電與聯電公司就是兩個例子。為了反映出外包服務對

台灣資訊電子廠商的重要性，Lee, Chen, and Tang (2001) 以台灣上市及上櫃電子
廠商為研究對象，建構一「契約供應比例」(contractual supply ratio, CSR) 指標，



以外包契約服務銷售值佔總銷售額比例來衡量。本研究排除掉上櫃公司樣本後，

計算出 1999 年上市公司平均CSR值達 81% 3，顯示出台灣廠商大幅依賴

OEM/ODM的狀況。由於台灣資訊電子廠商大多將產品直接銷售給海外廠商，而

非最終消費者，因此不太需要進行大眾廣告。換言之，本研究認為台灣上市公司

的廣告密集度可能因為過低，無法達到經濟規模的門檻值，而無法對廠商績效產

生正向的影響。 

最後，兩項控制變數對績效的影響顯著，且與預期方向一致，惟代表軟體廠

商的虛擬變數並未達顯著水準。廠商規模對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先前研究

結果一致 (Mishra and Gobeli, 1998; Morck and Yeung, 1991)。此結果意味著大型
廠商可能因為融資較易、資源豐沛及風險分散等優勢，使得其績效較佳。廠商的

舉債程度則會負向影響其績效，此結果也與先前研究一致 (Hitt et al., 1997)，因
此，廠商資本結構是解釋績效的主要因素之一。 

                                                 
3 本研究之樣本為 2000 年的上市電子資訊業，故將Lee et al. (2001) 中上櫃的樣本予以刪除，雖
然此比率為 1999 年之資料，但本研究認為廠商於一年當中之OEM/ODM比例應變化不致於太

大，故認為仍然可視為 2000 年之合適的參考值。作者非常感謝李吉仁教授對此部資料的提供。 



第五節  結論與建議 

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廠商必然走向國際化。當廠商面對越來越激烈的競爭

時，運用專屬性資產來強化競爭位置實為重要的策略之一。過去的研究已經探討

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關係，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專注在已開發國家的MNCs，僅
有少數研究針對開發中或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廠商進行研究。當亞洲國家之國際企

業於全球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日形重要之時，探討亞洲開發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

廠商，即成為有趣且極待深入研究之主題 (例如：Makino et al., 2002)。Lall (1983) 
認為 LDCs 或新興經濟體廠商的競爭優勢與 DCs的 MNCs並非一致，因而針對
新興經濟體國家之台灣資訊電子廠商，探討其國際化程度、專屬性資產與績效間

之關係實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台灣資訊電子廠商的國際化程度 (61.18%) 較日本廠商
的 21.3% (Geringer et al., 2000) 為高，此現象與一般認為台灣為出口導向且高度

依賴國際市場的國家的認知一致。此外，相較於已開發國家的某些MNCs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 Morck and Yeung, 1991)，台灣資訊電子
廠商擁有較高的研發密集度 (3.15%) 及較低的廣告密集度 (0.26%)。 

在控制廠商規模、槓桿程度及產業因素之下，本研究發現國際化程度與績效

間為倒 U 型的非線性關係。換言之，適度的國際化才能提升績效，但是當國際

化程度超越 44.9%之後，國際化的管理成本可能超過其衍生的利益，而導致對績

效的負面影響。簡言之，本研究發現國際化與廠商績效間的倒 U 形關係，與先
前研究的結果一致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Hitt et al., 1997)。 

本研究亦發現雖然研發資產有助於績效的提升，行銷資產卻對績效有負面影

響。由於高達 81.12%的台灣資訊電子廠商仰賴 OEM/ODM 做為營收主要來源 
(Lee et al., 2001)，這些廠商可能會傾向減少在廣告上的投資，因此，這些廠商的
廣告密集度僅為 0.26%，遠遠低於先進國家 MNCs 的支出水準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Lu and Beamish, 2001; Morck and Yeung, 1991)。此現象可能導致台
灣資訊電子廠商的廣告活動尚未達到規模經濟的門檻，因而無法享有廣告所帶來

的正面利益。針對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三點對資子電子廠商的建議： 

首先，國際化程度與廠商績效間的倒 U 形關係，建議廠商當要進入海外市
場時，必須將本身的管理能力與統理成本同時納入考量，以確保廠商擁有足夠的

管理能力來克服因國際化程度提高，所帶來的複雜程度及協調各海外市場等問

題，以避免國際化的利益將被管理成本所侵蝕。再者，本研究證實資源基礎理論

所主張的研發資產可以強化廠商績效之論點。此意味著廠商可以透過投資更多的

資源來創造研發資產，進而形成核心能力來擴張其成長與獲利。最後，本研究發

現行銷資產對績效有一負向的影響。此對台灣資訊電子廠商而言意味著廣告支出

水準仍然偏低，以致未達經濟規模所需的門檻。此現象突顯出台灣資訊電子業的



兩難：該追求 OEM/ODM 訂單？抑或該創造品牌知名度？若為前者，必須減少

廣告支出；若為後者，則必須投注更多廣告支出，以達到最低門檻要求，廠商必

需檢視公司的資源，配合既定規劃的策略才能達成最佳的綜效。 

本研究為少數以新興工業化國家廠商為探討之研究，實證發現國際化程度與

廠商績效間的確實存在非線性關係，增加了理論的外部效度。然而，本研究僅以

台灣資訊電子產業為研究對象，未來研究學者可以嘗試探討其他產業亦或非公開

上市相對較小的廠商，探討國際化與績效之關係、尋求國際化對績效的最適水

準，並檢視有關專屬性資產對績效影響的假說，尤其是廣告密集度於近來實證結

果的分歧，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地探究。而進一步地分析專屬性資產與國際化程

度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探討兩者間之交互作用是否能導致更高的績效亦為未來

值得努力的方向 (Kotabe et al., 2002)。 

 



第六節  本章小結 

經由驗證 170家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本研究發現：(1) 國際多角化
對廠商績效呈現倒 U型關係；(2) 研發密集度有助於廠商績效的提昇；(3) 廣告
密集度對廠商績效有負向的影響。除了第 (3) 項結論與過去的研究不一致之

外，第 (1) 及(2) 項結論皆與過去研究得到一致的結論。進一步分析發現，台灣

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的平均規模 (員工人數) 為 3,432 人，較第二章所使用的
大型廠商規模要來的大，但仍不及歐、美及日的廠商規模，但研發密集度卻不輸

先進國家的大型多國企業。平均而言，台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的研發密集度

為 3.15%，美國 (Kotabe et al., 2002) 及日本 (Delios and Beamish, 1999) 公開上
市廠商的比例則分別為 5.1%及 2.4%，足見透過研發資產來提昇競爭優勢，為台

灣公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創造卓越績效的重要來源之一。然而，是否由於台灣公

開上市資訊電子廠商以 OEM為主，較不熱衷於品牌的建構及行銷能力的投入，

使得廣告密集度 (0.26%) 的投入遠遠小於先進國家的投資 (例如在Kotabe et al., 
2002 的研究中，美國廠商的廣告密集度為 2.5%)，值得更進一步地探討。此外，

對於規模及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行銷能力的建構亦受到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例如：小公司之不利生存性 (liabilities of smallness)]，是否投入於廣告的結果亦
不同於先進國家的多國企業？ 

本論文於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別探討大型廠商之後，下兩章將針對佔台灣全體

企業九成五以上 (中小企業白皮書，2002) 的中小企業做一深入的分析。是否國
際化也能為中小企業帶來更佳的績效呢？是否研發資產及行銷資產的投入亦有

助於中小企業的獲利呢？此議題的瞭解不但有助於企業的決策及規劃，更有助於

彌補目前學術文獻上的缺口，因此此種研究對於理論的一般化具貢獻。 

 
 


